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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藝坊 - 恆常課程

視覺藝術

Junior Artist-幼兒藝術家   

從藝術創作過程中學習掌握初步的藝術技巧，能有效發展大小手肌及剌激感官。從日常生活 
至美術史中發掘和培養幼兒對藝術的興趣。（部分工具由導師代購）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對象 限額 費用(按月收費)

HVGJAA-MM/YY FRI 16:45-18:00PM 3-5歲 6人 $160堂

Senior Artist-兒童藝術家   

從日常生活以至近代歷代藝術主題中誘導他們獨立思維，創作他們獨有的作品，並在 創作中 
學習繪畫的基礎技巧構圖上色技法等 ...（部分工具由導師代購）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對象 限額 費用(按月收費)

HVGSAA-MM/YY SAT 10:30-11:45AM 6歲以上 6人 $170堂

青少年/成人視藝班  

訓練學員對所見形象之構圖、比例、線條、形態、空間感、質感等理論。

課程內容： 素描、水彩、木顏色、塑膠彩、乾粉彩、炭筆等 ... 學習各類美術基礎 
（部分工具由導師代購）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對象 限額 費用(按月收費)

HVG01A-MM/YY FRI 18:30-20:30PM 18歲以上成人 6-8人 $240堂

HVG01B-MM/YY SAT 12:00-13:30AM 12歲以上青少年 6-8人 $200堂

城市速寫班  

速寫是快速的素描，以簡單的線條勾勒出輪廓形態。是學習繪畫的入門，同時也能培養觀察 
與審美的能力。部分課程會外出進行，走到城市的每個角落取材。（部分工具由導師代購）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對象 限額 費用(按月收費)

HVG02-MM/YY SAT 14:00-15:00PM 青少年 /成人 6-8人 $200堂

專科美術課程  

各類專科畫班課程按月收費，歡迎自行組班。（部分工具由導師代購）

科目 素描(HVI01) 炭筆(HVI02) 水彩(HVI03) MARKER(HVI04) 塑膠彩(HVI05)

時間 （A）成人2 小時 /（B）青少年1小時30分鐘

開班人數 2人成班 2人成班 3人成班 3人成班 3人成班

(A)成人費用 
(按月收費)

$230堂 $230堂 $250堂 $250堂 $250堂

(B)青少年費用 
(按月收費)

$210堂 $210堂 $230堂 $230堂 $230堂

體驗傳統藝術   開創當代視野

體驗傳統藝術   開創當代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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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小組
LCM Stave House幼兒音樂課程  

Stave House教學是漸進式的，適合於初學音樂及樂器的小孩子。它使用一系列富有創造性的角
色，孩子們通過講故事和童謠進行學習。Stave House教學共有四級，適用於所有樂器。為孩子
們提供持續一生的音樂知識和工具。StaveHouse已被英國西倫敦大學音樂學院認證。LCM的製
定了Stave House的標準，而學習Stave House的小朋友也可以參加LCM評估，這將標誌著音
樂上進階。（由LCM Stave House認可導師任教）

課程編號 級別 日期 時間 對象 限額 費用(按月收費)

HMG02A-MM/YY Award 1 SAT 09:45-10:45AM 3-4歲 6-8人 $200堂

HMG02B-MM/YY Award 2 SAT 11:00-12:00PM 4-5歲 6-8人 $200堂

HMG02C-MM/YY Award 3 SAT 12:00-13:00PM 5-6歲 6-8人 $200堂

*每級24堂

鋼琴 HMI01
小提琴HMI02 /長笛HMI03 /薩克管HMI04 / 

古典結他HMI05 /電結他HMI06

30MIN 45MIN 60MIN 30MIN 45MIN 60MIN

GRADE 1 $140 $210 - GRADE 1 $175 $215 $290

GRADE 2 $150 $220 - GRADE 2 $185 $230 $310

GRADE 3 $165 $235 - GRADE 3 $200 $240 $330

GRADE 4 - $255 $335 GRADE 4 - $260 $360

GRADE 5 - $285 $350 GRADE 5 - $285 $380

GRADE 6 - $335 $390 GRADE 6 - $310 $400

GRADE 7 - $390 $455 GRADE 7 - $360 $450

GRADE 8 - $450 $525 GRADE 8 - $400 $480

樂藝坊 - 恆常課程

流行結他彈唱HMI10 /UkuleleHMI11 /聲樂HMI12

30MIN 45MIN 60MIN

Introiduction $180 $240 $295

Elementary $210 $275 $320

Intermediate - $300 $360

Advanced - $345 $410

樂理HMI13

GRADE 1-5 $160 - -

GRADE 5-8 $230 $310 $400

拉尼琴HMI14 拇指琴HMI15

30MIN $250 30MIN $130

音樂（西洋樂器）
流行鼓HMI07 /大提琴HIM08 /小號HMI09

30MIN 45MIN 60MIN

GRADE 1 $180 $220 $300

GRADE 2 $190 $235 $330

GRADE 3 $200 $260 $350

GRADE 4 - $290 $365

GRADE 5 - $305 $380

GRADE 6 - $335 $400

GRADE 7 - $365 $450

GRADE 8 - $390 $500

租用練習室

30MIN 1 HOUR 5 HOUR 10 HOUR

琴房 HM01 $20 $36 $180 $350

鼓房 HM02 $100 $150 $670 $1200

歌唱 HM03 $40 $60 $280 $540

體驗傳統藝術   開創當代視野

體驗傳統藝術   開創當代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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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藝坊 - 精選課程

演說與溝通 

71 屆校際朗誦節賽前訓練班   

專為校際朗誦節比賽而設，專材專教，直接聚焦比賽誦材，根據比賽要求進行針對性訓練。 著重聲音

控送、咬字發音、意境欣賞、表情達意。同學除直接強化比賽之演繹能力、奪取突出成績外，也間接提

升對優秀文學作品之欣賞和遣辭用字之運用能力。課程可提升學生朗誦及表達能力，養成良好的閱讀習

慣、演講才華，從而訓練學生的朗讀技巧及發音，增強自信心，大展所長！

中文朗誦 （粵語）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對象 限額 費用

HCG01A0919 26/09 - 31/10（THU） 16:00-17:00PM P.1-P.3 3-4人 $1300

HCG01B0919 26/09 - 31/10（THU） 17:00-18:00PM P.4-P.6 3-4人 $1300

HCG01A1119 07/11 - 12/12（THU） 16:00-17:00PM P.1-P.3 3-4人 $1300

HCG01B1119 07/11 - 12/12（THU） 17:00-18:00PM P.4-P.6 3-4人 $1300

中文朗誦 (普通話)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對象 限額 費用

HCG02A0919 20/09 - 25/10（FRI） 16:30-17:30PM P.1-P.3 3-4人 $1300

HCG02B0919 20/09 - 25/10（FRI） 17:45-18:45PM P.4-P.6 3-4人 $1300

HCG02A1119 01/11 - 06/12（FRI） 16:30-17:30PM P.1-P.3 3-4人 $1300

HCG02B1119 01/11 - 06/12（FRI） 17:45-18:45PM P.4-P.6 3-4人 $1300

英文朗誦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對象 限額 費用

HCG03A0919 25/09-30/10 （WED） 16:10-17:10PM P.1-P.3 3-4人 $1300

HCG03B0919 25/09-30/10 （WED） 17:15-18:15PM P.4-P.6 3-4人 $1300

HCG03A1119 06/11-11/12 （WED） 16:30-17:30PM P.1-P.3 3-4人 $1300

HCG03B1119 06/11-11/12 （WED） 17:45-18:45PM P.4-P.6 3-4人 $1300

升中面試班
為學生提供全面的個人和小組面試訓練，教授不同的實用面試技巧，如一般對答技巧、社交禮儀、創意題回答技巧、時事題分
析、小組討論等。課程包括模擬面試示範，讓學生從中實踐面試技巧、提升應變能力及自信心和了解自己的弱點加以訓練。一
般面試訓練班著重試題分析和答題技巧，但我們的訓練是著重自信提升、獨立思考和創造力訓練，使學生不是死記硬背答案，

而是表現自信和靈活作答。 （粵語）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對象 限額 費用

HCG01A0919 05/10-23/11 （Sat） 14:30-16:00PM P.5 6-10人 $1440/8節

*23/11/2019 為模擬面試

*歡迎查詢自組班時間，或個別授課。

體驗傳統藝術   開創當代視野

體驗傳統藝術   開創當代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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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藝坊 - 專業証書課程

STEM 導師証書課程

簡介： STEM代表著科學（Science）、科技（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及數學（Maths）的教學活動。教育局近年
在中、小學積極推行STEM，旨在培育更多科研及科技相關的人才。

對象： 中、小學老師及STEM教學工作者

課程： 由香港科技大學培育專業導師教授，旨在培訓中、小學老師如何在校內開展STEM教育課程，並利用不同範疇的技
術，包括3D打印、電子電路設計、編程和產品設計概念與實踐，讓學生加強在整合和運用STEM知識和技能，並培
養創造力、協作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 內容在本地中小學開展STEM課程的經驗分享

• 把STEM與現有科目連接

• 配合學生對STEM學習的興趣

• STEM教學教材、教具和設備的選擇

• 產品設計方法及如何在STEM課程內實踐

• 帶領同學參加STEM活動和比賽

• STEM重點課題介紹與體驗

• 3D打印和立體設計的繪圖技巧

•  電路設計（Arduino、Micro:bit和感應器的整合）

• 編程技巧（C++, Scratch and App Inventor 2）

• 人工智能和AR/VR/360編程及生活應用

• 介紹各種STEM設備的應用（包括3D打印機，鐳射切割機，創意剪裁機及3D筆等）

證書： 學員成功修畢課程，出席率達75%或以上，獲頒發課程證書。

備註： 課程設有3D立體打印機等現場製作示範，並為每位學員提供電腦，亦歡迎學員自備手提電腦。

 完成課程後，學員可銜接 「STEM教學及應用培訓進階課程」。

導師： iSTEM資深STEM課程導師，香港科技大學高級教授及香港數碼港培育支持，

 曾於本地大學、中小學及教育局教授STEM課程。

日期： 2019年10月 25日 , 11月1, 8, 15, 22, 29,日（逢星期五）

時間： 6:30pm - 9:30pm（每節3小時課）

人數： 16位

費用： $3600（包括課程修畢證書）

備註： 學員可自備電腦 /平板

成就未來科技專才 先為自己成為 科技教學人才

音樂導師文憑專業進修課程

許多有才華的音樂家為了讓音樂得以傳承，選擇成為音樂導師。音樂家有其專長的演奏樂器和理論，在精通演奏的同時，具
備不同的教學方法，而教學技巧就師承他們的老師。該課程是系統性的，由倫敦音樂學院經驗豐富的考官John Hooper博士
主講。本課程適合初入職及現職音樂老師報讀，它將為音樂教師提供更有效的教學技巧。具認證的老師可給予學生一個信心 
保證。

課程編號 導師文憑課程 入學要求 限額 費用

HMG02A-MM/YY

由英國倫敦音樂學院的資深考官授課
課程包括音樂教學技巧，音樂教學法和評估技巧
著眼考取倫敦音樂學院大學文憑考試
加入專業音樂教師網絡
成功完成LCM證晝
獲得倫敦音樂學院的認證

LCM或相關機構 樂器八級或以上
LCM或相關機構 樂理八級或以上
有志從事音樂教育及對音樂教育充滿熱誠
從事音樂教學2年或以上

8-12人 $16100

體驗傳統藝術   開創當代視野

體驗傳統藝術   開創當代視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