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兒童鋼琴班(個別教授)
由於課程為個別教授，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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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恕不
獲補課。而每期之課程（4堂）學員只可請假一天，若多於一
天將不獲安排補課。鋼琴班學員每年均由導師推薦報名參加
英國皇家音樂考試。

課程編號 級別
會員費用︰每四堂計算

30分鐘 45分鐘

CKM40月份A年份 G1  $620 $870

CKM40月份B年份 G2 $640 $910

CKM40月份C年份 G3 $680 $950

CKM40月份D年份 G4 $720 $990

CKM40月份E年份 G5 $760 $1,030

CKM40月份F年份 G6 $800 $1,070

CKM40月份G年份 G7 $840 $1,110

CKM40月份H年份 G8 $900 $1,170

備註：	此班為（個別教授班），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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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唱畫小跳豆 
3 - 6歲為培養創意最佳時期，把握這個黃金機會，利用音樂、 
律動遊戲，培養小朋友對音樂的興趣，並利用繪畫記錄自己
的所見所聞，創作獨一無二的作品。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731119  02/11 - 23/11

4 10:0am-11:00am（六）CK731219  07/12 - 04/01

CK730120  11/01 - 08/02

導師︰	陳美琪女士（持香港浸會大學幼兒工作高級文憑，十
多年幼兒教學經驗）

費用︰	會員$450  
優惠費用：	二人同行或連續報讀2期，每期可獲9折優惠 

（必須現金或EPS繳費）

 （同時不可享用開課前14天95折優惠。）

材料費用：	$10，於第一堂交導師

對象：3 - 6歲

名額：9人

備註：1. 自備A3畫簿、腊筆

 2. 延續性課程

課程暫停：30/11，28/12

奧福兒童音樂班
奧福音樂教育要融合音樂、舞蹈、肢體動作，節奏為音樂之基本元素。讓孩子們在充滿音樂氣氛的環境中去感受音樂、欣賞音
樂、研習音樂。讓孩子在遊戲中學習，以生動活潑的教學方法來引導孩子進入音樂的殿堂。

課堂內容：

1. 舞蹈與律動配合球、紗巾、彩帶、呼啦圈、氣球，隨著音樂快樂的舞動，令音樂的元素成為看得見的舞蹈。

2. 歌唱：由兩個音開始教學，去感覺小三度音程，並引導用更多種方式唱出這兩個音，然後再一個一個音加入。

3. 樂器合奏：是探索音樂的主要方式，包括天然樂器、自製樂器、身體樂器、奧福樂器（有調及無調敲奏樂器）。

4. 即興創作：創作的素材愈簡單愈好，自So、Mi兩音開始，變化其長短節奏來做即興創作。肢體動作：跺腳、拍腿、拍手、
彈指。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821119 02/11 - 23/11

4 12:25pm-1:25pm（六） CK8211A19 30/11 - 21/12

CK821219 28/12 - 18/01

導師︰	由Sheep Yard Education派出豐富音樂教學（青蛙姐
姐）陳碧珊女士任教

費用：	會員$670  
教材費用： $20於第一堂交導師

對象︰	3 - 5歲

名額︰	10人

備註：	延續性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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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jon 木箱鼓 
城中大熱的秘魯敲擊樂器，Cajon 木箱鼓；演奏者坐在木箱
鼓上，以雙手敲擊木箱，呈現出爵士鼓的風格。只要一個 
Cajon 和一支結他，這神奇的組合，簡直就像一個小型的爵
士鼓樂隊。

Cajon 簡單易學、實用性廣、價格不高、容易攜帶，在配合
流行音樂下，具有很高的演奏空間。此課程包括：起源、手
型及簡易樂理、基本節奏練習、配合流行音樂節奏練習及實
戰等。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1141119  09/11 - 14/12
6 1:30pm-2:30pm（六）

CK1141219  21/12 - 01/02

導師︰	由Thumbsup (HK)Limited派出專業導師任教

導師：	Max Chan現為樂隊Cozy及The Venom鼓手。與參與
2015全港青少年樂隊比賽最佳鼓手”

費用︰會員$850
對象︰ P2-P4學生  
名額：10人

備註：1. 每人提供一個木箱鼓上課

 2. 延續性課程

 3. 導師會定期（約3個月）為小朋友安
排表演時間（約10分鐘），屆時導
師會通知家長，並請家長預留時間
欣賞

兒童歌唱班 
透過唱遊提升兒童歌唱能力和動作協調，讓兒童學習正確歌
唱技巧及互相溝通合作。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881119  09/11 - 14/12
6 1:35pm-2:35pm（六）

CK881219  21/12 - 01/02

導師︰	張文爾先生（香港浸會大學榮譽文學士（音樂），十多
年教授聲樂及兒童歌唱經驗

導師：	Ms.Leslie Cheung 
費用︰會員$740
對象︰ 3-5歲

名額：8人  
備註：延續性課程

兒童合唱團 
透過合唱活動使兒童掌握正確用聲技巧及訓練兒童溝通合作
能力。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891119  09/11 - 14/12
6 2:45pm-3:45pm（六）

CK891219  21/12 - 01/02

導師︰	張文爾先生（香港浸會大學榮譽文學士（音樂），十多
年教授聲樂及兒童歌唱經驗

費用︰會員$740 
對象︰ 5-7歲 
名額：10人

備註：延續性課程

兒童非洲鼓音樂班
在學習非洲鼓過程中，小朋友透過學敲打不同節奏，遊戲律
動開開心心學習音樂，在演出過程中他們需要與其它學員合
作，敲打不同的節奏及速度，學習團隊合作，提升全人發
展，近年已不少研究指出，學習非洲鼓能提升兒童的專注及
記憶，幫助身體協調及舒緩負面情緒。

初階班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7709A19  21/09 - 26/10

6 11:15am-12:15pm（六）CK7711A19  02/11 - 07/12

CK7712A19  14/12 - 18/01

進階班

報讀進階班的同學，需由導師按進展推薦升讀進階班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7709B19  21/09 - 26/10

6 12:20pm-1:20pm（六）CK7711B19  02/11 - 07/12

CK7712B19  14/12 - 18/01

導師︰由Zion Education派出專業導師 Ian哥哥任教

費用︰會員$800   
對象︰ 4-9歲

名額：12人

備註：	1. 每人提供一個非洲鼓上課

 2. 延續性課程

 3. 導師會定期（約3個月）為小朋友安排表演時間（約
10分鐘），屆時導師會通知家長，並請家長預留時
間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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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系列Ukulele小結他入門班  
主要會教授多首經典迪士尼系列歌曲如Let It Go、It's a small world和Beauty and the beast等等間奏或獨奏曲目，令學員透
過耳熟能詳的歌曲對音樂產生興趣，並透過歌曲教授同學們拍子的訓練、彈奏姿勢、基本樂理和讀譜方法等，令學員們能啟發
對音樂的潛能。

完成課程後學員可銜接英國倫敦音樂學院Ukulele初級課程或Ukulele 初級彈唱課程

對象︰ 4	-	6歲					名額︰ 8人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第一期
CK2811A19 23/11-14/12

4 10:00am-11:00am（六）

第二期
CK2812B19 21/12-11/01

第三期
CK2801C20 18/01-15/02

第四期
CK2802D20 22/02-14/03

備註：完成1-4期，小朋友若不足6-11歲可按進展由導師推薦 
升級

初級班

對象︰ 6	-11歲					名額︰ 10人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第一期
CK1111A19 23/11-14/12

4 11:15am-12:15pm（六）

第二期
CK1112B19 21/12-11/01

第三期
CK1101C20 18/01-15/02

第四期
CK1102D20 22/02-14/03

備註：連續修讀1-4期課程後，由導師按小朋友進度建議升上

進階班

對象︰ 6	-11歲					名額：10人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第一期
CK2211A19 23/11-14/12

4 12:25pm-1:25pm（六）

第二期
CK2212B19 21/12-11/01

第三期
CK2201C20 18/01-15/02

第四期
CK2202D20 22/02-14/03

導師︰	Mr. Jacky Yip（英國倫敦聖三一音樂學院結他ATCL演
奏文憑（Distinction），多年教學經驗

費用：會員$570   
備註：	1. 本課程可由第一期或第二期開始報班

 2. 每人提供一個夏威夷小結他於課堂使用

 3. 小朋友如需訂購
小 結 他 回 家 練
習，可由導師代
為購買，費用約
$220

拇指琴入門班 
「音樂盒主題」拇指琴 (Kalimba)是一種源於非洲的樂器，主要是用大拇指彈奏，是一種簡單而有趣的樂器，並在學習過程中能
啟發音樂的潛能。

拇指琴主要分成10鍵與17鍵兩種尺寸。由於拇指琴體積很小，所以攜帶方便，而且聲音清脆和廣闊，像音樂盒裏的音樂般優
美並適合伴奏和合奏。

課程內容會教授同學們彈奏姿勢和閱讀KTabs譜和簡譜，籍此讓學員能認識拍子。由於拇指琴的聲音像音樂盒，所以歌曲會
選自相關的曲目如天空之城、龍貓、Canon in D和kiss the rain等多首間奏和獨奏曲目，並且會先透過簡單的歌曲如Jingle 
bell、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等目曲和練習來讓學員打好學習基礎。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第一期
CK9111A19 16/11-07/12

4 2:45pm-3:45pm（六）
第二期

CK9112B19 14/12-04/01

第三期
CK9101C20 11/01-08/02

導師︰	Mr. Jacky Yip(英國倫敦聖三一音樂學院結他ATCL演
奏文憑（Distinction)，多年教學經驗

費用︰會員$520

對象︰ 5-8歲

名額：7人  
備註：1. 課堂提供指姆琴於堂上使用

 2. 家長如需訂購，請自備$230 
由導師代為訂購17拇指琴

 3. 課堂導師將會使用結他伴奏

親子免費試堂：	日期02/11/2019 時間 2:45pm-3:45pm
 1. 名 額 有 限， 歡 迎 致 電2527-2249查 詢 及 

 留位

 2. 留位後如未能出席講座，必需請致電中心 
 取消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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