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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琴演奏, 鋼琴教學, 藝術總監.
德文, 法文, 英文, 中文, 閔南話.
學歷
1992 - 1997

HOCHSCHULE FÜR MUSIK UND DARSTELLENDE KUNST.
國立 維也 納 音樂 藝術 大 學, 奧 地 利.

WIEN, Österreich.

師事 Prof. Rudolf Kehrer und Prof. Walter Fleischmann
1987 - 1992

HOCHSCHULE FÜR MUSIK UND DARSTELLENDE KUNST.
國立 格拉 茲 音樂 藝術 大 學, 奧 地 利.

GRAZ, Österreich.

師事 Prof. Doris Blumauer Wolf
1981 - 1986
獎項
1996

國立 台灣 藝 術大 學. 台北 , 台灣 .
音樂系主修鋼琴畢業.

TAIPEI, Taiwan.

法國 national Médoc-Aquitaine 鋼琴比賽, « Ada Labèque » 拉貝克特獎.
Prof. Théodore Paraskivesko. 鋼琴大師班

音樂會演奏經歷
與樂 團合 作 鋼琴 協奏 曲
•
新歐洲室內樂團 : 法國Paris & Creil, (2005, 2006).
•
國立台灣交響樂團 : 高雄 & 台中 (1998, 2005).
•
德國Jenaer Philharmonie交響樂團 (1994).
獨奏及室內樂
歐洲 :
•
音樂節Musiques au Pays de Hanau, Neuwiller-Lès-Saverne, 法國 (2007).
•
音樂節International music festival, Villanueva del Rosario, Malaga, 西班牙 (2006).
•
Fondation Cziffra, Senlis, 法國 (2004).
•
Karlsruhe,德國 (2003).
•
Karlskirche & Schönburg Saal, 維也納, 奧地利 (1996, 1997).
•
Graz, 奧地利 (1988, 1989, 1996, 1997).
亞洲 / 印度洋:
•
國家音樂廳, 台北 &高雄, 台灣 (1999 至 2005).
•
中興堂, 台中, 台灣 (1990 至 2008).
•
星海音樂廳, 廣州, 中國 (2002).
• 法國文化協會Alliance Française, Port-Louis,模里西斯 (1997, 1998).
教學經歷
1997 - 1999

鋼琴 講師, 台中 基 督聯 盟書 院, 台 灣.
音樂班學生個別課.

1997 - 2000

鋼琴 講師, 國立 彰 化高 中, 台 灣.
音樂班學生個別課.

1999 - 2002

鋼琴講師, 國立台中二中, 台灣.
音樂班學生個別課.

2003-

TAICHUNG UNITED CHRIST COLLEGE, Taiwan.
CHANGHUA SENIOR HIGH SCHOOL, Taiwan.
ND

TAICHUNG NATIONAL II

SENIOR HIGH SCHOOL, Taiwan.

鋼琴大師班
音樂班學生

評審

其它

•
•
•
•

台灣青少年音樂比賽.
台中春之祭鋼琴大賽(2005).
法國市立音樂學校 (2005, 2006).
第二屆西班牙全國音樂比賽 (2006).

苗栗,高雄, 台灣.
台中, 台灣.
CREIL, 法國.
Vva Del ROSARIO (MALAGA), 西班牙.

•
•
•
•
•
•

創辦台灣鋼琴協會暨擔任藝術總監. 協會會員逾200人.
台灣國際鋼琴音樂節藝術總監 (2002, 2005).
受聘僑光技術學院藝術顧問(2002).
大象樂集負責人暨團長 (2006).
台中市青年醉善協會藝術顧問 (2006)
與德國小提琴家Vesselin Paraschkevov合作二重奏並出版現場錄音CD (2007).

Wen-Ying LAN – 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