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樂

室主主

本課程旨在鼓勵考生養成聆聽音樂的良好習慣，發展考生對音樂的
讀寫能力，和對西洋及中翻音樂文化具一般的認論。考生須對中西

音樂有 2藍本的瞭解。

說益及其

考試包括下列必考試卷，

卷一 術科測驗 的% 約 I 0分鐘

卷二 聆聽測驗 25% Ji,小時

卷三 音樂理論及歷史 25+35% 3小時

絲一：衛科測驗 ( 15 %) 

本卷的目的在測試考生的一般音樂修餐，考生只須具有幸登基本的器

樂或發樂技巧，較高程度者可獲較高分數。

考生須做別參加約十分鐘約考試，包括演奏陽當瘋格相真的自選

齒。此外，考生亦須作說奏測驗。

考~ 1lJ 用任何中閱或西洋樂器應考。如考生還考爾首樂嶺，亦可選

用不同的樂擺演奏。徐鋼琴外，考生須自備樂器。如須覓人伴奏，

亦須自行洽筒。報名嗨，考生須填報所選考的樂器。此外考生亦須
將一份樂譜§＇， 女主考。

考生如持辛苦英國皇家音樂縈繞（或其他間等程厚重如倫敦草屋去一音樂

學說或 Guildhall School of Music & Drama 或北京中央音樂學院中關器樂
等）樂器或發樂術科約問級或以上程度的證霄，草克衛科音樂修養考

試合絡蓋章番，則可 "1 g吾兔考本卷。考~累加拿大多倫多 E畫家音樂學

院五級或以上的術科考試合格成鑽，亦可申請免考本試卷（見下）。

但考生必須在報名縛，提交該等考試成續發言書劉本（或在考試當年

的一月十五日或以前呈交考5月 1 瀉。）該等考試成總將按照下表評分，

滿分為十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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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多倫多 北京中央音樂學院英關皇家音樂學的院
察家音樂學院 （中樂） 所獲分數 

(P ~合格， M~ 良好， D m優異）

五級（P,M&D) 自級（P, M & D) 問級（P, M & D) 8 分

六級（P, M& D) 五級（P, M & D) 1王級（P,M&D) 9 分

七級（P& M) 六級（P, M& D) 六級（P&M) 10 分

七級（D) 七級（P, M& D) 六級（D) 11 分

八級（P& M) 八級（P&M) 七級（P&M) 12 分

八級（D) 八級（D) 七級（D) 13 分

九級（P& M) 九級（P&M) 八級（P&M) 14 分

九級（D) 九級（D) 八級（D）或以上 15 分

金斗斗民盤還［基金（ l 叫峙） (25%) 

本有聲旨在測試考生對音樂有哥哥還紋的星星史背景的聆聽能力。考生須

衛答有鞠三萬西洋音樂選段及一替中國音樂選段的問題。每首選段

播放不會超過三次，立主 E育能會提供樂詣。有關擬題能星星如下﹒ 

( a) 節奏 

( b ) 自恩佐 

( c) 旋律 

( d ) 和喜事 

( e ) 樂器學 

( f) 曲式 

( g ) 層次組合 

( h } 廢史背景

卷三：音樂理論及廢史（ 3 小將） (60%) 

甲項 裂主主（ 1 " ）小將 25% 

本項旨在測試考生音樂創作能力及主基本旋律／和靜的寫作技巧。考

生須對一般管弦樂器的音域特所認識。

（的 根據支題及變奏或續寫及完成所提供的旋律概念寫作舉行旋
律。 

( b ) 簡單副部和聲。

所有上述寫作技巧可能包括簡單串串調至有關的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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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項	 鼓鼓援盟主（ 1'川、將） 35% 

考生須在本項作答（ a ）部 監逆主義的一般問題，並須選撐（ b ）都史

盟笠裝或（ c ）都籃拉盒盞，解答幾個簡短閥題。（ b ）郭中綴音樂用中

文擬題，考生須用中文作答。

（叫	 道沒支援 25% 

本部旨在測試考生對音樂的讀寫能力，及對西洋音樂史的一般知識。

考生須， 

( i ) 	 對各種音樂風格具一般知識，並能對音樂史上約巴洛克樂

期、古典樂期、浪漢樂期、印象主義、新古典三主義及之十世
紀有代表性的傑出作品有所認裁。考試根據下列作品擬燼。

住過豆豆 在＆ 

Vivaldi 'Spring' from The Four Seαsons 

J. S. Bach Can峙的 No. 140 'Wachet auj, rujt uns die Stimme ’ 

Handel Concerto Grosso in Bf/at, Op.3 No.I (HWV 312) 


Haydn StringQuar甜的 D, Op.64 No.5 'Lα阱， （Hob. lll/63) 


Beethoven Symphony No. 5 c minor 


Mozart Sonata in G for Violin and Piano, K379 


Schubert Erlkonig D 328, Die Fore/le D550 and Der Tod und das 

Madchen D 531 

Chopin Polo間ise in A：月at majoκ Op. 53 

Smetana 'V/tava '(The Moldau) from Ma Vf的， t (My Country) 

Wagner Tris的n und Isolde, Prelude 

Bmt凸k Piano Concerto No. 3 

Stravinsky Petrushka 

Gershwm Rhapsody in Blue 

( ii ) 熟習 :t要樂憲章，議能用樂例討論，例如 娥格鈞、大協奏的、

子申劇（神也）、 j宵日昌劇（清H昌油）、組獵、序曲、奏鳴曲、獨奏

協奏控告、交響曲、交響詩、聯篇歌油及歌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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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 ( b) 史鼓鼓豆豆	 10% 

本部旨在測試考生中瀏音樂約義本知識和鑑賞能力。

考生須 

( i ）熟習樂輝、樂器、音樂背景及下列作品的演奏方式， 

I. 獨奏 

i）傳統也白

墾互遠 處且

古琴曲	 (1修／(jc=弄 J

﹝張子草鞋獨奏， HUGO Production, HRP7139-2] 
﹝林友仁獨奏， HUGO Production, HRP71衍，2]
﹝衛（中樂獨奏， ROI Productions，闊”96JOI0-2C﹞

琵琶 Elli	 f陽春白雲﹜［ 31. 危﹛膠卷函﹜ 1 

﹝何樹鳳獨奏，中閥唱片中國樂務大全﹒

琵琶卷，卷二 CCD-92/195] 

i衛﹛中樂獨奏， ROI Productions, RB-961010-ZC] 
﹝ gt昔冗獨勢， ROI Productions, RA-93 J 005C] 

ii）現代作品

袋里主 盛其

二胡獨奏 劉天發： (Ii宇 cp~會 J
﹝將風之獨奏， ROI Productions, RB-941008-2C] 
i王國滋獨奏， HUGO Production, LT4006-2} 
﹝種“中樂獨奏， ROI Productions, RB-961。”，2C]

的直在獨奏 ﹛牧民新歌﹜鱗廣易、王志偉的 

簡單實易演奏，彭修文／中單單路播民族樂關 

1 二泉映月”，香港中獨唱片／ EM!, 1980 。 

(EM! CD-6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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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電易演變

“中關音樂大全／筒子發／卷四” ，北京．
中獨唱片， 1992 。（中單單唱片 CCD 94/353) 

杖沖演奏，夏飛室里／上海音樂學院民族樂串串

伴奏
“關蘭逢譽”，香港雨果， 1989 ° （結UGO 狂RP 

752-2) 

JI. 合賽 

i）傳統的自

墾豆豆 血且

廣東音樂 般老烈 f事.7( f!J!t} 
[i；尤偉等演奏， HUGO Production, HRP-729-2] 
﹛廣州音樂園等演奏，百利唱片（Bailey 

Record), BCD-90012] 

ii）現代作品 

籃里是 且旦

大型書是聽 ﹛瑤族舞曲﹜

合奏 錄音， （~穿灰其實db ｝ 一中國廣撥民族樂巔，

彭修艾指揮（HUGO HRP760-2) 

聞單迺思： O.ft品嘗ff}

﹛鏘迺忠指揮積港中樂閣，肇星Z 唱片 

CD-30025} 
﹛憾~§吉指擦中央民族樂觀，中國嗯片 

CCDφ88-021 ﹞ 

( ii ) 須樹答上述各項有串串的事基本世日鐵網路。

（本部將以中文擬灣立立褻求考生用中艾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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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且 ( c ) 道找笈星星 I 0% 

本部旨在測試考妥當代音樂的一般知識和盡量賞能力。此都包括香港

及西洋作註畫家的作品。

考生須嚮答有關下列作品約曲式，背景及遞舟樂器的技巧，

住處豆豆 

Penderecki 

John Adams 

George Crumb 

林樂靖

線永釀

練永華

練錦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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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丘年 

Th月nody for the Victims ofHiroshima 

{Conifer CDCF 168] 

[Philips 412 日 30-1]
 

Chamber Symphony, I st movement 

Ancient Voices ofChi/,申明 （I st Movement} 
[Elektra Nonesuch 7559-79149-2] 
《昆蟲世界﹜ 

{HUGO Production, HRP 7147-2] 
f潑墨仙人﹜
 

[Ink Spi巾，香港中樂劉 l
 

f長磁﹜ （Morning Sun) 


[HUGO.HRP795-2] 
Of!!.是事F可心 J 為學苦奮智和錄音帶而作 

(lnnerutterance) for solo clarinet & tape 
{New Music Hong Kong Highlights Vol. 3, HKCG, CGCD-9403] 
[DtimalaRecords, DR 99-347-02, h位p://www.dnmala.com/ 「L 

Beyond Noend with Erran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