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J滇1合奏體驗系列

對象 15歲或以上人士，並在本處完成指定樂器的基礎二諜程，或已掌握該樂器基本演奏技巧。中樂
合奏的參加者（包括大提琴聲部）必須已掌握演奏G調和D調音階，並懂得闕讀簡譜。

內容 導師將因應學員演奏水平安排合奏樂曲。

樂器 參加者需自備樂器，誄堂上沒有任何樂器提供。

課堂 每星期1節，每節1.5小時，全期10節，共IS小時。

學費: $835 

西洋弦樂一古典名1111（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
樂曲 《四季）丶＜卡門＞丶＜天鵙湖＞等。

課程編號 開課日期 地點 星期 時間 名額
52ENST-KST-Ol 4月20日 高山劇場 四 19:30-21:00 20 

中樂合奏一與「君」同行（二胡、柳葉琴、琵琶、中阮丶掾琴、古箏、大提琴） ［不設吹管樂聲部］
樂囧 （甜蜜蜜»、<小城故事》丶《月亮代表我的心＞等鄧麗君名囧。

課程編號 開課日期 地點 星期 時間 名額
52ENCH-TW-0 I 3月22日 荃灣匿音樂中心 三 I 0:30-12:00 20 

樂理系列

成人，包括初學樂器的人士，以及欲輔導子女初學樂器的家長。

＿级

對象

內容 此課程有助建立良好的學習音樂基礎，內容與英國皇家音樂學院一級樂理相若，其中包括
l 音符、音名、休止符、符點音符及連結線。
2. 2/4丶3/4和4/4拍子。
3. C、G、D及F大調的音階丶調號及三和弦。
4音程及音樂術語（一級程度） 。

教材 學員須自備文具、五線譜及下列諜本上課－
Discovering Music Theory- The ABRSM Grade I Workbook 
（作者 Simon Rushby／出版社 ABRSM (Publishing) Ltd.I （英文版） 。

課堂 每星期1節，每節1.25小時，全期6節，共7.5小時。

學費： ＄420 

課程編號 開諜日期 地點＊ 星期 時間
52MEMT-MK-01 4月18日 旺角區音樂中心
52MEMT-TW-01 6月7日 荃灣區音樂中心

．如上課場地因應疫情而關閉，上述班別將改以網課形式進行。

10:00-11 :15 
14:00-15:15 

二级

對象

內容

成人，並在本處完成西洋樂理一級課程，或已具一級程度的樂理知識。

與英國皇家音樂學院二級樂理相若，其中包括
l 附加線及譜號轉換。
2. 2/2、3/2、4/2和3/8拍子及三連音。
3. A、降B和降E大調，以及A、E和D小調的音階、調號及三和弦。
4音程及音樂術語（二級程度） 。

教材 學員須自備文具、五線譜及下列諜本上誤·
Discovering Music Theory-The ABRSM Grade 2 Workbook 
（作者 Simon Rushby／出版社 ABRSM {Publishing) Ltd.I （英文版） 。

課堂 每星期1節，每節1.25小時，全期6節，共7.5小時。

學費： ＄420 

課程編號 開課日期 地點＊ 星期 時間
52MEMT-HK-02 6月5日 香港匿音樂中心
52MEMT-MK-02 6月6日 旺角區音樂中心

．如上課場地因應疫情而關閉，上述珗別將改以網課形式進行。

` 2' 
聽音訃II練系列

1!!1至五级

18:00-19:15 
10:00-11 :15 

對象 成人，並即將參加英國皇家音樂學院四級或五級的現場術科器樂考試。

內容 與英國皇家音樂學院四至五级器樂考試的聽音訓練範圍相若。

課堂 每星期1節，每節0.75小時，全期6節，共4.5小時。

學費： ＄250 

課程編號 開課日期 地點 星期 時間
52AUR4-ST-01 3月4日 沙田區音樂中心 六 11 :30-12:15 

八级
對象 成人，並即將參加英國皇家音樂學院的現場術科八級器樂考試。

內容 與英國皇家音樂學院八級器樂考試的聽音訓練範團相若。

課堂 每星期1節，每節1小時，全期6節，共6小時。

學費． ＄335 

課程編號
52AUR8-S T -01 
52AUR8-HK-01 

開諜日期
3月4日
3月6日

地點 星期
沙田區音樂中心 六
香港區音樂中心

時間
14:00-15:00 
18:00- I 9:00 

名頷
15 
15 

名額
15 
15 

名額
7 

名額
5 
5 

虹9 糰葉琴

基磯一

對象 15葳或以上首次學習此樂器的人士。

內容 1 認識柳葉琴樂譜和基本視奏。
2掌握正確的持琴姿勢及左右手基本演奏技巧（包括彈挑、按音、l把位）
3認識及掌握G調音階與琶音。

教材 中國柳琴考級曲集（吳強編，上海 上海音樂出版社），導師將按學員水平於教材內揀選合適的
樂曲教授。

諷程編號 開讓日期 地點＊ 星期 時間 名顗
52LIU-HKCC-O 1 3月5日 香港文化中心 日 09:00-10:00 10 

．如上課場地因應疫情而關閉，上述班別將改以網課形式進行。

基磯二

對象 15歲或以上修畢本處柳葉琴基礎一或已掌握該課程所教授的演奏技巧之人士。

內容 1 加強視奏能力及學習更多基本演奏技巧（包括換把和滾奏）。
2認識及掌握D調音階與琶音。

教材 中國柳琴考級曲集（ 吳強編，上海 上海音樂出版社），導師將按學員水平於教材內揀選合適的
樂曲教授。

諜程編號 開諜日期 地點＊ 星期 時間 名顗
52LIU-HKCC-02 3月5日 香港文化中心 日 10:00-11 :00 10 

．如上課場地因應疫情而關閉，上述班別將改以網課形式進行。

四欒丶琵琶` J 

基磯一

對象 15歲或以上首次學習此樂器的人士。

內容 1 認識琵琶樂譜和基本視奏。
2掌握正確的持琴姿勢及左右手基本演奏技巧（包括彈挑、按音、輪指及I / II把位換把） 。
3認識及掌握D或G調一僭半八度音階。

教材 琵琶新演奏法（湯良洲編著，台北學藝出版社），導師將按學員水平於教材內揀選合適的樂抽
教授。

踝程編號 開踝日期 地點＊ 星期 時間 名額
52PP-KTT-Ol 3月4日 葵青劇院 六 20:30-21 :30 l 0 
52PP-CL-Ol 3月5日 香港中央圖書館 日 19:30-20:30 10 

＊如上諜場地因應疫情而關閉，上述班別將改以網課形式進行。

基磯二

對象 15歲或以上修畢本處琵琶基礎一或已掌握該課程所教授的演奏技巧之人士。

內容 1 加強視奏能力及學習更多左右手基本演奏技巧（包括夾彈、短輪、長輪、摭分、掃弦、1 /11 /111
把位換把） 。

2認識及掌握D、G調兩個半八度音階。

教材 琵琶新演奏法（湯良洲編著，台北學藝出版社），導師將按學員水平於教材內揀選合適的樂血
教授。

諜程編號 開諜日期 地點＊ 星期 時間 名額
52PP-KTT-02 3月4日 葵青劇院 六 19:30-20:30 10 
52PP-CL-02 3月5日 香港中央圖書館 日 18:30-19:30 10 

．如上課場地因應疫情而關閉，上述班別將改以網課形式進行。

＃ 所有報讀樂器基碣餜程的人士須注意：

1. 餜程宗旨：透過提供短期樂器基礎課程（基礎一及二），讓參加者體驗學習音樂的樂趣。
修畢課程的人士如欲繼穎進修，可聯絡其他音樂教育機構，諮詢有關進修之意見。

2. 餜堂：每星期1節，每節1小時，全期共20小時。

3. 每班人數：古箏、揚琴 7人；其他樂器 10人。

4. 學賣：全期＄1,110

5. 樂器及教材：學員自備及搵帶上課（ 基礎一學員可參考導師於開課時提供有關逍購樂器及
教材的意見後才自行購買）。樂器簡介，可瀏itwww.lcsd.gov.hk/musicoffice。此課程不
設租供、租借或存放樂器的服務。

6. 參加資格：申請人需按年齡及個人音樂程度遺擇合適的課程，首次學習所遺樂器的人士不
宜報讀基礎二課程。申請人的年齡以2023年3月1日計算。另外，現就讀本處「器樂訓練
計劃」的學員不可申請參加「外展音樂短期課程」樂器基礎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