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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大開幕，
盛大開幕，齊聚全球知名樂器品牌
研討活動、
研討活動、現場音樂會傾情上演，
現場音樂會傾情上演，點燃靈感與熱情
令全球樂器行業翹首以盼的第 16 屆 Music China 中國(上海)國際樂器展
覽會將於本周隆重開幕，迎來 30 個國家及地區的 2,135 家知名樂器品牌
和供應商，展覽面積 125,000 平方米，規模為歷屆之最。
展會將於 10 月 11 至 14 日在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舉行。法蘭克福展覽
（上海）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張菁女士表示：「隨著 Music China 臨近開
幕，一眾樂器行業人士和音樂愛好者均蓄勢待發，以最佳的姿態迎接這個
年度盛會。今年我們很榮幸能再次為業界提供一個包羅萬有的平台；
2017 年展會除了規模空前，其全面性和質量亦再次提升。通過雲集行業
領袖、舉辦一系列研討活動和現場表演，本屆展會將繼續秉承理念，致力
促成商業貿易和扶植音樂文化，並提供無可比擬的音樂鑑賞和交流機
會。」
今年與展會規模一同擴充的包括國際展團部分，展會迎來 12 個海外及地
區展團，包括比利時、保加利亞、捷克、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荷
蘭、波蘭、西班牙、中國台灣和英國，匯聚領軍企業，展現精彩絕倫的樂
器新品和各地音樂文化。當中，波蘭及保加利亞展團首次亮相，觀眾可從
兩大展團中，了解兩地樂譜出版及小提琴製造的悠遠歷史和最新面貌。
除此之外，今年展會亦繼續迎來世界領先的樂器品牌和創新先鋒，包括：
英皇考級（ABRSM）、Alfred、BAM、百靈達（Behringer ）、BG、哈
曼（HARMAN ）、博蘭斯勒（Bluethner）、布菲（Buffet）、卡西歐
（Casio）、達達里奧（D'Addario）、EKO、ESP、Fazioli、Fender,
GEWA、星海（Hsinghai）、Ibanez、JBL、津寶（Jinbao）、河合
（Kawai）、KORG、LTD、Marshall、美得理（Medeli）、Miyazawa、
Muramatsu、Music Sales、 珠江鋼琴（Pearl River）、Petrof、 羅蘭
（Roland）、三益（Samick）、Sankyo、Sauter、Schimmel 、Schott
Music、Seiler、Selmer、斯坦格列（Steingraeber）、施坦威
（Steinway）、Tama、Taylor、Tombo、雅馬哈（Yamaha）等。
2017 Music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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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活動、
研討活動、現場音樂會傾情上演，
現場音樂會傾情上演，點燃靈感與熱情
今年與展會共同登場的包括一系列研討活動，聚集眾多重量級嘉賓、學者
及音樂家，傳授營商訣竅，為觀眾帶來靈感激蕩的音樂之旅。當中，
NAMM CMIA 行業論壇將圍繞「樂器在我身邊 – 論社區樂器演奏及音樂
教育普及」的主題展開討論，來自不同領域的行業專家，將會以全球視角
分享他們對音樂及文化普及的見解。主辦方亦將再度舉辦專為樂器經銷商
和代理商量身打造的「如何操作」
如何操作」經銷商培訓課程，探討包括「客戶關係
管理– 如何通過個性化溝通促進銷售增長」及「琴行及培訓機構進入中
小學的渠道與盈利模式」等重點課題。
2017 Music China 還有多場教育活動、大師課程和工作坊，匯集各個界
別的專業及音樂愛好者，助力觀眾深入學習音樂知識和文化。其中，
Music China 音樂課堂將邀請來自不同學術機構、行業協會、知名企業代
表，以及著名音樂人，就音樂教育、鋼琴教師的藝術素養及兒童音樂劇課
程的教學方法等課題，展開熱烈討論。
除此之外，提琴製作大師工坊將雲集多位國際知名制琴師，現場演示非凡
卓越的巧手工藝及業內知識。第八屆上海華樂國際論壇亦是展會焦點活動
之一，在現場舉辦二胡、笛子和古箏系列論壇，傳承中樂文化，並特設箜
篌文化活動區，展示古代箜篌珍品。
為推動創新技術及樂器新品，同場亦將舉辦技術交流與應用講座，邀請眾
多行業領軍人物，當中包括美國 MIDI 製作商協會主席湯姆．懷特先生，
他將分享對 MIDI 未來發展的見解。與此同時，首次推出的 Music Lab 音
樂實驗室將於室外展區登場，展示一系列創意音樂及聲音裝置，突顯樂器
與音樂創作的無限可能。
其他不容錯過的精彩活動包括 JZ Day 爵士名家系列活動，著名爵士音樂
家及學者將親身演繹出色的爵士樂演奏技巧。
另一個備受期待的亮點活動還包括星夢啟航（
星夢啟航（SchoolJam），2017 德國
校園樂隊比賽 SchoolJam 冠軍樂隊 Mikroschrei 將親臨現場，帶來激情演
出。此外，齊鼓樂（
齊鼓樂（Drum Circles）將聯同日藉鼓樂導師增永紅実女
士，帶領觀眾領略動感節拍，體驗鼓樂魅力。為了推動新世代的音樂教育
與文化，今年兒童音樂城堡將再次閃耀登場，讓孩子接觸並演奏各種不同
的樂器，感受音樂的無窮魅力。
除此之外，展會亦將帶來超過 1,000 多場室內和戶外的現場表演，涵蓋各
種音樂風格，包括搖滾、爵士、鄉謠、重金屬、流行、古典音樂等等。亮
點包括：
• 美國重金屬樂隊上帝的羔羊（Lamb of God）將帶來激情表演，該樂
隊的創作歌曲曾提名格萊美獎
• 史上最知名的鼓手之一 John Frederick Robinson 專場演示會
• 著名硬搖滾樂吉他手、目前在 The Dead Daisies 樂隊中演出的 Doug
Aldrich，將以 Baroni lab 代言人的身份展示其吉他演奏的超高技藝
• 曾獲拉丁格萊美獎、身兼意大利知名吉他手、製片人、藝術家和教育
家的馬西莫 · 瓦里尼（Massimo Varini）吉他現場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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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當代鼓手和作曲家 Jost Nickel 將演繹獨具一格的鼓樂魅力
曾獲日本「最優秀吉他手大獎」等獎項的田中彬博，將帶來吉他獨
奏，展示其高超天賦及歌曲中呈現的活力
• 爵士的即興天地: 黃任強三重奏與英國最美爵士人聲 Tiny May 帶來傾
情演繹
• 猴子軍團現場表演，該樂隊以新金屬為主要曲風，2016 年代表中國登
上亞洲最大規模搖滾音樂節 SUMMER SONIC 的舞台
• 中國指彈擊他演奏家、韓國 Crafter 吉他品牌代言人宋依凡將以指彈吉
他奏出中國風
2017 Music China 中國（上海）國際樂器展覽會詳情請瀏覽
http://www.musikmesse-china.com.cn 或發郵件至
music@hongkong.messefrankfurt.com。
其他 Musikmesse 品牌展會包括：
•
•

Musikmesse
2018 4 11

年 月 至 14 日，法蘭克福

NAMM Musikmesse Russia
2018 9 13 16

年 月 至 日，莫斯科
更多法蘭克福展覽 Musikmesse 旗下樂器行業品牌展會信息請瀏覽
www.musikmesse.com。
-完法蘭克福展覽有限公司簡介
法蘭克福展覽有限公司是全球最大的擁有自主展覽場地的展會主辦機構，其業務覆蓋展覽會、
會議及活動，在全球約 30 個地區聘用逾 2,300 名員工，每年營業額約 6.47 億歐元。集團與眾
多相關行業領域保持緊密聯繫，配合龐大的國際行銷網路，高效滿足客戶的全方位需求。多元
化的服務呈現在活動現場及網路管道的各個環節，確保遍布世界各地的客戶在策劃、組織及進
行活動時，能持續享受到高品質及靈活性；可提供的服務類型包括租用展覽場地、展會搭建、
市場推廣、人力安排以及餐飲供應。
公司總部位於德國法蘭克福市，由該市和黑森州政府分別控股 60%和 40%。有關公司進一步資
料，請瀏覽網頁：
www.messefrankfurt.com | www.congressfrankfurt.de | www.festhall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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