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actical Examinations of ABRSM 2017 (Grade 3)
2017 ABRSM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術科考試 3 級
參加「附加考試班」意向書
ABRSM 簡介
ABRSM（英國皇家音樂學院聯合委員會考試）為英國著名的音樂學府機構代表，負責安排正規音樂考
試。接受 ABRSM 音樂考試能幫助學生成為更優秀的演奏者，給予他們一個清晰的奮鬥目標。通過考試
的同學可獲得由 ABRSM 發出的證書，此證書深受世界各地音樂師生的尊重和認可。此考試由香港考試
及評核局在港代辦，詳情可參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網頁 http://www.hkeaa.edu.hk/tc/IPE/abrsm/ptexam/

課程特色
配合校內課程

嶄新練習模式

配合學生需要

專業進度評估

與本機構及學校合辦之樂器班
銜接，校內課程主要教授約
60% 考試曲目及基本樂理；而
此課程則教授其餘約 40%的考
試曲目以及涵蓋其他考試內容
（包括聽力訓練及鋼琴伴奏訓
練）

E-learning 電子學習程式
Taptab.io 互動五線譜可
於家中進行親子練習，
可於家中隨時與預先錄
製的鋼琴伴奏以多種速
度作合奏練習

可選擇個人班或小組班

安排 8 月初由資深導師進
行模擬考試，全面瞭解學
生學習成效

*

（小組班每班 3 至 5 人，選
擇此班必須報讀全期課程）

考試須配合鋼琴伴奏

*

學生必須參與全期課程（請參閱下
表）及出席率達 90%或以上（遲到
超過 15 分鐘將作缺席論 ）

合格保證

得到本機構導師
推薦參加考試

學生需每週使用互動網上應用學習平台
Taptab.io 互動五線譜 練習至少 5 天，總
練習日數需達至 135 天［全期課程日數
為 169 天］，每天練習不少於 20 分
鐘，使用 Taptab 不足 20 分鐘將不視作
為 一 次 有 效 之 練 習 。
（以系統報告為準）

*

若學生完成全期課程並同時符合以上 3 項指標而未能考到合格分數，本機構將安排免費補堂。（學生必須參加與自行承擔
緊接下期之考試費用）

課程重要日程
2017 年 2 月 21 日

截止遞交「參加『附加考試班』意向書」

2017 年 2 月 28 日

派發導師推薦結果

2017 年 3 月 6 日

「附加考試班」截止報名

2017 年 3 月 11 日- 9 月 17 日

考試班上課日期及地區可自行選擇（詳情請參閱回條）

（全期課程上課日期）





學校
MusicFriendly 音樂中心
（地址：荔枝角青山道嘉名工廠大廈 C&D 座 4 樓 D1 室）
其他上課地點包括荃灣、沙田、銅鑼灣、旺角

2017 年 8 月第二星期

模擬考試

2017 年 8 月中

派發准考證

2017 年 9-10 月中

ABRSM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術科考試

考試後約 8 星期

成績公佈

2018 年 2 月上旬

派發證書

2017 ABRSM 考試費及翻譯費
所有考試費及翻譯費由英國皇家音樂學院透過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統一收取：
級別
三級

#

考試費

傳譯服務費（建議使用）

$1370

$151

#
所有管弦樂器

課程收費

每期收費＊

個人班

小組 3-5 人班

（非指定導師）

（須以期票方式繳交合共 7 期費用）

$1400

$600

＊

每 4 堂為一期，每堂 1 小時

家長須知
1. MusicFriendly 會定期舉辦家長會，內容包括：瞭解如何有效善用網上教材、協助子女建立良好練習樂器
習慣及考試須知等，家長應盡量抽空出席；
2. 家長須督促子女善用 Taptab.io 互動五線譜建立良好練習樂器習慣，以達至更佳學習成效；
3. 學生必須繼續參與原有學校課堂；
4. 家長必須督促子女準時出席所有課堂及帶齊所須樂器及樂譜；
5. 因個人理由缺席或退出者，本機構將不會予以補堂或退款安排；如遇教育局宣布停課，補課時間將另行
通知；
6. 個人班之學生如需申請調堂必須於最少兩星期前向本機構提出，經確認後將按每堂調動收取$100 行政費
用，小組班學生不得調堂；
7. 考試日須知：
根據英國皇家音樂學院聯合委員會的規定，考生須依照准考證上列出的時間、日期及地點應考。考試當
日必須攜同附有其照片的身分證明文件、樂器及樂譜參加考試，並於應考時間前 15 分鐘到達試場報到。
請注意，獲編配之考試日期及地點不能更改。詳細考試須知請瀏覽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網頁。
(www.HKEAA.edu.hk)。
8. 簽署本意向書只為瞭解家長為學生報讀「ABRSM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術科考試 附加考試班」之意願，並
不代表確認報讀以上課程，如經確認參加須填妥並簽署報名表格，有關報名表格將於稍後派發。
9. 填妥參加「附加考試班」意向書<<回條>>後，於 2017 年 2 月 16 日或之前以以下任何一種方法遞交
a) 交回音樂科老師 或
b) 寄回 MusicFriendly 音樂中心地址：九龍荔枝角青山道 688-690 號嘉名大廈 C&D 座 4 樓 D1 室 或
c) 傳真：2805 1447 或
d) Whatsapp：66294594／55248338 或
e) 電郵：enquiry@musicfriendly.com

考試內容(總分 150 分,合格為 100 分)
樂曲 (Pieces)
3 首曲目共 90 分，
每首合格為 20 分。

音階 (Scales & Arpeggios)
佔 21 分，合格為 14 分。

視奏 (Sight-Reading)
佔 21 分，合格為 14 分。

聽力測驗 (Aural Tests)
佔 18 分，合格為 1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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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條>>
敬覆者：
請在合適□內加上✔，請務必 留意上課時間及地點 。
本人□希望（請繼續填寫 a-g 項） □不希望 敝子弟報考 ABRSM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考試班 。
(a)報讀課程
(b)期望上課地區
*請填上 1, 2, 3

□個人班

□小組（3-5 人）

__學校 __荔枝角 __荃灣 __沙田 __銅鑼灣 __旺角

(1 代表第一意願,3 代表第三意願)

(c)期望上課日子
(1 代表第一意願,3 代表第三意願)

(d)期望上課時間
(1 代表第一意願,3 代表第三意願)

(e)期望考試地點
*只可填選一項

__星期一 __星期二 __星期三 __星期四 __星期五 __星期六 __星期日
__9:00-12:00 __12:00-15:00 __15:00-18:00 __18:00-22:00
□01 將軍澳、觀塘、黃大仙等
□02 樂富、九龍塘、油尖旺、深水埗、
九龍城等

□03 銅鑼灣、跑馬地、灣仔、中環、
西環等

□04 筲箕灣、太古城、北角等
□05 粉嶺、上水、大埔等

□06 沙田、馬鞍山、火炭等
□07 葵青、荃灣、荔景、美孚等
□08 屯門
□09 元朗、天水圍等
□10 東涌 (選擇此地區之考生有可能被派往 07 區)
□11 香港仔、鴨脷洲、赤柱等 (選擇此地區之考生有
可能被派往 03 區)

(f)學生資料
學校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氏(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名字(英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月份) ＿＿(日) ＿＿＿＿(年份) 身份證號碼：＿＿＿＿＿＿＿＿＿＿＿＿（＿＿）
電話號碼：＿＿＿＿＿＿＿＿＿＿＿＿＿＿＿ 手提電話號碼：＿＿＿＿＿＿＿＿＿＿＿＿＿＿
通訊地址(英文)：
＿＿＿＿＿＿＿＿＿＿＿＿＿＿＿＿＿＿＿＿＿＿＿＿＿＿＿＿＿＿＿＿＿＿＿＿＿＿＿＿＿＿＿
＿＿＿＿＿＿＿＿＿＿＿＿＿＿＿＿＿＿＿＿＿＿＿＿＿＿＿＿＿＿＿＿＿＿＿＿＿＿＿＿＿＿＿
(g)監護人資料
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間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提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監護人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此項資料必須閱讀及簽署)
1.
Sunstar Creation Limited (MusicFriendly 音域樂坊之商標註冊公司) 致力保障家長及學生的個人資料私隱，所有提供的個人資料只會用作學校音樂
課程的跟進及紀錄用途。
2.
Sunstar Creation Limited 承諾除非獲得家長批准，否則不會將個人資料提供予第三者進行直銷用途。
3.
家長所提供的個人聯絡資料(電話號碼、電郵地址及住宅地址)會用於 Sunstar Creation Limited 所舉辦的有關音樂教育或樂器之推廣及銷售。
□ 本人不同意 Sunstar Creation Limited 使用個人資料作出以上之推廣及銷售。
查閱及更正資料
您有權要求查閱或更正本機構所持有關於您的個人資料。如您希望查閱或更正您的個人資料，請聯絡本機構職員，電話 31068346，
Whatsapp：66294594／55248338，電郵：enquiry@musicfriendly.com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