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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一樂器」計劃 

 

敬啟者：本校一向重視學生在各方面之均衡發展，除日常課堂外，亦鼓勵學生參加有益身心之課外活

動，以達到調劑生活及陶冶性情之目的。為此，本校於中一級推行「一生一樂器」計畫，所有中一級

學生必須參加至少一項音樂訓練，其他級別同學亦可自行參加。為減輕同學負擔，本校將撥款資助此

項計畫，同學只需繳付低廉學費，即可參加。至於同學所學之樂器，可自行購買或由校方代購。 

 

音樂訓練班細則如下： 

西樂(全年 20 節) 

(每節 1 小時) 
學費 (全年) 上課時段 樂器訂價 (折實) 

名額 

(每節) 

小提琴班 $1000 星期三 下午 3:45 – 4:45 小提琴 約$600 

中提琴 約$1100 

10 人 

中提琴班 / 大提琴班  $1000 星期三 下午 4:45 – 5:45 10 人 

長笛 / 單簧管 / 色士風 
$1000 

星期二 下午 3:45 – 4:45 
長笛(YFL222)$3420 

單簧管(YCL255)$3870 
10 人 

木結他 
$1000 星期三 下午 3:45 – 4:45 

星期三 下午 4:45 – 5:45 

$700(C70, 連袋) 

教材$80 
10 人 

中樂 (全年 20 節) 

(每節 1 小時) 
學費 (全年) 上課時段 樂器訂價 (折實) 

名額 

(每節) 

二胡進階班 

二胡初班 

$1000 星期三 下午 3:45 – 4:45 

星期三 下午 4:45 – 5:45 
二胡 $980 10 人 

笛子進階班 

笛子初班 

$1000 星期三 下午 3:45 – 4:45 

星期三 下午 4:45 – 5:45 
笛子 (G 調) $160 10 人 

琵琶 $1000 星期三 下午 3:45 – 4:45 琵琶 $1800 10 人 

揚琴 $1000 星期三 下午 3:45 – 4:45 揚琴連架 $3960 10 人 

中阮 $1000 星期三 下午 3:45 – 4:45 中阮 $1560 10 人 

敲擊 $1000 星期三 下午 3:45 – 4:45 鼓棍 約$100 10 人 

流行音樂 學費 (全年) 上課時段 樂器訂價 (折實) 名額 

無伴奏合唱班 (適合初學者) $1000 星期二 下午 3:45 – 4:45 / 12 人 

 

另外，本校亦設有多個合奏或合唱校隊，歡迎各級別有相關樂器基礎的同學加入，詳情如下: 

 

合奏/合唱校隊 學費 (全年) 排練時間 

無伴奏合唱隊 $300 星期二 下午 4:45 – 5:45 

木管樂小組 (長笛/單簧管/雙簧管/巴松管) $300 星期二 下午 4:45 – 5:45 

弦樂小組 (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大提琴) $500 星期一 下午 3:45 – 5:45 

結他小組 $500 星期四 下午 3:45 – 5:45 

古箏團 $500 星期二 下午 3:45 – 5:15 

中樂團 $500 星期三 下午 4:45 –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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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各音樂訓練班及校隊只設實體課，中一級跨境同學請自行安排學習樂器。 

2. 請於九月十六日或之前回覆; 

3. 如上述活動之收費未足以支付所有支出, 則餘額由「全方位學習津貼」資助 

4. 如有任何問題，請致電 2672 6820 向雷嘉慧老師查詢。 

 

    此致 

各位家長 

                                                     香港道教聯合會 

                                                          鄧顯紀念中學校長  黃信德 

二零二二年九月八日 

 

------------------------------------------------------------------------------------------------------------------------------------- 

 

回條 

 

敬覆者： (請以✓表示) 

 

   ※ 敝子弟欲參加  小提琴班 / 中提琴班 / 大提琴班 / 長笛 / 單簧管 / 色士風 / 木結他 / 

二胡進階 / 二胡初班 / 笛子進階 / 笛子初班 / 琵琶 / 揚琴 / 中阮 / 敲擊 / 無伴奏合唱 班。 

 

※ 敝子弟加入校隊訓練：無伴奏合唱隊 / 木管樂小組 / 弦樂小組 / 結他小組 / 古箏團 / 中

樂團。  

 

※ 敝子弟不會參加 貴校之樂器訓練班。  

 

 

  此覆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校長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__________學號: 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二二年九月   日 

 Ref: 2223-LWLG-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