國立嘉義大學音樂系管樂團
NCYU Concert Band

現任指揮：林士偉老師
現任學生總幹事：邱郁雯
管樂團簡介：
國立嘉義大學音樂系管樂團原為嘉義師範學院音樂教育系管樂團。2000 年
改制為國立嘉義大學後，首任音樂系主任梁毓玲更將管樂團合奏及展演列為系上
重點工作，在歷任指揮、現任指揮林士偉老師以及劉榮義副校長的積極推動之下，
不但連續 3 年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特優，亦自 2007 至 2017 年間連續獲邀參加管
樂世界年會以及嘉義市國際管樂節閉幕音樂會。
嘉大音樂系管樂團長年活躍於國內的展演舞台，不但與國內各大音樂系管樂
團交流，更經常性與國內外名家合作，也在國際舞台上有亮麗的表現：2012 年
參加新加坡國際管樂大賽，獲得公開組銀牌的殊榮，2007 年赴日本姊妹校交流，
2014 年應邀在香港迪士尼樂團演出。

Under the command of the conductor Lin, Shih-Wei and Dean of Chiayi University

Liu, Rong-yi and, the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Wind Ensemble invited to attend the
WASBE and Chiayi City International Band Festival 2007-2016. And also maintain
regular performances, not only frequent cooperation with domestic team, but foreign
masters. The Ensemble had the horror to win the National Student Music Competition
for three consecutive years, participated the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Band contest in
2012, and won the silver medal. In2007, the Ensemble went to Japan to exchange
with the sister school and was invited to perform in Hong Kong Disneyland in 2014.

指揮/林士偉
Conductor:Lin,Shih-Wei

法國 SELMER Paris Clarinet Artists、國立嘉義大學音樂系助理教授、大台中
愛樂管樂團團長暨音樂總監、嘉頌重奏團指揮。 2014、2015 獲嘉義市政府邀請
擔任嘉義市節慶管樂團指揮，2015、2016 嘉義國際管樂節國際管樂比賽 B 組第
一名，30 次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特優，2015、2016 Hong Kong Summer Orchestra 指
導教授，2011 年帶領國立嘉義大學音樂系管樂團擔任世界管樂年會(WASBE)新
曲發表和示範演出，2009-2016 嘉義國際管樂節閉幕音樂會，2012 嘉義國際管樂
節閉幕音樂會中首演管樂團與合唱團之全版布蘭詩歌，2012、2014 新加坡國際
管樂比賽第二級組及公開組金牌和銀牌獎。
Clarinetist and conductor David Lin was studied clarinet performance at the
Taiwan University of the Arts and Hochschule für Musik in Detmold with Pof.
Hans-Dietrich Klaus in Germany. He is a Selmer artist and serves as the concert
master of the Wind Ensemble of the National Taiwan Symphony Orchestra, and has

been a member of a number of orchestras, including the Taipei City Symphony
Orchestra(TSO).Concert master of the Wind Ensemble of the National Taiwan
Symphony Orchestrathe,Asian Youth Orchestra and others.Lin currently holds
positions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music departments of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also founder and music director of the Taichung Philharmonic Wind Ensemble.

嘉義大學管樂團組織規章
組織：
第一條 本團職務分配如下，任期一年。
1. 總幹事：處理樂團相關行政、演出需求申請。
2. 副總幹事：協助總幹事處理團務。
3. 譜務：負責樂團之樂譜。
4. 場務：協助團員搬椅子譜架及演出管理裝台。
5. 總務：負責每學期收團費、樂團需要之花費。
6. 庶務：負責演出便當及收拾。
第二條 管樂組，以甄選方式，老師核准者予以修課。
第三條 團員於每學期繳交團費 200 元作為本團彩排演出便當等花費。
第四條 出席及上課規定。
1. 大一需在 6:00 至合奏教室搬譜架椅子(場務需在旁協助)、點名，其餘團員 6:30
準時至合奏教室上課，請勿遲到！！
2. 若需要請假者，請至少於一個禮拜前(病假除外)親自向指揮說明請假原因，
經指揮同意，並告知總幹事。
3. 缺課三次者、大一搬椅子三次遲到或未到者，皆以當掉論。
4. 請各自保管好樂譜，若有譜不見者自行向別人借來補印。
5. 上課請勿滑手機。
6. 下課請各自將自己的椅子譜架收回，銅管口水墊務必清走
第五條 演出

1. 演出及彩排請聽從幹部及老師指令，請勿遲到
2. 演出當天場地佈置包含：舞台裝台、所需要之譜架椅子

第六條 上課座位編制

Percus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