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专业课题曲目一览表 

 

钢琴专业 

【访问学生课程 A（1年）】 

〈预筛选〉 

请提交 DVD 等演奏视频，接受评审。 

请背谱演奏以下 1)和 2)。 

1)肖邦练习曲 op10,op25中任选一首 

2)自由曲 

〈复试〉 

在桐朋学园大学进行现场试音考试。 

请背谱演奏以下 1)和 2)。 

1)从以下作曲家的练习曲中任选二首 

肖邦 、李斯特 、德彪西、 拉赫玛尼诺夫、 斯克里亚宾 、巴托克、 普罗科菲耶夫 、里盖

蒂，但是，其中一首必须是肖邦练习曲 op10 或 op25。可以二首均为肖邦的作品。 

2)自由曲 

 

【访问学生课程 B（90 天以内）】 

只须提交 DVD 等演奏视频，接受评审。 

请背谱演奏以下 1)和 2)。 

1) 肖邦练习曲 op10,op25中的任意一首 

2)自由曲 

 

弦乐器专业 

【访问学生课程 A（1年）】 

〈预筛选〉 

请提交 DVD 等演奏视频，接受评审。 

请背谱演奏。 

a)小提琴 

1)帕格尼尼:随想曲中的任意一首 

2)以下协奏曲中的任意一首的第一乐章或最后乐章 

巴顿: 第二小提琴协奏曲 

勃拉姆斯: 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布鲁赫: g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 

德沃夏克: a小调小提琴协奏曲 

埃尔加: b小调小提琴协奏曲 



厄恩斯特: 升 f小调小提琴协奏曲 op.23（从独奏部分开始至第 237小节） 

格拉祖诺夫: a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一部: 至快板前，第二部: 从快板开始） 

拉罗: 西班牙交响曲 

门德尔松: 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 

帕格尼尼: D大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 

普罗科菲耶夫: D大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 

普罗科菲耶夫: g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 

圣桑: b小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 

西贝柳斯: d小调小提琴协奏曲 

柴可夫斯基: 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维厄当: a小调第五小提琴协奏曲（至柔板前） 

维尼亚夫斯基:  升 f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 

维尼亚夫斯基:  d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 

 

b) 中提琴 

1)巴赫:大提琴组曲中的任意乐章（不用反复） 

2)以下 5首曲目中的任意一首 

1.霍夫迈斯特: D大调协奏曲 第一乐章(付华彩) 

2.斯塔米茨: D大调协奏曲 op.1 第一乐章(付华彩) 

3.巴托克  

4.欣德米特:天鹅转子 

5.沃尔顿 

*3.～5．的第一乐章或最后乐章 

 

C)大提琴 

1)巴赫:6首无伴奏组曲中的任意一首的前奏曲 

2)以下协奏曲中的任意一首的第一乐章或最后乐章 

博凯里尼: 降 B大调大提琴协奏曲 

德沃夏克: b小调大提琴协奏曲 

埃尔加:  e小调大提琴协奏曲 

海顿: C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 

海顿: D大调第二大提琴协奏曲 

哈恰图良: e小调大提琴协奏曲 

拉罗:  d小调大提琴协奏曲 

普罗科菲耶夫: e小调第二交响协奏曲 op.125 

圣桑:  a小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 



舒曼:  a小调大提琴协奏曲 

肖斯塔科维奇: 降 E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 

柴可夫斯基: 洛可可主题变奏曲（包含主题和最终变奏曲，演奏时长 10分钟） 

巴伯: 大提琴协奏曲 op.22 

卡巴科夫斯基: 大提琴协奏曲 op.49 

普罗科菲耶夫: op.132小协奏曲 

沃尔顿  

 

d)低音提琴 

请从 1）或 2）中任选一首演奏。 

1）任意一首协奏曲的第一或第三乐章 

2）巴洛克奏鸣曲（快板乐章和行板乐章） 

〈复试〉 

在桐朋学园大学进行现场试音考试。本校提供伴奏。 

课题曲目同上 

 

【访问学生课程 B（90 天以内）】 

只须提交 DVD 等演奏视频，接受评审。 

请背谱演奏。 

课题曲目和【访问学生课程 A（1年）】的相同。 

 

管乐器专业 

【访问学生课程 A（1年）】 

〈预筛选〉 

请提交 DVD 等演奏视频，接受评审。 

a)长笛 

请演奏以下 1）和 2）。可以看谱演奏。 

1）安德森:24首练习曲 op.21～ No.24 

2）以下曲目中的任意一首 

夏米纳德: 小协奏曲 op.107 

埃内斯库: 如歌与急板 

高伯特: 夜曲与快速的诙谐曲 

塔法耐尔:  田园风格的行板与小诙谐曲 

贝里奥: 塞昆扎一世（Sequenza Ⅰ） 

博扎:  印象 

哈夫特: 德布拉（Debla） 



一柳慧: 无法忘却的记忆中 

伊贝尔: 小品 

卡格-埃勒特: 30首长笛练习曲 op.107, No.30 

伊桑・庸: 现代长笛练习曲 No.5小快板 

 

B）双簧管 

请演奏以下 1）和 2）。可以看谱演奏。不用反复。 

1）费尔林格: 48首练习曲 No.7,8(Pierre Pierlot版) 

2）以下 4首曲目中的任意一首 

亨德尔: c小调奏鸣曲第一、二乐章 

亨德尔: g小调奏鸣曲第一、二乐章 

泰勒曼: g小调奏鸣曲第一、二乐章 

泰勒曼: a小调奏鸣曲第一、二乐章 

 

c)单簧管 

请演奏以下 1）和 2）。可以看谱演奏。不用反复。 

1）罗塞: 32首练习曲（Leduc版） 

从 No.1～20 的奇数、偶数号曲目中，各任选一首（共二首）。 

2）以下 6首曲目中的任意一首 

斯塔米茨: 降 B大调第三协奏曲第一乐章 

韦伯: 协奏曲 op.73 f小调第一乐章 

韦伯: 小协奏曲 op.26 

梅萨热: 单簧管独奏竞赛曲 

博扎: 意大利幻想曲 

克拉玛; 协奏曲 op.36 降 E大调第一乐章 

 

d）巴松管 

请演奏以下 1）和 2）。可以看谱演奏。不用反复。 

1）维森堡尔: 50首巴松练习曲 op.8 Vol.Ⅱ No4,11 

2）以下 2首曲目中的任意一首 

泰勒曼: f小调奏鸣曲第一、二乐章 

法施: C大调奏鸣曲第一、二乐章 

 

e)萨克斯管 

请演奏以下 1）和 2）。可以看谱演奏。不用反复。 

1)费尔林格: 夸兰特惠特练习曲（Leduc版）  



从奇数、偶数号练习曲中各任选一首演奏 

2)自由曲   一首 

 

f）小号 

请演奏以下 1)。可以看谱。不用反复。 

1）以下 5首曲目中的任意一首 

阿拉里: 竞赛曲（A.Leduc版） 

巴拉特: 降 E大调幻想曲（A.Leduc版） 

高伯特: 如歌与诙谐曲（A.Leduc版） 

罗伯茨: 行板与快板（International Music版） 

托迈: 幻想曲（A.Leduc版） 

阿尔班: 辉煌幻想曲 主题.变奏Ⅰ,Ⅱ,Ⅲ（版本不限） 

 

g)长号 

请演奏以下 1）和 2）。可以看谱演奏。不用反复。 

1)科普拉什: 60首长号练习曲 No.13,42（版本不限） 

2)以下 5首曲目中的任意一首 

加利亚尔德: 第五奏鸣曲第一、三乐章（International Music 版） 

鲍德尔特: 著名的咏叹调（D.Rahter版） 

卢梭: 长号协奏曲风小品（Carl Fischer版） 

萨斯: 小协奏曲 从开始至柔板结束（International Music 版） 

吉尔芒:  音乐会小品 op.88（International Music 版） 

 

h)低音长号 

请演奏以下 1）和 2）。可以看谱演奏。不用反复。 

1)布尔姆:36首长号练习曲 F调 No.19,23 （Carl Fischer 版） 

2)以下 4首曲目中的任意一首 

列别杰夫: 协奏曲的一个乐章（Musicus版） 

萨斯: 小协奏曲 从开始至柔板结束（也可用 F大调演奏）（International Music 版） 

博扎: 主题与变奏（A.Leduc版） 

博扎: 快板与尾声（A.Leduc版） 

 

i)次中音号 

请演奏以下 1）和 2）。可以看谱演奏。不用反复。 

1) 科普拉什: 60首长号练习曲 No.15，33（版本不限） 

2)以下 4首曲目中的任意一首 



维瓦尔第: 第一大提琴奏鸣曲降 B大调，RV47 第一，二乐章（版本不限） 

内鲁达: 巴松协奏曲 C大调第一乐章（版本不限） 

克拉克: 南十字座（Alfred版）（注:可自行决定是否按乐谱删除开头的华彩段） 

霍洛维茨: 次中音号协奏曲第一乐章（Novello 版） 

 

j）大号 

请演奏以下 1）和 2）。可以看谱演奏。不用反复。 

1）科普拉什: 60首大号练习曲 No.8（Robert King 版） 

2）以下 5首曲目中的任意一首 

巴赫: 贝尔编曲 咏叹调与布列舞曲（Carl Fischer版） 

哈特利: 无伴奏大号组曲 1前奏曲（Elkan-Vogel版） 

哈特利: 无伴奏大号组曲 2圆舞曲（Elkan-Vogel版） 

哈特利: 无伴奏大号组曲 3咏叹调（Elkan-Vogel版） 

哈特利: 无伴奏大号组曲 4加洛普（Elkan-Vogel版） 

 

k）圆号 

请演奏以下 1）和 2）。可以看谱演奏。不用反复。 

1）阿尔丰斯:圆号练习曲 Vol.ⅠNo.40 （Leduc 版） 

2）以下 3首曲目中的任意一首 

莫扎特: 圆号第三奏鸣曲第一乐章（Bärenreiter版）无华彩 

莫扎特: 圆号第一奏鸣曲第一乐章（Bärenreiter版） 

博扎: 在爱尔兰（Leduc版） 

 

〈复试〉 

在桐朋学园大学进行现场试音考试。本校提供伴奏。 

课题曲目同上 

 

【访问学生课程 B（90 天以内）】 

只须提交 DVD 等演奏视频，接受评审。 

课题曲目和【访问学生课程 A】的相同。 

 

 

打击乐专业 

【访问学生课程 A（1年）】 

〈预筛选〉 

提交 DVD 等演奏视频，接受评审。 



a)打击乐器 

请演奏以下 1）。可以看谱演奏。 

1)戈登贝尔格: 现代小鼓教学（A.J.Cirone 版）二四拍滚奏练习(p.44),三四拍滚奏练习(p.45) 

  （用响弦鼓演奏） 

b）马林巴 

请演奏以下 1）和 2）。可以看谱演奏。 

1）小军鼓的单击滚奏、双击滚奏（去掉响弦） 

2）自由曲   时长 8分钟以内 

〈复试〉 

在桐朋学园大学进行现场试音考试。本校提供伴奏。 

课题曲目同上 

 

【访问学生课程 B（90 天以内）】 

只须提交 DVD 等演奏视频，接受评审。 

课题曲目和【访问学生课程 A】的相同。 

 

声乐专业 

【访问学生课程 A（1年）】 

〈预筛选〉 

提交 DVD 等演唱视频，接受评审。 

请演唱一首意大利古典歌曲、一首歌剧咏叹调，共二首乐曲。提交申请时，在申请表 SSA-A

（“应试曲目”栏）中请用原文填写作曲家名和曲目名。除歌剧咏叹调之外还请标明调性。可

以移调。 

＊请将 PDF 格式的应试曲目伴奏谱和申请材料一起提交。 

〈复试〉 

在桐朋学园大学进行现场试音考试。本校提供伴奏。 

课题曲目同上 

【访问学生课程 B（90 天以内）】 

只须提交 DVD 等演唱视频，接受评审。 

请背谱演唱。 

课题曲目和【访问学生课程 A】的相同。 

 

古乐器专业 

招生乐器：竖笛、巴洛克长笛、巴洛克双簧管、古低音大提琴、巴洛克小提琴、巴洛克大提

琴、羽管键琴 

【访问学生课程 A（1年）】 



〈预筛选〉 

提交 DVD 等演奏视频，接受评审。 

可看谱演奏。 

请任选十七、十八世纪音乐作品的慢-快二个乐章演奏。（通奏低音乐曲，可自行决定是否需要

伴奏。） 

〈复试〉 

在桐朋学园大学进行现场试音考试。 

请演奏以下 1）和 2）。可以看谱演奏。 

1）任选十七、十八世纪音乐作品的慢-快二个乐章演奏。（通奏低音乐曲，可自行决定是否需

要伴奏。本校不提供伴奏。） 

2）视奏 

巴洛克时期的简易舞曲或同等程度的小品。（准备时间 5分钟。不可试奏 。） 

注:乐器的音高均为 a’＝415。 

羽管键琴，由本校提供。 

佛莱芒两层键盘羽管键琴（音域: FF～g’’’、音高:a’＝415、音区:8’8’’4’L） 

 

【访问学生课程 B（90 天以内）】 

只须提交 DVD 等演奏视频，接受评审。 

可以看谱演奏。 

课题曲目和【访问学生课程 A】的相同。 

 

作曲专业 

【访问学生课程 A（1年）】 

〈预筛选〉 

1）请将本人的作曲作品（数量不限），和申请材料一起提交。 

〈复试〉 

在桐朋学园大学进行专业面试。 

【访问学生课程 B（90 天以内）】 

1）请将本人的作曲作品（数量不限），和申请材料一起提交。 

2）专业面试（skype 等的在线面试） 

 

音乐学专业 

【访问学生课程 A（1年）】 

提交研究计划书（日文或英文） 

【访问学生课程 B（90 天以内）】 

提交研究计划书（日文或英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