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悠揚樂韻

流行音樂歌唱訓練-初級組 
（小組教授班）(CM02)
課程內容包括︰

音樂理論︰ 基本樂理知識、音準拍子、節奏感、閱譜及視唱
等。

歌唱技巧︰ 腹式呼吸訓練、發聲練
習、共鳴發聲及位置、
聲音控制及歌曲風格演
繹。

導師：區建華先生

名額限制：6人

班別 時間 會員費用

A班 5:30pm-7:00pm（逢星期一）

$199/堂

B班 7:00pm-8:30pm （逢星期一）

C班 6:00pm-7:30pm（逢星期二）

D班 3:00pm-4:30pm（逢星期三）

E班 4:30pm-6:00pm（逢星期三）

F班 6:00pm-7:30pm（逢星期三）

流行音樂歌唱訓練-進級組 
（小組教授班）（CM03）
適合對簡單樂理有一定認識及有歌唱基本概念人仕，課程內
容包括︰

音樂理論︰ 認識各種複雜音準拍子，聽力訓練，節奏感及視
唱等。

歌唱技巧︰ 進階聲音控制，認識人
體發聲及原理，真假聲
音結合混用，如何使用
橫隔膜，掌握聲音位置
的技巧。

導師：區建華先生

名額限制：6人

班別 時間 會員費用

A班 7:30pm-9:00pm（逢星期二）
$213/堂

B班 7:30pm-9:00pm （逢星期三）

流行音樂歌唱訓練 
（個別教授班）（CM04）
課程內容包括︰

音樂理論︰ 基本樂理知識、音準拍子、節奏感、讀譜及視唱
等。

歌唱技巧︰ 腹式呼吸訓練、發聲練習、共鳴發聲及位置、聲
音控制及歌曲風格演繹。

導師：區建華先生

時間：學員可於以上時段選擇一小時

班別 時間 會員費用

A班 1:15pm-2:15pm（逢星期二）

$440/堂

B班 4:00pm-5:00pm （逢星期二）

C班 5:00pm-6:00pm（逢星期二）

D班 6:45pm-8:45pm（逢星期五）

E班 4:30pm-5:30pm（逢星期一）

F班 8:30pm-9:30pm（逢星期一）

備註： 學員如已報讀此班，必須每月按時繳交費用，恕不獲
請假安排。如過期繳費，本中心有權將學額轉讓給輪
後者。

古箏班
本課程的特點是以小組形式上課，有助導師能悉心指導及教
授每位學員，課程配合小調及悅耳的流行樂曲作練習。古箏
班分初級班、中級班、高級研習班及深造班，為有興趣人士
而設、年齡不限。

名額：每班8人   備註：中心提供課堂用之古箏   
導師：張鳳驊女士

古箏初級班（CM05）
課程內容： 調音、定絃、通過練習曲及簡易樂曲學習左、右

手基本指法，節奏等。

樂曲： 採茶歌、鳳陽花鼓、滄海一聲笑、月牙五更、康定情
歌等。

班別 時間 會員費用

A班 初級 10:30am-11:15am（逢星期二） 
（4/6開課，6/8開課）

$75/堂
B班 初級 6:30pm-7:15pm （逢星期四） 

（6/6開課，1/8開課）

備註︰ 出席課堂足10堂晉升為中級班
*以兩個月為一次循環

備註︰ 公眾假期課程暫停（7/6五 ,1/7一 ,14/9六）

音樂是聲音組成的藝術，需要透
過人心去想像、感受和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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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公眾假期課程暫停（7/6五 ,1/7一 ,14/9六）

古箏中級班（CM06）
樂曲：帝女花、鮮花滿月樓、再見楊柳、小城故事、月亮代

表我的心及傳統簡易箏曲等。

班別 時間 會員費用

A班 中級 10:30am-11:15am（逢星期二） 
（4/6開課，6/8開課）

$85/堂
B班 中級 6:30pm-7:15pm （逢星期四） 

（6/6開課，1/8開課）

備註︰適合完成初班或具備同等程度人士，修讀5期中級班
後晉升古箏研習班

*每期兩個月，逢雙月第一周開班

古箏深造班(CM07)
樂曲︰ 月兒高、戰颱風、八月桂花遍地開瑤族舞曲、彝族舞

曲、慶豐年、秦桑曲、雪山春曉、將軍令、趕花會、
歡樂的日子、延邊之歌、銀河碧波。古琴移植之經典
名曲：梅花三弄、廣陵散、梁祝化蝶等。

班別 時間 會員費用

A班深造班 11:15am-12:00pm（逢星期二） $90/堂

B班深造班 7:15pm-8:00pm（逢星期四） $105/堂

*每期兩個月，逢雙月第一周開班

古箏研習班（CM09）
樂曲： 包括各流派箏曲及經典流行曲，漁舟唱晚、高山流

水、寒鴉戲水、山水蓮、紡織忙、洞庭新歌、天涯歌
女、山丹丹花開紅艷艷、瀏陽河、將軍令、戰颱風、
瑤族舞曲春江花月夜等。

班別 時間 會員費用

A班研習班 7:15pm-8:00pm （逢星期四） $90/堂

備註︰修讀5期研習班後晉升古箏深造班
*每期兩個月，逢雙月第一周開班

二胡初級班(CM10)
學習二胡各類型的指法和弓法及正確演奏姿勢，樂曲換把和
轉調等理論，配以中外名曲，民歌及流行曲等作演繹，加上
生動教學法，寓學習於樂趣中，使學員在短時間內彈奏到心
愛歌曲。

導師：黃偉良先生

名額：12人

班別 時間 會員費用

A班 9:45am-11:15am（逢星期五） $135/堂

B班 7:30pm-8:30pm （逢星期三） $90/堂

備註︰請自備二胡上課

*每期兩個月，逢雙月第一周開班

二胡考級預備班（一至三級） （CM15）
本課程依據香港考試局主辦之中央音樂學院二胡一至三級考
試內容作教學研習，為準備報考每年七月中之專業認可試而
設，亦歡迎曾研習二胡的人士參加，內容講解較深入之二胡
技法，加強音準、節奏、指法運弓等技術訓練，理論與實踐
合一，配以動聽之民歌或流行曲作技巧進行操練以增添樂趣。

導師：黃偉良先生

名額：12人

班別 時間 會員費用

A班 11:15am-12:45pm（逢星期五） $145/堂

B班 6:30pm-7:30pm （逢星期三） $97/堂

備註︰請自備二胡上課

*每期兩個月，逢雙月第一周開班

琴弦雅敘粵曲研習班（CM25）
教授粵曲基本知識，粵曲樂理、工尺譜、拍子（叮板）掌握、
行腔、吐字技巧、呼吸運氣，深入淺出。旨在令學員能容易
掌握粵曲入門。

導師：龐華炎先生及鄧惠牽女士

時間 會員費用

7:00pm-9:00pm（逢星期五） $90/堂

成人鋼琴班（個別教授）（CKM40）
報名須知︰
學員如需請假必須於上堂前一日致電中心請假或填寫請假表
交回詢問處，即日通知恕不獲補課。而每期課程（4堂）學員
只可請假一天，若多於一天將不獲安排補課。

編號 級別
會員費用（每4堂計算）*

30分鐘 45分鐘

CKM月份A年份 G1 $620 $870

CKM月份B年份 G2 $640 $910

CKM月份C年份 G3 $680 $950

CKM月份D年份 G4 $720 $990

CKM月份E年份 G5 $760 $1,030

CKM月份F年份 G6 $800 $1,070

CKM月份G年份 G7 $840 $1,110

CKM月份H年份 G8 $900 $1,170

備註：學員必須每月按時繳交費用，
如過期繳費，本中心有權將學
位轉讓給輪後者，學生如欲終
止報讀課堂，必須於7天前通
知中心，否則須補回下一期之
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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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得喜Ukulele（CM26)

拾堂讓你音樂世界變得豐富
喜用音樂來讓生命活得精彩

課程教授基本彈撥技巧，閱譜，彈奏主旋律及伴奏，10堂讓學員學到兒歌、流行曲及詩歌。

上課日期： 17/06/2019 - 26/08/2019（逢星期一）
時間： 7:00 - 8:30pm
地點：樂藝坊 循道衛理大廈12樓1201室
費用： $700 / 10堂
名額： 6-10人
導師： Mr Jacky Yip
備註： 學員需自備小結他，也可由導師代購，約$280
 全期10堂，完成10堂可再有進階班

拉尼琴（Lyre Harp) (CM27)

天使之音 極療癒樂器

拉尼琴 (Lyre Harp)，被譽為天使之音，也是豎琴的前身。Lyre Harp是撥弘樂器之一，彈奏和豎琴方式相近，絕對是極療癒樂
器之一。

課程教授基本彈撥技巧，閱譜，彈奏主旋律及伴奏，左右手協調等。

上課日期： 17/06/2019 - 26/08/2019（逢星期二）
時間： 7:00 - 8:00pm
地點：樂藝坊 循道衛理大廈12樓1201室
費用： $720 / 10堂
名額： 6-10人
導師： Mr Jacky Yip
備註： 學員需自備7弦琴，也可由導師代購，約$560
 全期10堂，完成10堂可再有進階班

拇指琴初體驗 （CM30）

拇指琴原本是非洲部族的傳統樂器，利用椰子殼或木盒上加上鐵片震動發聲，外表看似簡單，但聲音迷人、容易上手，彈奏方

法卻豐富多元又有趣，捧在手中，用雙手撥動琴鍵就可以演奏出獨有的空靈聲響！

課程教授基本彈撥技巧，閱譜，彈奏主旋律及伴奏，左右手協調等。

上課日期： 17/06/2019-26/08/2019（逢星期一）
時間： 6:00-7:00pm
地點：樂藝坊 循道衛理大廈12樓1201室
費用： $560 / 10堂
名額： 6-10人
導師： Mr Jacky Yip
備註： 學員需自備17鍵拇指琴，也可由導師代購，約$170
 全期10堂，完成10堂可再有進階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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