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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

Music Room @ Central
二位小演奏家李緯彥(Cotton)
，及劉傲山
李緯彥

(Claudia)

成功擊敗眾多對手，
成功擊敗眾多對手，成為香港演藝學院小提琴及鋼琴學生！
小提琴及鋼琴學生！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Claudia 年紀小小已獲獎無數，
年紀小小已獲獎無數，今年更連獲校際比賽
三項冠軍！
三項冠軍！包括鋼琴獨奏，
包括鋼琴獨奏，合奏及小提琴獨奏！
合奏及小提琴獨奏！其與
生俱來的音樂天份加上 Miss Ho 的悉心教導，
的悉心教導，讓
Claudia 成功進入香港
成功進入香港演藝學院
香港演藝學院，
演藝學院，展開其光輝的音樂
旅程！
旅程！

經過四年的鋼琴訓練，
經過四年的鋼琴訓練，Music Room 成功開發
了 Cotton 的音樂感及建立了他的自信心！
的音樂感及建立了他的自信心！這
些優勢讓 Cotton 學習小提琴時更容易發揮所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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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應
我們應 DBS 星展銀行邀請於
星展銀行邀請於 Conrad 港麗酒店舉行『
港麗酒店舉行『大腦潛能檢測活動』
大腦潛能檢測活動』
這是 Music Room 首次與銀行界合辦
『大腦潛能檢測活動』，
大腦潛能檢測活動』，當日參加的
』，當日參加的
客戶反應非常熱烈
客戶反應非常熱烈！
反應非常熱烈！

空前成功！
成功！

Music Room 的專業分析師
Jesse 細心地
細心地為客人分析指紋。
為客人分析指紋。

客人經過是次活動後，
過是次活動後，都能透過皮紋
都能透過皮紋更加了
透過皮紋更加了
解自己及
解自己及子女的先天潛能分佈，
子女的先天潛能分佈，從而適當的
投放資源，
投放資源，增強補弱！
增強補弱！為升學、
為升學、就業等作出
最好的安排！
最好的安排！

排隊體驗『
排隊體驗『大腦潛能檢測』
大腦潛能檢測』的客人
真的多不勝數
真的多不勝數！
勝數！人山人海的場面不
時出現！
時出現！

莫老師及曹老師的
美國進修之旅
MusicRoom 莫老師及曹老師於暑假特地
遠赴美國
美國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進修
Dalcroze Eurhythmics 證書課程。
課程內容包括
1. 提昇「聽」、「唱」、「體覺」、「視
覺」及「呼吸」以增進並改善學習方法及
目標。
兩位老師學成後更立刻學以致用，將這些
新元素帶到 MusicRoom 各個課程中，讓
學生們更具自信，
學生們更具自信，正面而又針對地
正面而又針對地學習音
而又針對地學習音
樂！以最自然的方法體驗音樂之美！
以最自然的方法體驗音樂之美！

2. 以刺激大腦「思考」空間，解決及調節
彈琴技巧。
3. 提昇學生之學習興趣、動機、音樂感、
反應及表演能力。

Music Room 連串的
連串的暑期課程活動於
暑期課程活動於家長、
家長、老師及學生們的一片歡呼聲中
老師及學生們的一片歡呼聲中
完滿結束！
完滿結束！參加者
參加者對各項課程也讚不絕口
各項課程也讚不絕口！
讚不絕口！家長更多謝
家長更多謝 Music Room 讓學
生們過了一個充實
過了一個充實、
一個充實、愉快又
愉快又瀰漫著
瀰漫著音樂氣息的暑假
音樂氣息的暑假！
暑假！
(Note Reading)『
Reading)『

』
Young Performer Music Day Camp

資深音樂老師 Lillian Chow
透過活動
透過活動形式
活動形式，
形式，由同學們
在巨大的五線譜上扮演音符，
在巨大的五線譜上扮演音符，

『Note Reading，
，無難度！
無難度！』
考

Mock Exam

Mr. Bob Diefendorf 以深入淺出的
遊戲教授演奏風範
遊戲教授演奏風範，
教授演奏風範，音色控制和情
感表達等技巧，
感表達等技巧，讓同學們在歡愉的
氣氛下啟發無盡
氣氛下啟發無盡的音樂潛能
啟發無盡的音樂潛能！
的音樂潛能！，

家

考
Music Room
的皇牌課程，
的皇牌課程，經海外大師的
經海外大師的重點
指導後，
指導後，同學們一方面能應付考
同學們一方面能應付考
試壓力，
壓力，多倍機會面對考試，
多倍機會面對考試，增
強自心
強自心，務必能在臨場
能在臨場發揮最好
臨場發揮最好
水準，
水準，取得佳績！
取得佳績！

級

考

課

Music Room 的五級樂理課程於暑
假成功地完成了一般以半年時間準備
的考試範圍。
的考試範圍。課程現已進入最後總溫
習階段，
習階段，狀態大勇的同學們亦已為十
月的考試作好充份準備。
月的考試作好充份準備。

加油呀！
加油呀！同學們！
同學們！

校際音樂節迎
校際音樂節迎賽三部曲
第六十一屆校際音樂節報名在即
第六十一屆校際音樂節報名在即，
校際音樂節報名在即，Music Room 為大家預備了三部曲
為大家預備了三部曲迎
三部曲迎賽課程，
課程，
讓同學們能有目標及系統地備賽
同學們能有目標及系統地備賽，發揮應有水準，
發揮應有水準，與我們一同取得
與我們一同取得佳
取得佳績！
迎賽三部曲：
三部曲：
I) 十月尾 ~ 英籍演奏家
英籍演奏家 Mr. Jeremy Carter 主理的大師班
II) 十二月中 ~ 美藉鋼琴家
美藉鋼琴家 Mr. Bob Diefendorf 的中期加油站
III) 一至二月 ~ 資深校際評審 Mr. Robert Langston 作賽前模擬評審

各位請密切留意報名
各位請密切留意報名日期
報名日期！
日期！

Jeremy Carter 香港鋼琴教學週 ~ 2008 年 10 月
著名的英國演奏及音樂教育家
著名的英國演奏及音樂教育家 Mr. Jeremy Carter 於過去四
於過去四年一直與 Music Room 合
辦無數音樂課程，
辦無數音樂課程，孕育了數千名出色的鋼琴學生及教師。
孕育了數千名出色的鋼琴學生及教師。Mr. Carter 不單具備相當的
音樂造詣及極豐富的公開演出經驗，
音樂造詣及極豐富的公開演出經驗，加上他教學的生動及對學生的慷慨施教、
加上他教學的生動及對學生的慷慨施教、鼓勵，
鼓勵，令
他深受不同年齡，
他深受不同年齡，資歷的學生及老師愛戴。
資歷的學生及老師愛戴。每次 Mr. Carter 的教學活動都爆滿。
的教學活動都爆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