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个人简介  
 
艾伦·米尔斯博士作为客座教授，现在任教于四川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文化艺术教育中心，为期

一年。其主要职责除担任成都电子科技大学交响乐团指挥外，还担任西方古典音乐及爵士乐历

史等课程的任教老师。结束在成都电子科技大学任期后，米尔斯教授将返回自己的家乡--美国
科罗拉多州。在家乡，米尔斯教授任职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普爱布罗分校，是该校的音乐

副教授，并担任该校不同乐队的指挥，主要职责为指挥该校的管乐团，行进乐队，担任音乐师

范专业学生的授课工作，并担任“指挥应用学”的任课教授。在此之前，米尔斯教授曾经任职

于美国德克萨斯州 A & M商业大学，除以助理指挥的身份担任该校交响管乐团，大学乐队及行
进乐队的指挥工作外，还担任音乐教育学，音乐技巧，指挥应用学以及爵士乐历史等课程的授

课工作。 
 
米尔斯教授曾经就读于美国明尼苏达莫里斯大学，专业为小号，钢琴及乐器音乐教育，并获学

士学位；此后米尔斯博士又到美国科罗拉多大学音乐教育专业进修，获音乐教育硕士学位，继

而在亚利桑那大学吹奏乐指挥专业及指挥应用专业进修，获硕士学位，最后在佛罗里达大学指

挥应用专业进修，获音乐教育专业哲学博士学位。 
 
米尔斯教授曾经多次在美国音乐教育大会上做有关音乐教育的专题讲座，并多次在美国《乐队

研究期刊》发表学术文章，有些文章已被美国广泛使用的教科书《通过演奏教授音乐》选用。

2013年，在位于美国格林斯布罗的北卡罗莱纳大学下属的詹姆斯·克罗夫特学院举办的“全美
大学乐队指挥协会”大会上，米尔斯博士应邀做了专题报告。 
 
除了在科罗拉多州积极参加定期的乐队活动外，米尔斯博士还以指挥的身份到访过美国很多的

州县，参加不同的音乐活动，其中就包括在加拿大和北达科他州举办的国际音乐夏令营等活动

。米尔斯博士还曾以客座指挥的身份指挥过美国空军学院管乐队，并多次指挥过著名作曲家如

安德鲁·博耶森，约翰·德·梅耶，安东尼·奥图勒的作品。 
 
除了在美国的工作外，米尔斯博士自 2004年起就定期前往亚洲国家和地区进行学者访问，分
别于 2017年，2015年及 2014年访问新加坡，并参加了在那里举办的音乐活动的评委及指挥工
作，在新加坡期间还曾以客座指挥的身份应邀到马来西亚巡访。2017年 1月份，作为客座指挥
，米尔斯博士应邀到台湾为不同的乐队进行排练。 
 
在中国，米尔斯博士曾经为不同地区的乐队进行过多达百余次的排练活动，并先后在北京（次

数最多），深圳及成都不同的学校指导过指挥大师班，此外，还在北京中山音乐堂，包头市大

剧院举行的专场音乐会中应邀担任指挥，还以曾经客座指挥的身份与北京管乐团进行过合作。 
 
在应邀到成都电子科技大学任教之前，米尔斯博士还曾应邀在位于中国银川的宁夏大学、位于

中国成都的四川音乐学院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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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履历  
 

艾伦·米尔斯  
管乐队指挥  

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普埃布罗分校音乐副教授
 

 

学历  
2010年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  
专业：音乐教育 
            吹奏乐指挥 
 
2003年 亚利桑那大学，获音乐硕士学位  
专业：  吹奏乐指挥 
 
1999年 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德分校，  获音乐教育硕士学位  
专业：音乐教育 
副科：爵士钢琴乐应用研究 
 
1992年  明尼苏达大学莫里斯分校，  获文学学士学位，并获 K-12音乐教育证书  
 专业：钢琴演奏 
              小号演奏 
 

指挥履历  
2005年 12月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三州联合音乐节” 
  
• 参加管乐节活动及指挥工作室活动，由詹姆斯·克罗夫特、尤因·科尔波荣、萨拉·麦考恩、马
克·斯佩德指导 授课 
 
2004年 12月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三州联合音乐节” 
  
• 参加管乐节活动及指挥工作室活动，由凯文·悉达多尔、戴尔·劳尼斯、迈 克尔·海斯科克、安

娜·波特指导 授课   
 
2003年 12月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三州联合音乐节” 
  
• 参加管乐节活动及指挥工作室活动，由杰里·君肯、理查德·斯特兰奇、罗伯特·汉斯布鲁、
W·哈里·克拉克指导 授课   
  
2002年 7月  管乐队教育及指挥艺术专题讨论会  
  
• 经选拔以指挥身份参加该活动；与会期间，参加了由明尼苏达大学克莱格·科克霍夫、杰瑞·鲁克哈
特、蒂莫西·戴穆主办的长达一周的指挥工作室高强度的 培训，由西北大学的巴德·拜尔、作曲家迈克

尔·康尔格拉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嘉里·希尔、佛罗里达州梅尔本市的约瑟夫·克雷尼斯，作曲家利



艾伦·米尔斯 Alan W. Mills  3 
 

比·拉尔森、密之根大学大学的玛丽安·普拉格、英国曼彻斯特北方皇家音乐学院的蒂莫西·雷尼施指导授

课  
 
1999年 7月  全美大学乐队指挥协会指挥艺术专题讨论会  
  
• 经选拔以指挥身份参加该活动；与会期间，参加了由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艾伦·麦克莫雷及德克萨斯
大学奥斯丁分校客座指挥杰瑞·君肯主办的长达一周的指挥工作室高强度的 培训 
 
1998年 7月  全美大学乐队指挥协会指挥艺术专题讨论会  
  
•经选拔以指挥身份参加该活动；与会期间，参加了由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艾伦·麦克莫雷及南加州大学
的作曲家兼客座指挥弗兰克·迪切里主办的长达一周的指挥工作室高强度的培训  
 
其它国际教育体验  
 
1992年 7月至 1993年 7月  
 
以学生身份参加“与民同在”亲民活动 ，该活动共有 150名来自不同国度的成员参加，在一年的时间
里巡游了美国及欧洲的 65个城市，感受了不同的文化，获得了大量的国际体验及经历。 
在活动中担任键盘手，小号手，独唱，并担任音乐编制工作 
 
 

任教履历  
 
2008年至今  
 
科罗拉多大学普埃布罗分校乐队指挥  
  
 

2016年 9月至 2017年 7月  
中国四川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文化艺术教育中心  
音乐助理教授  ，任期一年  
  

• 主要职责: 
• 大学交响乐团客座指挥 
• 指挥专业课任课教师 
• 西方古典音乐历史及欣赏任课教师 
• 爵士乐历史与传统任课教师 

2013年 4月 
    • 升职为助理教授 
    • 2012年 4月获终身教师职位 
    • 主要职责: 
 • 吹奏乐团指挥 
 •成立大学管乐团（大学第二支室内管乐团） 

• 乐器指挥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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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教育应用高级方法任课教师 
•成立行进乐队 
• 成立初级乐队 
• 音乐表演艺术专题讲座 
• 学生教师监理 
• 音乐教育专业学生指导教师 

    • 其它职责 
 • 制定校外招生（音乐教育专业）计划 
 • 执行“冬季卫士”活动计划 
 • 执行“冬季大鼓”活动计划 
    • 职业活动: 

•招生 
• 大学教师理事会成员 
•大学教师理事会年度表演艺术评委成员 
• 大学教师修正委员会成员 
• 大学预算委员会成员 
• 2009年创办科罗拉多大学普埃布罗分校管乐节及高中荣誉乐队音乐节  

 
2006年 8月至 2008年 7月  
德克萨斯 A & M 商业大学乐队助理指挥 A  
    • 主要职责: 
 •交响管乐团指挥 

• 行进乐队指挥 
• 指挥专业课教师 
• 为准教师开办的乐队历史及乐队组建课教师  
• 爵士乐历史 
• 室内管乐团客座指挥 
• 为准教师开办的音乐技巧课程执行人  

 • 大学乐队执行人 
• 其它职责： 
 • 音乐夏令营总监 
             • 初、高中音乐夏令营负责人，高中行进乐队领导人夏令营负责人，鼓乐夏令营负责人，全美高    
                中合唱夏令营负责人 

   
    • 职业服务活动: 

• 科罗拉多大学普埃布罗分校年度指挥专题学术会联合举办人 
•科罗拉多大学普埃布罗分校高中荣誉乐队年度音乐节联合举办人   

 
2003年 5月至 2006年 6月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毕业生助理教师   
    • 获全额奖学金  
    • 担任吹奏交响乐团、室内管乐团、交响管乐团指挥  
    • 协调组织有 450名成员参加的行进表演活动 
    • 行进乐队音乐编制，培训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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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 8月至 2003年 5月   
亚利桑那大学毕业生助理教师   
    •获全额奖学金   
    •担任吹奏交响乐团及校园乐队指挥 
    • 亚利桑那州高中行进乐队音乐节组委会成员 
    • 协调组织行进乐队及初级乐队活动 
 
2000年 8月至 2001年 5月  
怀俄明州埃文斯顿市乌衣纳县立中学 9至 12年级学生音乐教师   
    • 职责: 
          • 负责该校吹奏乐团，交响管乐团，打击乐组合，爵士乐组合，行进乐队的日常管理工作及活动   
             安排  
 
1995年 9月 2000年 6月，  
科罗拉多州艾德候温泉市克莱尔·克里克高中 7至 12年级音乐教师   
    • 高中部职责: 
          •负责该校吹奏乐团，交响管乐团， 行进乐队的日常管理工作及活动   
             安排，担任独立音乐学习课程的任课教师  
    • 初中部主要职责: 
          • 负责管理 7至 8年级的乐队，2各爵士乐组合，行进乐队及初级乐队的日常活动  
    •小学部主要职责: 
          •担任 5至 6年级音乐课授课教师 
 
 

应邀出席的音乐活动精选  
 
2017.2 新加坡 
              应新加坡艺术协会“管乐世界”及吹奏乐器、打击乐器经销商的邀请，在 10余天里，为新加坡  
              不同学校的管乐队及一些专业管乐队进行了数次排练  
2017.2 台湾台北 
   应邀在 3天的时间里对当地不同小学，大学的管乐队进行了数次专业排练  
 
            中国包头 
               应包头市少年宫的邀请，对包头少年宫纳米亚管乐团进行了为期三天的排练和指导，并于 1月 
              14日与包头市少年宫纳米亚管乐团合作，在包头市大剧院成功举办“迎新春”专场音乐会 B  
 
2016.12 深圳 
              应深圳市相关单位邀请，为当地不同学校管乐团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数次排练  
     
2016.12 深圳 
              应邀在深圳对当地学校乐队进行了为期 3天的高强度排练  
 
2016.11 深圳 
              应邀在深圳为当地学校乐队进行了为期 10天的专业排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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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 应四川音乐学院邀请，在该校举办了为期 3 天的大师班工作室，大师班进行指挥及排练技巧指
导 

 
2016.7 捷克共和国 
              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为捷克共和国中央陆军管乐团参加世界管乐大会进行排练及指导  
 
2016.4 美国科罗拉多 
              科罗拉多全州管乐指挥管乐团客座指挥  
 
2016.1  科罗拉多周达美市荣誉乐队音乐节客座指挥  
 
2016.1  科罗拉多爱国者高中荣誉乐队客座指挥  
 
2016.1 俄克拉哈马中部指挥协会高中荣誉乐队客座指挥  
 
2015.12  中国四川成都电子科技大学交响乐团客座指挥  
 
2015.12 马来西亚吉隆坡南洋高等学院乐队客座指挥  
 
2015.12 马来西亚马六甲南洋高等学院乐队客座指挥  
 
2015.11参加为期三天的新加坡单簧管音乐节，作为评委出席单簧管演奏竞赛，并作为客座指挥在告别 
               音乐会上执棒  
 
2015.11应新加坡艺术协会“管乐世界”及吹奏乐器、打击乐器经销商的邀请，自 14日至 28日，在 10 
              余天里，为新加坡不同学校的管乐队及一些专业管乐队进行排练多达 22次  
 
2015.7  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霍普金斯西方吹奏乐队客座指挥  
 
2015.4 科罗拉多全州管乐指挥乐队客座指挥  
 
2015.4  科罗拉多温泉市黑森林联盟荣誉乐队客座指挥   
 
2015.2 科罗拉多丹佛市吹奏乐团客座指挥  
 
2015.1 科罗拉多阿肯萨斯谷高中荣誉乐队客座指挥  
 
2015.1 科罗拉多东部高中荣誉乐队客座指挥  
 
2014.12 自 12 月 7 日至 16 日，应邀在北京为 12 所学校的乐队进行排练，并以客座指挥身份与北京管

乐团合作举办音乐会  
 
2014.12 应邀于马来西亚吉隆坡为 HHHS 高中乐队及 AMKSS 管乐团进行排练，并在这 2 个乐队联合

举办的音乐会上担任客座指挥  
 
2014.11  自 11 月 26 日至 12 月 1 日，应邀为 AMKSS 高中管乐队及新加坡南洋高等学院管乐队进行排

练，并作为客座指挥与这 2支乐队进行联合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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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 11 月 18 日至 25 日，作为访问学者应邀访问四川音乐学院，并在访问期间举办美国音乐教师培
训系列讲座以及指挥艺术大师班讲座，此外，为四川音乐学院管乐队及成都当地学校乐队进行

了数次排练，并在四川音乐学院为校方管理层举办的汇报演出中担任指挥  
 
2014.4 科罗拉多奥罗拉市阿拉法赫县立中学荣誉乐队客座指挥  
 
2014.4 科罗拉多全州管乐指挥乐队客座指挥 
 
2014.4 科罗拉多阿拉法赫公立学校及初中荣誉乐队客座指挥 
 
2014.1 科罗拉多东北联盟高中荣誉乐队客座指挥  
 
2013.11 科罗拉多杰佛逊县第 10 学区荣誉乐队客座指挥  
 
2013.4 科罗拉多全州管乐指挥乐队客座指挥 
 
2013.4 科罗拉多福特·柯林斯管乐竞赛音乐工作室音乐指导  
 
2013.2 科罗拉多温泉市派克峰吹奏乐团音乐工作室音乐指导 
 
2013.1 印第安纳州布莱克福特宝石荣誉乐队音乐工作室音乐指导  
 
2012.12 中国北京数所中小学乐队客座指挥  
 
2012.12 肯萨斯州道奇市西南音乐教育协会地区荣誉乐队音乐工作室音乐指导   
 
2012.10 肯萨斯州花园市西部运动会行进音乐节评委  
 
2012.4 科罗拉多温泉市格兰伍德第 8学区 8年级荣誉乐队音乐工作室音乐指导  
          
2012.4 南加州遗产音乐节评委  
 
2012.1 科罗拉多圣韦恩高中荣誉乐队音乐工作室音乐指导 
 
2011.12 中国北京数所中小学乐队客座指挥  
 
2011.11 科罗拉多阿拉莫萨联山联盟荣誉乐队音乐工作室音乐指导 
 
2011.6 内华达州盾赛市初中国际音乐夏令营音乐工作室音乐指导  
 
2011.4 科罗拉多全州管乐指挥乐队客座指挥 
 
2011.1 科罗拉多温泉市全市荣誉乐队音乐工作室音乐指导  
 
2010.11 作为访问学者及教授，应邀在中国北京，宁夏自治区银川为宁夏大学管乐队及数所初高中乐队 
              进行排练  
 
2010.4 科罗拉多全州管乐指挥乐队客座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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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 科罗拉多温泉市派克峰中学荣誉乐队音乐工作室音乐指导  
 
2010.1 科罗拉多丹佛市亚当县高中荣誉乐队音乐工作室音乐指导   
 
2009.11 科罗拉多温泉市三峰联盟高中荣誉乐队音乐工作室音乐指导   
 
2009.10 肯萨斯州花园市西部运动会行进音乐节评委 
 
2009.05 科罗拉多卡农市“音乐与花蕾音乐节”评委  
 
2009.3 科罗拉多州“地区管乐竞赛”评委（该竞赛进行了一周，是一个有 76 个管乐团体参加的晋级

国 家级管乐竞赛资格赛）  
 
2009.2 科罗拉多全州管乐指挥乐队客座指挥 
 
2009.1 科罗拉多州拉骏他市阿肯萨斯谷高中荣誉乐队音乐工作室音乐指导   
 
2008.11 科罗拉多普埃布罗全市高中荣誉乐队音乐工作室音乐指导   
 
2008.6 中国北京“北京国际管乐节”评委  
 
2008.2  美国德州肯萨斯市全美音乐指挥联盟西南分会 A&M 商业大学吹奏乐团客座指挥  
 
2008.1 德州普雷森特第四学区管乐团音乐工作室音乐指导  
 
2008.1 德州阿肯纳“四大州管乐指挥协会”管乐团音乐工作室音乐指导  
 
2007.12 德州阿肯纳第四学区 9年级管乐团音乐工作室音乐指导  
 
2006.12 德州普雷森特第四学区爵士乐队音乐工作室音乐指导   
 
2006.2 佛罗里达塔拉华西吹奏乐团客座指挥  
 
2005.4 佛罗里达塔拉华西 A&M 大学管乐团客座指挥  
 
2004.12 中国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管乐团及丰台 2中管乐团客座指挥  
     
2004.4 佛罗里达塔拉华西 A&M 大学管乐团客座指挥  
 
 

近期指挥的作品  
 
《田园曲》： 作曲安东尼·奥图勒（美国大学联盟主席）2016年 2月 7日在第八届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普埃

布罗分校管乐音乐节由普埃布罗分校管乐团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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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隆作响》：作曲爱德华·  纳特，2016年元月 9日由俄克拉荷马中部管乐指挥协会高中荣誉管乐团
演奏  

 
《心中的音乐》：作曲小安德鲁·  博耶森（美国大学联盟主席）   2015年 2月 7日在第七届科罗拉多州

立大学普埃布罗分校管乐音乐节由普埃布罗分校管乐团演奏   
 
《城市中心套曲》 约翰·  德·梅耶（美国大学联盟主席） 2014年 2月 8日在第六届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普

埃布罗分校管乐音乐节由普埃布罗分校管乐团演奏   
 
《寺庙壁画》  作曲：布莱恩·巴尔梅杰（美国大学联盟成员） 2011年 2月 2日在第四届科罗拉多州立大

学普埃布罗分校管乐音乐节由普埃布罗分校管乐团演奏    
 
 
发表文章  
(下面所列条文均为艾伦·米尔斯博士撰写的评论文章) 
 
2017年，评论文章/作者：艾伦·米尔斯博士，“横跨大西洋的铃声”/作者:亚当·戈博 
         教科书：《通过乐队演奏教授音乐》第 11卷 
         编辑: 理查德·迈尔斯 
                 出版商：美国 GIA出版社 
                发行地：芝加哥 
 
2015年，评论文章/作者：艾伦·米尔斯博士，“唐尼序曲”/作者:奥斯卡·纳瓦罗 
         教科书：《通过乐队演奏教授音乐》第 10卷 第 734至 742页 
         编辑: 理查德·迈尔斯 
                 出版商：美国 GIA出版社 
                发行地：芝加哥 

  
2015年，评论文章/作者：艾伦·米尔斯博士，“批判狂潮”/作者:托德·斯达尔特 
         教科书《通过初中乐队演奏教授音乐》第 768至 775页 
         编辑: 理查德·迈尔斯 
                 出版商：美国 GIA出版社 
                发行地：芝加哥 
 
2013年，评论文章/作者：艾伦·米尔斯博士，“劳达”/作者:蒂莫西·迈尔斯 
         教科书《通过乐队演奏教授音乐》第 9卷 第 171至 183页 
         编辑: 理查德·迈尔斯 
                 出版商：美国 GIA出版社 
                发行地：芝加哥 
 
2011年，评论文章/作者：艾伦·米尔斯博士，“阿兰·吉利兰”  
         教科书：《通过乐队演奏教授音乐、管乐独奏伴奏、论文摘要》  第 438页 
         编辑: 理查德·迈尔斯 
                 出版商：美国 GIA出版社 
                发行地：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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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评论文章/作者：艾伦·米尔斯博士，“大卫·吉林汉姆”  
         教科书：《通过乐队演奏教授音乐、管乐独奏伴奏、论文摘要》  第 438至 439页 
         编辑: 理查德·迈尔斯 
                 出版商：美国 GIA出版社 
                发行地：芝加哥 
 
2011年，评论文章/作者：艾伦·米尔斯博士，“唐·吉利斯”  
         教科书：《通过乐队演奏教授音乐、管乐独奏伴奏、论文摘要》  第 439至 440页 
         编辑: 理查德·迈尔斯 
                 出版商：美国 GIA出版社 
                发行地：芝加哥 
 
2011年，评论文章/作者：艾伦·米尔斯博士，“贝尔纳德·吉尔莫”  
         教科书：《通过乐队演奏教授音乐、管乐独奏伴奏、论文摘要》  第 440至 441页 
         编辑: 理查德·迈尔斯 
                 出版商：美国 GIA出版社 
                发行地：芝加哥 
 
2011年，评论文章/作者：艾伦·米尔斯博士，“乔治·吉鲁”  
         教科书：《通过乐队演奏教授音乐、管乐独奏伴奏、论文摘要》  第 441页 
         编辑: 理查德·迈尔斯 
                 出版商：美国 GIA出版社 
                发行地：芝加哥 
  
2011年，评论文章/作者：艾伦·米尔斯博士，“朱莉·吉鲁”  
         教科书：《通过乐队演奏教授音乐、管乐独奏伴奏、论文摘要》  第 441至 442页 
         编辑: 理查德·迈尔斯 
                 出版商：美国 GIA出版社 
                发行地：芝加哥 
 
2011年，评论文章/作者：艾伦·米尔斯博士，“菲利普·格拉斯”  
         教科书：《通过乐队演奏教授音乐、管乐独奏伴奏、论文摘要》  第 442至 443页 
         编辑: 理查德·迈尔斯 
                 出版商：美国 GIA出版社 
                发行地：芝加哥 
 
2011年，评论文章/作者：艾伦·米尔斯博士，“亚历山大·格拉佐诺夫”  
         教科书：《通过乐队演奏教授音乐、管乐独奏伴奏、论文摘要》  第 443页 
         编辑: 理查德·迈尔斯 
                 出版商：美国 GIA出版社 
                发行地：芝加哥 
 
2011年，评论文章/作者：艾伦·米尔斯博士，“戴夫·格兰”  
         教科书：《通过乐队演奏教授音乐、管乐独奏伴奏、论文摘要》  第 444页 
         编辑: 理查德·迈尔斯 
                 出版商：美国 GIA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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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地：芝加哥 
 
2011年，评论文章/作者：艾伦·米尔斯博士，“瑞恩戈尔德·葛烈尔”  
         教科书：《通过乐队演奏教授音乐、管乐独奏伴奏、论文摘要》  第 444至 445页 
         编辑: 理查德·迈尔斯 
                 出版商：美国 GIA出版社 
                发行地：芝加哥 
  
2007年，评论文章/作者：艾伦·米尔斯博士，“音乐人的音高记忆：管乐学生与合唱学生的调查结果比 
         较”，《管乐队研究》期刊，第 2页、第 42页，第 82至 96页 
           
2006年，评论文章/作者：艾伦·米尔斯博士，“心灵与嗓音的结合” /作者：大卫·吉林汉姆 
         教科书：《通过乐队演奏教授音乐》第 6卷  第 735至 743页 
         编辑: 理查德·迈尔斯 
                 出版商：美国 GIA出版社 
                发行地：芝加哥 
 
专题报告  
2013年 全美大学管乐指挥协会大会 
             北卡罗来纳大学(格林斯布鲁) 
              专题报告: 《詹姆斯·爱德文的生活与职业之路》  
              主讲人：艾伦·米尔斯  
 
2006年 全美大学管乐指挥协会南部分会大会 
              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 
              专题报告：《音乐人的音高记忆：管乐学生与合唱学生的调查结果比较》 
               主讲人：艾伦·米尔斯 
 
2004年 全美大学管乐指挥协会南部分会大会 
              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 
              专题报告：《管乐演奏在视听上所赋予的冲击力》  
              主讲人：艾伦·米尔斯 
 
2002年 音乐教育者协会大会 
              怀俄明州，切叶市 
              专题报告：《5年级乐队的会员制、ACT演奏水平测试评述及课堂评分》 
              主讲人： 麦卡锡·K、艾伦·米尔斯 
  
 
2002年 1月音乐教育者协会大会 
                     科罗拉多州，温泉市 
                    专题报告：《5年级乐队的会员制、ACT演奏水平测试评述及课堂评分》 
                    主讲人： 麦卡锡·K、艾伦·米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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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服务活动  
 
2014年 5月至今 
全美大学管乐指挥协会科罗拉多州分会主席  
 
2014年 8月至 2015年 6月  
科罗拉多州管乐指挥协会第一任副会长 
  
2013年 8月至今  
美国综合大学与学院委员会-科罗拉多州音乐教育者协会会员  

 
会员  
 
    • 美国大学管乐指挥协会 大会(CBDNA) 
    • 世界管乐乐团协会  (WASBE) 
    • 全美音乐教育者大会  (MENC) 
    • 科罗拉多管乐指挥协会  (CBA) 
 

求证  
 
• 上述履历如需求证，可从美国、中国、中华台北、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等国家的相关机构获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