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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城市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北京市 北京市 中体之星体育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穆若恒 139-1026-6257 北京市大兴区芦花路 1 号中体之星运动生态城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中音阶梯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乔桦松 135-8184-4449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北京尊府 3 号楼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国际音乐中心 何兰卿 139-0195-2599 上海市复兴中路 1283 号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欣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张方圆 182-1707-1556 上海市杨浦区安波路 533 号 2 号楼 403

上海市 上海市 Muzika Academy 郑老师 173 0174 8757 上海市松江区涞坊路 1091 号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华骊音乐艺术中心 华骊教务老师 021-62162749 上海市静安区北京西路 1829 号新华书店二楼 华骊音乐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艺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潘湖斌 185-1615-5399 上海市静安区俞泾港路 6 号 3 楼声乐教室

重庆市 江北区 重庆江北优乐艺术培训学校 白   超 138-8355-1715 重庆市江北区江北城文星门街 7 号重庆科技馆 B 区 1 楼

重庆市 重庆市 重庆乐奇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张   黎 188-8325-8528 重庆市渝北区新牌坊中渝国宾城 11-12 幢裙楼二楼 231 号

江苏省 南京市 南京市浩扬乐器有限公司 胡   俊 139-5177-4717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所街 68 号

江苏省 苏州市 苏州荣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史   怡 180-1348-7208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太湖西路 47 号五龙桥公园西楼 

江苏省 昆山市 昆山美德艺术学校 王   维 150-6260-2246 江苏省昆山市长江北路 289 号

江苏省 昆山市 昆山城市青少年管弦乐团 杨   剑 186-6225-1888 江苏省昆山市前进西路 1850 号

江苏省 昆山市 昆山市经典琴行 1 店 王择儒 139-6269-9137 江苏省昆山市长江花园 21 栋 1 号门面

江苏省 昆山市 昆山市经典琴行 2 店 弋老师 159-6253-0070 江苏省昆山市前进路与虹祺路交叉口天地华城 21 号楼 C 座 304

江苏省 昆山市 昆山市弦指吉他 周    全 158-5038-1892 江苏省昆山市环城北路 124 号

江苏省 昆山市 昆山市海之音琴行 郭    洋 138-1293-4160 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环庆路 187 号

江苏省 昆山市 昆山市星光琴行 浦老师 0512-5768 0966 江苏省昆山市鹿城路九扬香郡西门 121 号

江苏省 昆山市 昆山市笙笙琴行 丁    典 131-8265-5752 江苏省昆山市白塘路东辉铂领社区 4 幢

江苏省 昆山市 昆山市乐声琴行 潘    成 138-0906-9383 江苏省昆山市柏阳路 18 号乐声琴行

江苏省 南通市 南通市星海琴行有限公司 汪祖洪 138-6296-9328 江苏省南通市人民中路 8 号

江苏省 海门市 南通市星海琴行有限公司 汪祖洪 138-6296-9328 江苏省南通市人民中路 8 号

江苏省 启东市 南通市星海琴行有限公司 汪祖洪 138-6296-9328 江苏省南通市人民中路 8 号

江苏省 如皋市 南通市星海琴行有限公司 汪祖洪 138-6296-9328 江苏省南通市人民中路 8 号

江苏省 如东县 南通市星海琴行有限公司 汪祖洪 138-6296-9328 江苏省南通市人民中路 8 号

江苏省 徐州市 徐州微微艺术中心 张   微 156-0522-9285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金山东路三胞国际广场 5 幢 122 号

江苏省 常熟市 常熟乐华音乐艺术中心 时雪华 186-6222-6333 江苏省常熟市泰山北路 98 号教育大厦 2 楼

江苏省 盐城市 常州未来星晨传媒有限公司 崔正祥 139-5287-3339 江苏省盐城市开放大道 268 号盐城金鼎装饰城 11 号楼 11301-11322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周永东 138-0578-2606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莫干山路 111 号

浙江省 杭州市 杭州市哈莫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崔丽晓 133-0652-6917 浙江省杭州余杭区荆长大道西溪金座 A932 室

地区 城市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江西省 萍乡市 萍乡市安源区朗朗琴行 施东萍 139-0799-0411 江西省萍乡市跃进北路 210 号

江西省 吉安市 新中缘琴行 郭   平 150-7961-9278 江西省吉安市韶山东路望江村 18-20 号

福建省 福州市 福州弘音乐器有限公司 石老师 0591-88524185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湖滨路城边曹 28 号 A6 店

福建省 莆田市 福州弘音乐器有限公司 石老师 0591-88524185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湖滨路城边曹 28 号 A6 店

福建省 泉州市 福州弘音乐器有限公司 石老师 0591-88524185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湖滨路城边曹 28 号 A6 店

福建省 泉州市 厦门艺阳天教育培训学校 吴老师 1803-0138-192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观音山塔埔西里 286 号 3 楼

福建省 厦门市 厦门艺阳天教育培训学校 刘老师 1328-5978-725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观音山塔埔西里 286 号 3 楼

福建省 漳州市 厦门艺阳天教育培训学校 黄老师 1359-9916-532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观音山塔埔西里 286 号 3 楼

福建省 厦门市 厦门创视纪数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何智超 136-6608-8919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长岸路 482 号五洲汇跨境文创园

福建省 漳州市 龙海市夏歌琴行有限公司 李世奇 180-5075-9559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市建发美一城商场三楼

福建省 三明市 永安市宏艺琴行 雷龙才 130-1568-6441 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山边街

福建省 龙岩市 新罗区天音琴行 曾碧荣 181-5982-9888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东城和平路 15 号

安徽省 合肥市 合肥市乐海琴行有限公司 宫  玲 138-6679-0881 安徽省合肥市寿春路 88 号

安徽省 芜湖市 芜湖市惠罗乐器社 宋绿华 138-5532-8568 安徽省芜湖市北京西路 13-10 号

安徽省 黄山市 黄山市八音琴行有限公司 刘晓刚 180-7522-4448 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阜上路 70 号

安徽省 铜陵市 铜陵市阳光艺术学校 江培林 136-0562-2555 安徽省铜陵市官山区淮河大道中段 692 号

湖南省 长沙市 长沙圣马钛孩子艺术成长中心 刘跃军 139-7497-0067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江中路 18 号与五一交叉口江岸丽都大厦 2 楼

湖南省 株洲市 长沙圣马钛孩子艺术成长中心 刘跃军 139-7497-0067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江中路 18 号与五一交叉口江岸丽都大厦 2 楼

湖南省 湘潭市 长沙圣马钛孩子艺术成长中心 刘跃军 139-7497-0067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江中路 18 号与五一交叉口江岸丽都大厦 2 楼

湖南省 岳阳市 长沙圣马钛孩子艺术成长中心 刘跃军 139-7497-0067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江中路 18 号与五一交叉口江岸丽都大厦 2 楼

湖南省 益阳市 长沙圣马钛孩子艺术成长中心 刘跃军 139-7497-0067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江中路 18 号与五一交叉口江岸丽都大厦 2 楼

湖南省 衡阳市 长沙圣马钛孩子艺术成长中心 刘跃军 139-7497-0067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江中路 18 号与五一交叉口江岸丽都大厦 2 楼

湖南省 郴州市 长沙圣马钛孩子艺术成长中心 刘跃军 139-7497-0067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江中路 18 号与五一交叉口江岸丽都大厦 2 楼

湖北省 武汉市 校宝宝（武汉）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刘   齐 135-4504-7117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区光谷大道激光工程设计总部研发楼

湖北省 黄石市 黄石雅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张佳怡 186-7148-0656 湖北省黄石市南京西路大上海广场 14-109

湖北省 黄冈市 罗田县浪雨琴行 晏水梅 186-7133-6732 湖北省黄冈市罗田县凤山镇城东

湖北省 鄂州市 鄂州市吴都古肆鹤鸣琴行 张田单 138-8632-0806 湖北省鄂州市吴都古肆 9-11 号

湖北省 恩施市 恩施市星音达艺术中心 杨   凡 134-7789-6086 湖北省恩施州 恩施市金凤苑小区 1 栋 301 室

河南省 郑州市 河南正伦珠江琴行有限公司 申正伦 137-0371-4800 河南省郑州市杜岭街西里路交叉口

河南省 洛阳市 洛阳市尚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余家亮 132-3394-8888 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区中州中路 72 号天心文化产业园和坊文化街 26-28 号

河南省 郑州市 河南省流行音乐协会 席文太 139-0381-7734 郑州市金水区丰产路 42 号爱乐大厦

河南省 许昌市 许昌市民族管弦乐协会
田汝生 
王根灿

139-3745-9758 
130-0767-9573

许昌市健康路学校院内二零七房

河南省 郑州市 河南世韵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闫玲玲 133-3383-4777 郑州市中原区凯旋门一楼大厅

河南省 郑州市
河南东师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蓝天艺术中心）
钱聪聪 138-3800-3833 郑州市金水区八号院：商城路七号院

河南省 安阳市 安阳市宏声琴行有限公司 张国庆 137-0372-9222 安阳市人民大道与东工路交叉口

河南省 焦作市 焦作市金声琴行有限公司 郭大江 138038918156 焦作市山阳区塔南路峰华花园门面 8 号

河南省 孟州市 孟州市德艺小提琴音乐教育 王少敏 182-3912-2228 清风路与大定路交叉口

河南省 平顶山市 平顶山市宝贝共和乐教中心 韩小刚 137-0088-6488 平顶山市新城区长安大道和公正路交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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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 石家庄市 秦川文体乐器有限公司 王   涵 180-3288-8863 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建设北大街 38 号

山东省 济南市 山东中外舞蹈交流协会 栾   奕 156-6268-8989 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 15078 号燕山公馆 1-1-101

山东省 泰安市 山东中外舞蹈交流协会 王老师 1866-3711-776 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 15078 号燕山公馆 1-1-101

山东省 济宁市 山东中外舞蹈交流协会 王老师 1866-3711-776 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 15078 号燕山公馆 1-1-101

山东省 淄博市 山东中外舞蹈交流协会 王老师 1866-3711-776 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 15078 号燕山公馆 1-1-101

山东省 聊城市 山东中外舞蹈交流协会 王老师 1866-3711-776 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 15078 号燕山公馆 1-1-101

山东省 威海市 威海市琴海提琴行 李   蓓 138-6316-1310 山东省威海市青岛街 9 号 204

山东省 潍坊市 潍坊爱乐天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张文慧 186-5366-0818 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潍州路 1589 号 1 号楼 156

山东省 临沂市 临沂市孟鑫小提琴学校 孟   鑫 186-6990-9129 山东省临沂市南山区第一实验学校北 50 米

山东省 日照市 日照市柯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牟梓裕 150-0633-8965 日照市东港区烟台路 108 号 广电大厦对面

山东省 青岛市 青岛市嘉乐乐器有限公司 吕红梅 186-6195-1288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福州北路 169-2 嘉乐琴行

山东省 淄博市 淄博市日月欣琴行 张   鹤 158-5332-1286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吉祥广场中段 E1E2 号

山东省 烟台市 烟台炳然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尹炳然 186-5354-2629 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开发区金城社区 44B

山东省 滨州市 滨州市小荷春天舞蹈艺术中心 高  昱 186-5436-5759
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黄河八路新力河东路祥泰新河湾社区南门向西第二排小荷春天舞

蹈艺术中心

山西省 太原市 山西七侓音府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张俊平 151-1035-1666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南内环西街金苹果大厦 1 层七律音符钢琴教育中心

山西省 孝义市 孝义市明星艺术服务有限公司 白少明 182-3585-6706 山西省孝义市大众路城市之光一号楼明星艺术传播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星乐艺术文化有限公司 高老师 135-8050-3432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海文路 8 号裕东大厦 2408 室

广东省 佛山市 广州星乐艺术文化有限公司 高老师 135-8050-3432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海文路 8 号裕东大厦 2408 室

广东省 东莞市 东莞市贝达艺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曾发展 189-2823-9695 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第一国际百安中心百安居二楼

广东省 韶关市 东莞市贝达艺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曾发展 189-2823-9695 东莞市南城区第一国际百安中心百安居二楼

广东省 阳江市 东莞市贝达艺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曾发展 189-2823-9695 东莞市南城区第一国际百安中心百安居二楼

广东省 湛江市 东莞市贝达艺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曾发展 189-2823-9695 东莞市南城区第一国际百安中心百安居二楼

广东省 茂名市 东莞市贝达艺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曾发展 189-2823-9695 东莞市南城区第一国际百安中心百安居二楼

广东省 中山市 中山市元音琴行有限公司 关   健 0760-8885-7988 广东省中山市石岐区孙文西路 33 号 1-4 卡

广东省 揭阳市 揭阳市艺缘艺术培训中心 王映茂 189-3383-3121 广东省揭阳市揭东区城西瑞晖园向西铺面艺缘艺术教育

深圳市 华南地区 威斯登音乐机构 林嘉澍 13823544487 深圳市福田保税区桃花路 6 号腾飞工业大厦 A 栋 7 层 AB 区 703 室

深圳市 罗湖区 田园艺术教育中心 唐 颂 25485070 深圳市罗湖区立新路立新花园 1 栋一楼

深圳市 南山区 玛斯特音乐艺术机构 张一弓 88228500 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体育中心首层 L161

地区 城市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深圳市 特邀选拔 深圳骄阳国际艺术培训中心 陈思颖 18938979088 深圳市福田区福荣路金海湾花园会所三楼

深圳市 福田区 雅乐琴行 闫嘉颖
83324140 / 
13603056105

深圳市福田区国企大厦乐器城二楼 2001 号

深圳市 福田区 芙浪特音乐艺术机构 陈 挚 0755-82079059 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 5015 号中银大厦 A 座 21 楼 CB-01

深圳市 龙华区 梨园琴行 饶 琴
86171855 / 
18126102608

深圳市龙岗中心城清林路 18 号朝阳里商铺

深圳市 福田、龙岗 深圳市礼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郭仕鹏 15017902009 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福田口岸商业广场 110-17

深圳市 特邀选拔 深圳市星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廖 媛 13556881155 福田区华强北路赛格科技园 9 楼《华强北街道文化站》

深圳市 罗湖区 深圳市缤纷艺术有限公司 陈永红
25883622 / 
13312933183

深圳市罗湖区洪湖路碧湖花园裙楼二楼

深圳市 盐田区 深圳市正声雅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段梦城 15096064875 深圳市罗湖区东门北路 1050 号海洋大厦 313

深圳市 龙华区 深圳市馨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彭志锋 15013554558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油松社区水平新围村万承滔创业园 A04 号

深圳市 龙华区 深圳市鼎承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张 铭 18898762076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梅观高速公路西侧碧水龙庭 2 栋 230-242

深圳市 特邀选拔 深圳市天曲音乐工作室 颜博天 13802251812

深圳市 南山区 深圳市弘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王 侃 15889506749 深圳市南山区玉泉路麒麟花园金麒麟 H 栋 1501 室

深圳市 特邀选拔 深圳市塔兰特国际艺术教育 于孔刚 18026992081 深圳市南山区阳光带海滨城二期会所二层

深圳市 龙岗区 深圳市川武星钢琴培训有限公司 梁小玲 15013580161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龙翔大道龙岗文化中心 8308 号一楼

深圳市 宝安区 深圳市闻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程 凯 15296597450

深圳市 南山区 深圳市和音润乐艺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王珍丽 13651450505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广西省 南宁市 广西九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韦宇明 182-7717-5908 南宁市青秀区青山路 15-1 号农贸大楼 2 楼

广西省 北海市 广西九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韦宇明 182-7717-5908 南宁市青秀区青山路 15-1 号农贸大楼 2 楼

广西省 玉林市 广西九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韦宇明 182-7717-5908 南宁市青秀区青山路 15-1 号农贸大楼 2 楼

广西省 钦州市 广西九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韦宇明 182-7717-5908 南宁市青秀区青山路 15-1 号农贸大楼 2 楼

广西省 柳州市 广西九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韦宇明 182-7717-5908 南宁市青秀区青山路 15-1 号农贸大楼 2 楼

广西省 防城港市 广西九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韦宇明 182-7717-5908 南宁市青秀区青山路 15-1 号农贸大楼 2 楼

广西省 桂林市 广西君合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 靳北燕 139-7738-6892 桂林市七星区施家园路 26 号（七星区文化馆内）

广西省 河池市 宜州市福莱哆乐器城 高老师 177-0403-0277 广西宜州市新公安局门面 12 号福莱哆乐器城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昊韵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杨   亮 153-6808-5624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董家湾昆锅楼 4 楼

云南省 昆明艾孚曼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曹晶心 185-8719-4136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永平路 14 号 12 幢 1 单元 306 号

贵州省 贵阳市 贵州维艾维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王基同 0851-86889343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花果园大街贵阳国际中心 1 号 35 楼

四川省 成都市 川音大地综艺音乐进修学校 莫老师 186-8330-3665 四川省成都市新生路 6 号附 103 号

四川省 成都市 东郊校区 沈德强 139-8083-5654 四川省成都市建设南路东郊记忆东大门北街主楼三楼（3 号电梯）

四川省 成都市 玉林校区 青容 138-8198-5988 四川省成都市芳草街新能巷 2 号，新康家园 2 单元 604（王府花园对面）

四川省 成都市 五福桥校区 汤老师 134-0868-5636 四川省成都市龙湖北城天街二期步行街，3 栋 1 单元 0212 号（建设银行旁）

四川省 成都市 光华校区 张菊 151-0844-1988 四川省成都市光华村街家园路大地锦苑二幛二单元 202

四川省 成都市 育才校区 丁娟 158-8218-7237 四川省成都市晨辉北路锦江区晨辉二路 13 号

四川省 成都市 西门校区
刘楠 

方老师
189-8176-7052 
189-8172-5123

四川省成都市一环路西三段 200 号城西公寓门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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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 成都市 万科校区
郭老师 

苏老师

136-9900-0026 

133-0808-0656
四川省成都市万科城市花园

四川省 成都市 夹江爱音校区（乐山） 莫老师 186-8330-3665 四川省乐山市夹江县步行街邓沟路 33 号

四川省 成都市 中海校区 肖老师 189-8079-4099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西区中海国际社区橙郡二期土龙路 156 号（川音大地音乐学校）

四川省 成都市 莲桂校区 常静 186-2805-1637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莲桂南路 68 号（金河茶楼内）

四川省 成都市 龙城校区 郭老师 136-9900-0026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龙城 1 号商业广场 3F

四川省 成都市 眉山校区 莫老师 186-8330-3665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三苏大道 207 号眉山新尚广场 4F-402

四川省 成都市 华侨城校区 沈德强 139-8083-5654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华侨城创想中心 B 座

四川省 成都市 蓝光校区 沈德强 139-8083-5654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蓝光 coco 时代耍街 8 栋 2 楼

四川省 成都市 锦蓉校区 沈德强 139-8083-5654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百日红中路 490 号

四川省 成都市 天华校区 沈德强 139-8083-5655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与南华路交汇处

四川省 眉山市 摩音音乐艺术培训中心 何   惧 130-3661-6816 四川省眉山市府街 67 号摩音琴行

陕西省 西安市 西安第九乐章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安   梅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长安中路 108 号西安音乐学院音乐文化大厦门面房 4Q2 房

甘肃省 兰州市 甘肃中天亿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马春娟 136-0936-2100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南河路 2958 号广电家园

宁夏 银川市 银川市博悦琴行 蒋   鑫 152-0952-3766 宁夏银川市石嘴山市惠农区惠农大街 700 号

新疆 乌鲁木齐市 新疆银河星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韩玉君 139-9925-8266 新疆乌鲁木齐市友好北路昊泰 B 座 806 室

内蒙古 包头市 内蒙古妤冰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石洪涛 151-7496-8999 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民族东路凯旋银河线 2A17 层 1723 室

内蒙古 鄂尔多斯市 达拉特旗跃动艺术培训中心 李   杨 188-4799-7574 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树林召大街三五部队东五十米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黑龙江乐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王晨曦 186-8678-4517 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 209 号

吉林省 长春市 朝阳区卓乐琴行 钟予笛 135-7886-7885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桂林街道自由达到与自由北胡同交汇，如一坊豆捞旁

吉林省 延吉市 千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李平湖 1300-9019-006 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区盘古路澳洲城 6 栋 3 单 2511 室

吉林省 四平市 千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李平湖 1300-9019-006 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区盘古路澳洲城 6 栋 3 单 2511 室

吉林省 通化市 千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李平湖 1300-9019-006 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区盘古路澳洲城 6 栋 3 单 2511 室

吉林省 图们市 千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李平湖 1300-9019-006 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区盘古路澳洲城 6 栋 3 单 2511 室

吉林省 珲春市 千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李平湖 1300-9019-006 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区盘古路澳洲城 6 栋 3 单 2511 室

吉林省 白山市 千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李平湖 1300-9019-006 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区盘古路澳洲城 6 栋 3 单 2511 室

吉林省 松原市 千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李平湖 1300-9019-006 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区盘古路澳洲城 6 栋 3 单 2511 室

吉林省 辽源市 千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李平湖 1300-9019-006 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区盘古路澳洲城 6 栋 3 单 2511 室

吉林省 榆树市 千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李平湖 1300-9019-006 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区盘古路澳洲城 6 栋 3 单 2511 室

辽宁省 沈阳市 沈阳市朗爱音乐艺术中心 王   蕊 188-4259-5924 辽宁省沈阳市东北大马路 100-6 号 9 门

辽宁省 沈阳市 沈阳市艺都乐器城有限公司 吴榕新 186-2405-6788 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 31 号

辽宁省 大连市 海之星音乐学校 牟春鹏 159-0496-0373 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沈阳路 201 号

海南省 海口市 海南省管弦乐学会 李志楠 187-8998-7188 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文坛路 2 号海南福音艺术中心



香港賽事諮詢處 (音樂節總辦事處)
艺韵管弦乐协会
地　址：香港新界葵涌工业街10-14号华发工业大厦10楼8室
联系人：林德熙
电　话：+852 2117 1726    电　邮：hkimf@hkmusic.hk

中國賽事諮詢處
昆山美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地　址：江苏省昆山市长江北路289号
联系人：程智
电　话：+86 512 5500 0878    电　邮：2302096500@qq.com

香港賽事諮詢處(民樂)
新声音乐协会
地　址：屯门乡事会路雅都商场2楼1至2号铺
电　话：+852 2404 2797    电　邮：chinese@hkmusic.hk

華南地區暨澳門特別行政區賽事諮詢處
深圳市威斯登音乐机构有限公司
地　址：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路2039号乐扬枫景大厦三楼
联系人：林嘉澍
电　话：+86 138 235 44487    电　邮：westernlam@163.com

韓國賽事諮詢處
VidaM Entertainment co.,LTD
地　址：B1 #1481-11 SeoChoGu SeoCho3Dong, Seoul Korea
联系人：Kim Moon-Kyum. Choi Seung-Man
电　话：+82 70 7163 2200    电　邮：mkim@vidammusic.com

葡萄牙賽事諮詢處
AMEP association music hope portugal
地　址：Rua Fonte da Moura 122, 4100-250, Porto, Portugal
联系人：Carolin Dominguez
电　邮：ram_dom@sapo.pt

台北賽事諮詢處
经典提琴有限公司 Classic Violins Ltd.
地　址：台北市大安区罗斯福路二段75号3楼
联系人：吴淑娟
电　话：+886 2 2368 2010     电　邮：lien47violins@gmail.com
传　真：+886 2 2368 1113

台中/台南賽事諮詢處
翔韵音乐艺术中心
地　址：台中市太平区东平路558号
联系人：杨雅婷
电　话 ：+886 4 2277 3147    电　邮：xaingyun@yahoo.com

土耳其賽事諮詢處
Gobelezler Muzik Evi Ve Muzik Aletleri Ltd.Sti
地　址： NEŞET ÖMER SOK. KADIKÖY İŞ MRK. CAFERAĞA MAH.  

KADIKÖY İSTANBUL
联系人： Selin Gobelez
电　话： +90 539 255 3401    电　邮：selin.gobelez@yahoo.fr

澳洲賽事諮詢處
Karlyang Music Education Centre
地　址：119 Boundary Street, ( via Moore St. ) Roseville NSW 2069
联系人：Karl Yang
电　话：+61 0421 531 613 电　邮：karl@karlyang.com.au

泰國賽事諮詢處
G.M.I. Music
地　址： The horizo    n Building 2nd floor Room no.8250,  

8 Sukumvit 63 Prakanongnua, Wattana,Bangkok
联系人： 刘雅丽
电　话： +66 870765588    电　邮：gmiviolinshop@gmail.com

馬來西亞賽事諮詢處
The Performers Platform
地　址： 5, Jalan Sungai Congkak 32/50B, Bukit Rimau, Section 32,
 40460 Shah Alam, Selangor, Malaysia.
联系人： Mr. Chew Yew Chee
电　话： +6012-325 8368    电　邮：ycchew@hkmusic.hk

Grand Forks, University of N. Dakota - Dept of Music
地　址：Rm 110, 3350 Campus Road, Shop 7125, ND 58202, USA
联系人：Dr. Alejandro Drago
电　话：+1 701 741 1124    电　邮：alejandro.drago@und.edu

美國華盛頓及東部地區諮詢處
Chinese Music Society of Greater Washington - Nova Arts Center
地　址：100 Park Ave., Suite 8, Nova Arts Center, Rockville,  

Maryland, 20850, USA
联系人：Duke Tang
电　话：+1 301 906 6682    电　邮：duketang1@yahoo.com

美國賽事諮詢處
Star San Diego International, Inc.
地　址： 310 S Twin Oaks Vly Rd. #107-327, San Marcos, CA 92078, 

U.S.A
联系人： Michelle T. Liu
电　话： +1 760 215 0518    电　邮：hkmusic@starsdus.com 
网　址： www.starsdus.com

西班牙賽事諮詢處
FIM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Musique Esperance
地　址：C/Cantabria n°3-1°-2a 08020 Barcelona,     SPAIN
联系人：Silvia Fernanandey
电　邮：musicaesperanzabcn@gmail.com

法國賽事諮詢處
FIM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Musique Esperance
地　址：172, rue du Temple75003 Paris, France
联系人：Anne Fichelle
电　邮：mus.esp-paris@orange.fr

德國賽事諮詢處
Germany Regional Office
地　址：Eichenplatz 10, D-65597 Huenfelden, Germany
联系人：Ms. Susanna Fan-Ebener
电　话：+49 17672904868
电　邮：fanebener@gmail.com

印尼賽事諮詢處
Yayasan Musik Jakarta
地　址：Jl. Letnan Sutopo Kav. IIIA, No.10, BSD City,  

Tangerang Selatan, Banten, Indonisia
联系人：Dr. Kuei Pin Yeo
电　话：+62 21 538 9150 
电　邮：info@yayasanmusikjakarta.org

越南賽事諮詢處
Polaris Art & Music School
地　址： Tang 3, 30 Mai Hac De, Quan Hai Ba Trung, 
 Thanh Pho Ha Noi, Vietnam. 
代表人： Nguyen Le Thuyen Ha (Art Director)
电　话： +84 0984 687 687    
电　邮： polaris.cskh@gmail.com

汶萊賽事諮詢處
Expression Music
地　址： B15-16, Bgn. Lim Eng Ming, Spg. 88, Kiulap Bandar Seri 

Begawan, BE1518
電　話： +673 2232 600
電　郵： contact@expressionmusi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