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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预科课程是吕贝克音乐预科学院专门针对每位被录取学

生的特定情况量身定制的，且针对德国国立音乐学院入学考试

所进行课程设置的为期 1 年的预科课程，提供所有入学考试所

需掌握技能的培训，以确保学生能尽快提高巩固专业水平并成

功升读音乐艺术类大学。

吕贝克
音乐预科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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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吕贝克音乐预科

课程优势   

就读学生

99%
升学率
99% 的课程就读学生都能获得德国音
乐类高等院校的录取。

吕贝克音乐预科学院

授课老师均来自德国国立音乐学院及
当地一线乐团首席，并会不定期邀请
各大音乐学院教授举办大师课程。

优秀师资

授课地点位于德国北部城市
吕贝克的音乐预科学院内。
吕贝克作为联合国世界文化
遗产风景秀丽，富有浓厚的
中世纪风格。相邻的汉堡作
为德国第二大城市，不仅有
大都会的繁华，同时也是德
国诸多音乐诗人的故乡。两
地音乐活动众多，包括石荷
州音乐节，特雷曼音乐节，

门德尔松音乐节等。

宜
人
的
学
习
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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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专业课程外所开设的德语课程和专
业所需其他小语种课程均采用小班教
学。结合学生分级测试的语言水平和
大学升学要求进行强化，并在课程结
束时完成大学入学考试所需语言等级
证书的考试。

小班授课



升学辅导
我们的老师将会协助学生解决
针对学习安排、课程选择以及
其它海外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各
类问题，确保学生保持较好的
备考状态与学习节奏并为学生
提供有关大学课程的建议，与
学生共同讨论申请公立音乐学
院的各种方案 , 提供实用的帮
助和指导。

“学校给我们备考的学生们配
备了精良的师资力量。老师们
的悉心教导使我们如沐春风 ,
我们就像是一株株小苗 , 尽情
沐浴着晨间甘霖。除了每个星
期定期来检查我们的学习情况 ,
与我们促膝谈心 ; 也时常带我

们去享用美食 , 贴近大自然。”

刘洋洋 
升读科隆音乐与舞蹈学院

钢琴表演本科

 舒怡
升读特罗辛根国立音乐学院

声乐表演研究生

“学校还专门为不同专业的同
学安排了不同的课程，学习声
乐的我，在这里接触到了一些
从前在国内没有涉及到的重要
课 程， 例 如 korreppetition、
sprecherzierung，这对我的专

业有了非常大的帮助。”

“在我迷茫的时刻，学校老师
鼓励我克服困难，不要丧失信
心和希望，还跟我谈心，指出
我的不足，使我认识到自己存
在的问题，逐渐从低落的情绪
中走出来了，重新投入到考前
的准备中去，终于在第二阶段

的考试中被录取了。”

许妍嫣
升读纽伦堡国立音乐学院

钢琴表演本科

沈嘉怡 
升读特罗辛根国立音乐学院

钢琴表演本科

“老师请与我一同考学的大学
生帮助我，这比我自己毫无方
向的练习有效多了。这感觉正
如在上海爸爸给我请了家教似
的，他的关心很含蓄，很细致，

却很有分量。”

考 试 成 功 案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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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机会
我们为优秀的学生在学习期间
提供参与音乐教学课程的翻译
工作的机会。学生可以通过参
与初级或中级教学的工作丰富
学习及教学的经验。同时可以
得到相应的报酬。

丰富社交
我们为每季入学的学生都会举办
丰富多才的社交活动，包括周边
地区的游览，参观活动；海边徒
步，摘草莓等户外互动活动，让
你结尽快适应留学生活，同时结

交新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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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与生活环境  

吕贝克，位于德国北部波罗的
海沿岸，是石勒苏益格 - 荷尔
施泰因州第二大城市。历史上
曾是汉萨同盟城市之一，也是
同 盟 的“ 首 都”。1987 年，
“汉萨同盟城市吕贝克”经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
遗产，是欧洲北部第一个入列
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 吕贝克
坐落于特拉维河沿岸，是德国
在波罗的海最大的港口。

面积      214,21 平方公里

人口      220,221

吕贝克整个老城至今仍保持着中世纪的
风貌，城中到处是古老的建筑和狭窄的
小巷。七座教堂的尖顶俯视着吕贝克的
中心，其中最古老的是建于 13 至 14 世
纪的主教大教堂和圣玛丽教堂。吕贝克
也是重要的文化生活城，在这里的辩论
产生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玛斯·曼与
文学家亨利·曼。他们的布登布洛克之
屋就在吕贝克旧城中，许多观光客仍将
这里当作吕贝克的旅游指引处。

吕贝克国立音乐学院则是在石勒苏益格 -
荷尔斯泰因州内唯一的国立音乐学院。
校始可追溯至 1911 年，当时为私立校所。
从 1937 年由于公众的赞助改称州立音
乐学校。之后学校因战争被迫关闭，直
至 1950 年以石勒苏益格 - 荷尔斯泰因音
乐学校暨北德管风琴学校之名再度开放。
1973 年后才形成今日吕贝克音乐学院的

学院规模。学校在校注册生约为 500 人。

   吕贝克老城                           吕贝克主教堂                            圣玛利亚教堂                 吕贝克国立音乐学院                       

住在吕贝克

所有接受录取的学生需要在确认就读后同时提交住宿
申请，学校将根据学生的需求安排住宿。

住宿的费用因学生需求，住宿的位置和设施的差异而
有所不同。大部分住宿地点距离上课地点及琴房在车
程 15 分钟以内。

通常的租金价格为约为 400 至 450 欧元 / 月。

我们安排的所有学生住宿均含有以下设施

-   独立的卧室
-   独立的浴室
-   独立的厨房设施
-   配有有线和无线宽带网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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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详情

课程长度
1 年

开课时间
春季课程开学季：3 月 -4 月
冬季课程开学季：9 月 -10 月

申请条件
赴德报考本科专业的音乐类艺术生：课程开始时
需年满 18 周岁 1，获得国内高中或艺术类院校附
中毕业文凭
赴德国报考硕士研究生专业的艺术生：已获得国
内各高等院校艺术专业本科学士学位及以上学位

招生专业
音乐（器乐）表演专业 2

音乐（器乐）教育专业 2

幼儿音乐教育专业
声乐表演专业
声乐教育专业
声乐艺术指导专业
室内乐表演专业
作曲／指挥专业（含电子音乐／多媒体）

每周课时
至少 23 课时

课程费用（2020 年入学）
全年专业课程学费（基础班）3       12500 欧 / 年
全年专业课程学费（进阶班）4       15800 欧 / 年
德语强化课程学费                                      3870 欧
包括 A1-B2 语言水平阶段（课程结束后需参加 Telc B2 等级考试）
若通过我校指定语言中心 B2 结业考试，则可获得吕贝克国立音
乐学院德语免试资格

学习内容：
学生每周需要完成以下科目的学习：

    1   学时主修科目
    2   学时音乐理论课
  20   学时德语课
  28   学时琴房自习

以上科目针对所有专业预科学生，除此课程外音
乐教育方向，声乐方向，作曲指挥方向还需必修
其他额外课程。

课程外学校保证每名学生每日有 6 小时的琴房练
琴时间。

课后学生可以旁听吕贝克国立音乐学院的公开课
程，欣赏学生音乐会，同时可以使用学校的图书
馆浏览借阅相关书籍资料。

学校会定期安排生活辅导课，帮助学生能够顺利
适应德国学习生活，帮助解决留学生活中遇到的
问题。在学校申请和新学校入学阶段亦会帮助学
生解决相关疑惑。考试前学校有针对考试的特别

辅导课程以及模拟考试，全面帮助学生应对考试。

1
未满 18 周岁的申请者请咨询艺考集训营或大学少年班项目

2
包括钢琴，竖琴，吉他，羽管键琴，打击乐，小提琴，中提琴，

   大提琴，低音提琴，小号，圆号，长号，萨克斯，长笛，单簧管，
   双簧管，巴松
3 基础班课程设置请参考学院中文网站 www.afkm.net
4 进阶班课程设置请参考学院中文网站 www.afkm.net

具体学习进度
本课程为期 1 年（9 个月）。学年将分为常规教学，
集中备考和入学考试三个阶段。以春季 3 月开始
课程为例：学生在 3-6 月完成专业科目常规教学
阶段，7-8 月校内停课，学生参加首次入学考试，
同时可参加大师班。9 月 -12 月为集中备考阶段，
期间会在老师指导下完成次年高校夏季入学考试
的报名申请，1 月 -2 月为考试阶段。学生根据高
校的考试时间参加考试，并获悉考试结果。次年
3 月结束预备学年的学习和生活，开始准备新学
校的入学手续，4 月开始正式的大学生活。

                     3-6 月                7-8 月               9-12 月            次年 1-2 月              次年 3 月            次年 4 月

                    9-12 月           次年 1-2 月       次年 3-5 月        次年 6-8 月              次年 9 月           次年 10 月

课程设置与安排  

课程进度安排表

    常规教学     首次入学考试        集中备考       第二次入学考试      办理入学手续       大学开学 
报
名

报
名

春季开课

冬季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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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团队

Prof. Manfred Fock

KLAVIER
钢琴

吕贝克国立音乐学院钢琴教授

Fock 教授早年获得过德意志国家最高奖学金 , 在意
大利 Vercelli, Terni 和 Taormina 获得国际钢琴比赛的
大奖并且代表德国参加在汉诺威举办的国际钢琴比
赛并获得奖项。多次在欧洲，日本，美国以及中国
举办音乐会 , 并为德国广播电视台录制了多场音乐会
和 CD, 1975，1977，1989 年在德国的基尔和吕贝克
举办了贝多芬奏鸣曲全集专场音乐会。Fock 教授自
1980 年起担任吕贝克国立音乐学院钢琴教授。

客座大师

Kern 教授师从 Wan Ing Ong, Rudolf Buchbinder 和 
Karlheinz Kämmerling。曾获德国 ARD 国际音乐比
赛第二名，波恩国际贝多芬比赛第一名及多项国际重
要比赛奖项，如中国国际钢琴比赛，日本滨松国际钢
琴比赛。Kern 教授经常出现在各国音乐厅的舞台上，
如维也纳音乐厅、东京艺术中心、首尔艺术中心、北
京音乐厅。作为独奏及室内乐演奏家出版了很多 CD
唱片。勃拉姆斯是他最为钟爱的作曲家，他曾今举办
过勃拉姆斯所有作品音乐会。Kern 教授长期担任韩
国汉阳大学音乐学院的外聘教授，2008 年被任命为
汉堡戏剧与音乐学院钢琴教授。2012 年起担任法兰
克福国立音乐与戏剧学院钢琴教授兼系主任。

法兰克福国立音乐与戏剧学院钢琴系主任

Prof. Oliver Kern

www.akml.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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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团队

Klavier
                       钢琴

Edith Escudero Garcia
吕贝克国立音乐学院钢琴讲师

Garcia 女士毕业于吕贝克音乐学院，师从 Manfred 
Aust，Konrad Elser 及 Ingesusann Römhild 教 授
完成钢琴，室内乐表演及音乐教育三个专业的学习。
早年在家乡墨西哥学习钢琴，18 岁时获得第四届爱
德华格里格钢琴比赛冠军。21 岁在墨西哥国立音乐
学院毕业后凭借出色的表演才能获得来自梅纽因基金
会，德国玛丽 - 路易丝基金会及 DAAD 学术机构的
特别资助到继续德国深造。2009 年以 Trio Arion 演
奏团体获得吕贝克 Possehl 音乐比赛第一名。曾跟随
大 师 Oleg Maisenberg, Andrzje Jasinski, Anatol 
Ugorski，Gyorgy Sandor 进修。目前任教于吕贝克
音乐学院。

Prof. Bernd Götzke
汉诺威音乐戏剧与传媒大学钢琴教授

Götzke 教授 1951 年出生于德国汉诺威。13 岁时被
汉诺威音乐、戏剧与媒体学院录取，师从卡尔·汉
斯·卡梅尔林教授学习钢琴，1975 年获音乐会独奏
家毕业证书，1982 年成为该大学教授。曾在巴黎、
米兰、雅典、布鲁塞尔等多项国际钢琴大赛中获
奖。Götzke 教授也是世界著名钢琴大师米开朗杰里
（Arturo•Benedetti•Michelangeli）的关门弟子，
是目前德国最著名的艺术教育家和钢琴家之一。

客座大师

www.akml.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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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akml.de

Violoncello
大提琴

Prof. Ulf Tischbrirek
吕贝克国立音乐学院管弦系系主任

1955 年生于德国杜塞尔多夫 , 毕业于汉诺威音乐学
院大提琴表演专业。在校期间跟随 Klaus Storck 教授
及 Radu Aldulescu 教授学习。Ulf Tischbrirek 学习
期间不仅获得了德意志国家最高奖学金 , 更被评选为
“国际青年音乐艺术家”, 在各项国际性比赛中获得
奖项。教授曾多年担任不伦瑞克国家剧院首席独奏大
提琴演奏家。自 1986 年起担任吕贝克国立音乐学院
大提琴及室内乐教授。 

客座大师 Sven Holger Philippsen
汉诺威音乐、戏剧与媒体学院大提琴讲师

Philippsen 先生先后就读与汉诺威音乐、戏剧与媒
体学院和法兰克福国立音乐和表演艺术学院，师从
Prof. Friedrich-Jürgen Sellheim 和 Prof. Gerhard 
Mantel。曾获 2010 年德国回声古典音乐类大奖。
Philippsen 先生自 2007 年起担任汉堡“100 把大提
琴合奏日”的音乐艺术总监。同时他也是巴洛克交
响乐团 L’Arco、大提琴吉他重奏组合 Villa-Lobos-
Duo 以及汉堡室内乐团 barockwerk 的成员，不定
期在国内外进行演出。自 2012 年起在汉诺威音乐、
戏剧与媒体学院担任大提琴授课导师。

导师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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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团队

Violine
小提琴

Prof. Maria Engelhof 
吕贝克国立音乐学院小提琴教授

Engelhof 教授曾就读于德国萨尔布吕肯音乐学院 , 师
从 Ulrike Dierick 教授 , 后赴英国伦敦市政厅音乐及
戏剧学院深造演奏家文凭 , 跟随 Yfrah Neaman 教授
学习。现担任吕贝克国立音乐学院小提琴演奏教授。
在青年时期已经在国际著名交响乐团中担任首席小
提琴家及室内乐知道。中年时期已经是国际音乐节 ,
电视广播音乐会的常客。同时还出版了自己的演奏
CD, 其学生遍布世界著名交响乐团 , 如 “Ensemble 
Intercontemporian” 和 “Arditti Quartett”。 

Prof. Ulrike Bals
罗斯托克国立音乐与戏剧学院小提琴教授

Bals 教授曾就读于吕贝克国立音乐学院，师从 Prof. 
Petru Munteanu， 后 考 入 罗 斯 托 克 国 立 音 乐 与 戏
剧学院并于 2001 年获得最高演奏家文凭。曾获首
届 Kloster Schöntal 国际小提琴比赛第三名。1995-
2002 年作为 CONVERTINO 室内乐团成员在欧洲各
地进行演出，2010-2011 年作为 Orfeo 33 乐团成员
参加德国和法国众多音乐艺术节的舞台。自 1997 年
担任罗斯托克国立音乐与戏剧学院授课教师 , 同时还
负责州立青年艺术家学院的教学课程。2012 年起兼
任汉堡音乐学院授课导师。

客座大师

www.akml.de



Musiktherorie
基础乐理

更多专业导师预览

Prof. Erasmus Zipfel
吕贝克国立音乐学院

早年在吕贝克国立音乐学院就读作
曲，音乐理论和钢琴专业。自 1978
年起担任吕贝克国立音乐学院的音乐
理论授课导师。

Gesang
声乐

Prof. Anke Eggers 
柏林艺术大学前声乐系系主任

早年在汉堡学习歌剧并在欧洲各地进
行演出，与著名指挥家卡拉扬，霍斯
特史坦 , 西诺波里和小泽征尔等均合
作演出。目前致力于国际间音乐教师
和学生的交流互动。

EMP
幼儿音乐教育

Elizabeth Pelz
吕贝克国立音乐学院音乐教育讲师

曾就读于特罗辛根国立音乐学院跟随
Elisabeth Gutjahr 教授学习音乐律动，
同时跟随 Husenbeth 教授学习木笛演
奏。目前致力于研究幼儿音乐教育。

Korrepetition
艺术指导

Henning Lucius
吕贝克国立音乐学院声歌系艺术指导

毕业于汉堡国立音乐与戏剧学院钢琴
专业，期间曾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
跟 随 György Sebok 教 授 和 Shigeo 
Neriki 教授进行深造。目前在德国多
所高校进行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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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导师信息请个别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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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öte
长笛

Gerhard Torlitz
前吕贝克音乐学校校长

毕业于长笛和竖笛专业，与诸多室内
乐团共同演出并在多国举办过独奏音
乐会。后从事音乐教学事业，已有超
过 30 年的授课经验。曾担任吕贝克
音乐学校校长。

Lilija Russanowa
吕贝克音乐学校萨克斯讲师

毕业于俄罗斯格涅辛音乐学院，师
从 Margarita Shaposhnikova 教 授，
常年受邀担任萨克斯国际专业比赛评
委，同时进行大师班授课。自 2010
年起任教于吕贝克音乐学校。

Saxophone
萨克斯

Klavier
钢琴

Prof. Delphine Lize
汉堡国立戏剧与音乐学院钢琴教授

先后毕业于巴黎国立高等音乐舞蹈学
院和汉堡国立戏剧与音乐学院，师从
俄罗斯钢琴大师 Grigory Gruzman。
目前任教于吕贝克和汉堡两地音乐院
校。

Oboen
双簧管

Johannes Brüggemann
吕贝克交响乐团双簧管首席

目前担任吕贝克国立音乐学院双簧管
及英国管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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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及入学流程 

1

2

完整填写的入学申请表 （电子申请表获取请发送邮件至 info@akml.de）

提交完整的申请材料并在申请截止日期前以发送邮件至 info@akml.de

 - 护照首页扫描件

 - 音乐大学或音乐学院的学习证明或毕业证书和成绩

 - 高中毕业证书或在读证明

 - 个人证件照片 1 张

 - 申请人演奏（演唱）的个人视频资料，需要包含三首不同风格的作品，

   每首作品时长 15 分钟以内

 - 根据申请需要，学生可能需补交其他材料

3

4

学校收到完整的申请材料后将发送申请确认邮件，由德方教授评定获得入学

资格的申请者将获得课程录取通知书，如在申请过程中对材料有任何疑问，

我们会跟您获取进一步的联系。

办理入学手续，缴纳课程注册费用，同时提交您的住宿申请。

德国办公室
电话：+49(0)451 2963 214
地址：Kanalstr. 42-50, 23552 LÜbeck

中国招生办公室
电话：0086-13918320523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泰晤士小镇 301 号

学院日历        申请截止日期            开学时间 

春季学期        上年 11 月 30 日      每年 4 月 - 6 月

冬季学期        当年 5 月 31 日        每年 10 月 - 12 月   

请扫描此二维码
了解更多学院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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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科学院奖学金

预科学院为成绩优秀的申请者和毕业生均提供奖学金 *，共分以下两类：

奖学金类别      资助条件                                                     金额                        名额           备注

优秀新生             

优秀毕业生

仅限新生入学前参
加 该 比 赛 并 获 得 名
次，入学后可领取奖
学金           

奖学金获得者在德国
国立音乐学院正式注
册后可领取奖学金

北德国际音乐公开赛暨中德青少年钢
琴比赛专业组获得名次 *                                                      

就读期间学习表现优异并成功考取德
国国立音乐学院

1000-3000 欧元

500-1000 欧元

不限

不限

* 所有奖学金的评定由吕贝克音乐预科学院进行，学院保留说明权利。
** 优秀新生奖学金评定依照北德国际音乐公开赛暨中德青少年钢琴比赛的比赛结果。



出版信息

德国吕贝克音乐预科学院
Akademie für Kunst und Musik Lübeck
 
Kanalstr. 42-50
23552 Lübeck 
电话 +49 0451 2963 214
邮箱 info@akml.de

宣传册内信息更新至 2020 年 05 月 18 日，德国吕贝克音乐学院保留内
容更改的权利，最新信息请随时咨询。 

合作单位与支持伙伴

North Germany 
Music Open Competition

联系我们

德国办公室
电话：+49(0)451 2963 214
地址：Kanalstr. 42-50, 23552 LÜbeck

中国招生办公室
电话：0086-13918320523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泰晤士小镇 301 号

www.akml.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