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 生 簡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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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仔 駱克道 280 號 平霖商業大廈 7 樓 

7/F., 280 Lockhart Road,  
Ping Lam Comm. Bldg., Wanchai, HK 

    電話 Tel﹕ 2575-5772 

    傳真 Fax: 2834-5697 

    手提電話 Mobile Phone：94360167 

網址 Web Sites: unitedacademymusic.com 

電郵 Email:  

yiuhonfai@unitedacademymusic.com 

 
校監，校長﹕姚漢輝 
奧地利維也納音樂院,香港演藝學院畢業 

 

聯合音樂院及課程介紹    

聯合音樂院是由王光正老師及楊瑞庭老師等人於 1969

年創辦，並於 1996 年由姚漢輝先生接手管理。在 40多

年裡，我們一直堅持著以普及與提高音樂教育為宗旨。

我們以專業及用心的教學培養小童、青少年及業餘音樂

愛好者對音樂的興趣，使學生們可充分發揮其特長及增

強其自信心，進一步提高本身的文化修養，在人生的道

路上，踏出成功的一步。 

本學院設備齊全，環境舒適，並由本院校長姚漢輝先生

親自執教。姚漢輝先生早年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並曾

經留學奧地利維也納，畢業於維也納音樂院，有二十多

年教學經驗。除姚校長外，同時亦聘請了十多位畢業於

各大學院及專業文憑資深導師從旁悉心教導。本院採用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及聖三一音樂院之專科教程，配合獨

特的教學方法，確保學生在嚴格培訓下，可達到專業水

準。成績優良之學生可安排保送英國皇家音樂學院及聖

三一音樂院之公開試。 

本院之音樂課程主要分為樂器與樂理。樂器選科由經驗

豐富及高資歷的導師任教。針對每種樂器的演奏姿勢以

及基本功加以訓練，和中西名曲之演繹技巧。個別上課﹐

也可自組小組形式上課。隨時可報名入學﹐時間與該科

教授相約。學生亦可保送參加英國皇家音樂院，或三一

音樂院之術科考試，而過往之考試成績優良。至於樂理

方面，課程根據英國皇家音樂院所定的樂理考試內容，

課程由淺入深，中英兼顧，合格率高。適合任何年齡之

人士就讀。課程分為第五級班及第八級班，第五級班為

期三個月，第八級班為期七個月。另設有個別及小組課

程，上課時間活動自由。 

 

樂理班樂理班樂理班樂理班    
英國皇家音樂院樂學理試班英國皇家音樂院樂學理試班英國皇家音樂院樂學理試班英國皇家音樂院樂學理試班    

（一） 第八級﹕（考試日期為每年的二月、

六月及十月。學費分兩期繳交﹐每期

學費$2,700） 

(星期五)下午七時至八時半 

(導師﹕姚漢輝) 

（二） 第五級﹕（考試日期為每年的二

月、六月及十月。全期十二課共廿

四小時，學費$2,100） 

(星期六)下午一時至三時  

(導師﹕姚漢輝) 

開課日期請參考本院網頁或至電本院 

以上各級將參加皇家音樂院理論科考 

 

香港中學文憑香港中學文憑香港中學文憑香港中學文憑 DSE 音樂科音樂科音樂科音樂科    
本課程是依據最新的香港中學文憑音樂科

課程內容編制。課程規劃以聆聽、創作及演

奏為主，由中四至中六分三年學習。課程中

導師會把為學生作校內評估之成績交由學

生就讀之學校處理。個別上課﹐或由學生們

自成小組上課﹐隨時可報名入學﹐但應與就

讀之學校商量。上課時間與校方相約。 

 

AmusTCL 樂理班樂理班樂理班樂理班    
本課程內容完全依據聖三一音樂院最新

定的 AmusTCL 內容編制上課。考試日期

為每年的五月及十一月。須有八級樂理程

度。 

個別上課﹐隨時可報名入學﹐時間與教授

相約。 

(導師﹕姚漢輝) 



選科學費表 

 
每月學費（四課計算） 

 

學費應於每月初(第一課)繳交 

 

鋼琴﹑小提琴﹑大提琴﹑古典結他﹑ 

西洋長笛﹑牧童笛﹑色士風﹑ 

小號﹑雙簧管等 

Piano, Violin, Cello, Classical Guitar,  
Flute, Recorder, Saxophone,  

Trumpet, Oboe 
級別 / 學齡 30 分鐘 45 分鐘 1 小時 

GRADE 30 min. 45 min. 1 hour 

1 $690.00 $920.00 $1,150.00 

2 $720.00 $970.00 $1,200.00 

3 $760.00 $1,010.00 $1,270.00 

4 $810.00 $1,080.00 $1,350.00 

5 $860.00 $1,130.00 $1,470.00 

6  $1,220.00 $1,520.00 

7  $1,300.00 $1,630.00 

8   $1,830.00 

ATCL,DipABRSM   $1,950.00 

LRSM,LTCL   $2,100.00 

FTCL   $2,250.00 
 

 

民歌結他﹑二胡﹑琵琶﹑古箏﹑笛子等 

Folk Guitar, Chinese Instruments 
級別 30 分鐘 45 分鐘 1 小時 

GRADE 30 min. 45 min. 1 hour 

第一年 $690.00 $920.00 $1,150.00 

第二年 $760.00 $1,010.00 $1,270.00 

第三年 $860.00 $1,130.00 $1,470.00 

第四年  $1,300.00 $1,630.00 

 
 

聲樂 Vocal 

級別 30 分鐘 45 分鐘 1 小時 

GRADE 30 min. 45 min. 1 hour 

1 $690.00 $920.00 $1,150.00 

2-3 $760.00 $1,010.00 $1,270.00 

4-5 $860.00 $1,130.00 $1,470.00 

6-7  $1,300.00 $1,630.00 

8  $1,450.00 $1,830.00 

ATCL, DipABRSM   $1,950.00 

LRSM,LTCL   $2,100.00 

FTCL   $2,250.00 
 
 
 

音樂理論 Music Theory 

科目 Subject 45 min. 1 hour 

第五級 Grade 5 $990.00 $1,180.00 

第八級 Grade 8 $1,250.00 $1,490.00 

DipABRSM, ATCL 音樂分析 $1,430.00 $1,710.00 

LRSM, LTCL 音樂分析 $1,540.00 $1,850.00 

FRSM, FTCL 音樂分析 $1,800.00 $2,150.00 

AmusTCL $1,480.00 $1,790.00 

LmusTCL $1,550.00 $1,870.00 

第 1-4 級耳聽 Aural Test $1,150.00 $1,350.00 

第 5-6 級耳聽 Aural Test $1,190.00 $1,430.00 

第 7-8 級耳聽 Aural Test $1,350.00 $1,610.00 

高級耳聽 Ear Test $1,540.00 $1,850.00 

音樂電腦 Computer Music $1,480.00 $1,790.00 

和聲及對位  

Harmony and Counterpoint 

$1,480.00 $1,790.00 

編曲 Arrangement $1,480.00 $1,790.00 

音樂分析 Analysis $1,480.00 $1,790.00 

作曲 Composition $1,540.00 $1,850.00 

作曲 LTCL Composition $1,540.00 $1,850.00 

作曲 FTCL Composition $1,800.00 $2,150.00 

指揮 Conducting $1,350.00 $1,610.00 

鍵盤和聲 Keyboard Harmony $1,350.00 $1,610.00 

香港中學文憑 HKDSE $1,250.00 $1,490.00 

    

學生須知學生須知學生須知學生須知    

    

註:報名請帶備相片乙張、 

學費及報名費二十元。 

 
 

本院導師資歷 
姚漢輝―維也納音樂院,香港演藝學院,LRSM 

楊逸森―香港中文大學 LTCL,FTCL 

馮平北―維也納國立音樂院 

張福天―香港演藝學院 

王愛雯―維也納音樂院 

何永佳―加拿大皇家音樂院,荷蘭烏特勒音樂院 

黃美蓮―LTCL,FTCL 

梁家偉―香港演藝學院 

王振芳―中國瀋陽音樂院 

馮小敏―香港演藝學院 

吳穎祈―ATCL 

張美鈺―ATCL 

1. 有事或有病缺課者需要廿四小時前請假，否則院

方及導師不負補課之責，而該日之課則作為已上

課論。 

2. 聖誕節、農曆新年〈七天〉、中秋節、端午節、

清明節、重陽節：以上假期院方須依例放假，放

假當天的學費順延到下星期或安排補課。其他假

期則照常上課或安排補課。 

3. 當天文台懸掛一號或三號風球時，本院照常上

課，但如學生因颱風不能上課則可安排補課。當

懸掛八號或以上風球，本院全面停課。當天的學

費可順延到下星期或安排補課。 

4. 當天文台發出黃色或紅色暴雨警告時，本院照常

上課，但如學生因暴雨不能上課則可安排補課。

當天文台發出黑色暴雨警告時，本院全面停課。

當天的學費可順延到下星期或安排補課。 

5. 學生應於每月初或第一堂繳交學費，如用劃線支

票，抬頭請寫上【聯合音樂院】。 

6. 如學生未有考試，學費將按年升級。但如已報考

試，則報考時已算該級別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