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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课程内地招生  

(以星海音乐学院校考成绩报考之考生适用) 

独立招生  

国际认可  优质教育  
学院概况  

 

澳门理工学院成立于一九九一年九月十六日。是一所公立、多学科、应

用型的高等学府。本院以“普专兼擅，中西融通”为校训，以“教学与科研

并重”为方针，以“小而美、小而精、出精品”为方向，以“扎根澳门，背

靠祖国，面向世界，争创一流”为理念，以“教学标准国际化、科研工作规

范化、校园设施电子化、行政工作法治化”为治校标准。现有教学、科研人

员约二百三十人，其中博士学位拥有者占百分之六十五，另有专业培训员约

五十人。在校学位课程学生三千多人，非学位培训课程学生每年一万多人次。 

 

本院下设六所学校，包括语言暨翻译高等学校、管理科学高等学校、公

共行政高等学校、体育暨运动高等学校、艺术高等学校、高等卫生学校。分

别开设中葡 /葡中翻译、国际汉语教育、中英翻译、葡萄牙语 (教师 )、电子商

务、工商管理 (市场学专业 )、会计学、管理学、工商管理 (博彩与娱乐管理专

业 )、公共行政、社会工作学、电脑学、中国与葡语系国家经贸关系、体育教

育、视觉艺术、音乐、设计、护理学、生物医学技术 (检验技术 /药剂技术 )、

言语语言治疗等学士学位课程；并与海内外著名大学合办外国语言学及应用

语言学、体育人文社会科学、体育教育训练学、运动人体科学、体育专业、

社会工作学、专科护理学、医学检验技术理学、公共行政、公共管理  (MPA)、

政府治理、工程学、跨领域艺术和笔译及会议传译等硕士学位课程，以及葡

萄牙语言文化、公共管理和教育学等博士学位课程。这些课程均以实用为导

向，以应用学科和行业技术为教学内容，教授知识与培养技能并举，部分课

程已经与世界知名大学的课程接轨。澳门理工迄今已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专业

人才，毕业生以所学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在相关行业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

作用，深受用人单位好评。  

 

除了学位课程外，本院还兼负研究和培训两大任务。研究单位包括葡语教

学暨研究中心、博彩教学暨研究中心、文化创意产业教学暨研究中心、社会经

济与公共政策研究所、中西文化研究所、“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澳门语言文

化研究中心、理工－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资讯系统研究中心等。培训单位包

括理工－贝尔英语中心 (内设澳门唯一的  IELTS“雅思”、BULATS“博思”

英语测试中心 )、成人教育及特别计划中心、长者书院等。  

本院辖下各校、所、中心采用与海内外知名大学和机构开展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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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版学术刊物、主办全澳英语及资讯科技比赛等方式，

以科研促进教学实践、探讨社会热点问题、配合特区政府施政方针的实施。

科研成果，尤其是发表于各类核心刊物的文章，以及获得各类奖项的著述，

逐年增多。  

 

近年，为遵循特区政府“推动评鉴”的高教政策，本院致力于开展评鉴

工作，藉此不断提升治校及教学素质。在院校层面，本院于 2013 年邀请英国

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局 (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for Higher Education, QAA)进行

院校评鉴，并取得信心评级，成为澳门首家通过国际级院校评鉴的高等院校。

在课程层面，早自 2011 年，本院电脑学学士学位课程已通过英国工程技术学

会 (Institution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IET)的学术评审，成为澳门工程领

域首个通过国际级高等教育课程评审的学位课程。其后，多个课程相继完成

国际学术评鉴或取得国际专业认可，当中包括：会计学学士学位课程取得澳

洲注册会计师公会 (CPA Australia)及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 (ACCA)的专业

认证；电子商务学士学位课程取得美国电子商务协会 (Institute of Certified 

E-Commerce Consultants, ICECC)的专业认证；公共行政学士学位课程 (葡文 )

及中葡 /葡中翻译学士学位课程通过葡萄牙高等教育评估和认可局 (Agency for 

Assessment and Accredit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3ES)的学术评审；音乐学士

学位课程通过台湾高等教育评鉴中心的学术评审；中英翻译学士学位课程通

过新西兰大学学术质量评鉴局 (Academic Quality Agency for New Zealand 

Universities, AQA)的学术评审；以及社会工作学学士学位课程通过香港学术

及 职 业 资 历 评 审 局 (Hong Kong Council for Accreditation of Academic and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s, HKCAAVQ)的学术评审。  

 

参加国际评鉴是本院自我完善的重要途径，最终目的还是不断追求卓

越，进一步提升教研素质，保证质量，以真正达到本院贯彻始终的“本土教

育，服务澳门”的大原则，为澳门提供更优质的高等教育，为澳门培育更多

人才，为中国及其他国家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做出贡献。  

 
学制  

音乐学士学位课程含音乐教育、音乐表演两个方向，学制均为四年，合格完

成应修的科目，可获颁发学士学位证书。  

 

奖学金  

内地优秀新生特别奖学金 1名 (四年奖学金总金额约为澳门币 28万元，折合人

民币约 24万 ) 

 

奖学金评选办法：  

˗ 学院专设入学面试总分数排名第一，高考文化及专业成绩达省 /市艺术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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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录取分数线或以上的考生可获发第一年奖学金。  

˗ 第二年及往后的两年，获奖学生的年终成绩 (GPA)须达到或超过 3.0及获所

属学校校长推荐，可获与第一年相同的奖学金。倘若，其中一年未能达到

上述要求，即终止颁发该项奖学金。  

 

奖学金发放方式：  

免除学费、住宿费及每月发放生活津贴澳门币 3,000元。  

 

学费及其它费用   

2017/2018 学年学费及其它费用标准﹕  

报名费  澳门币 150 元 (约人民币 130 元 )  

学费 * 每年澳门币 24,800 元 (约人民币 22,000 元 ) 

学生宿舍费 **(按十个月计算，暑期另外收费 ) 每年澳门币 11,350 元 (约人民币 9,900 元 ) 

宿舍保证金 (一次性缴纳、退宿时退回 ) 澳门币 1,030 元 (约人民币 900 元 ) 

医疗保险费 ** 约澳门币 138 元 (约人民币 120 元 ) 

注：  

* 如学费经批准调整，在校学生须按新学费标准缴交；  

**以最后公布为准。  

 

报名  

报名条件  

须参加 2017 年全国高等教育统一招生考试 (普通高考 )，并符合该项考试所要

求的条件。  

[注：  

1. 澳门理工学院在内地招生属单独招生，文理科兼收，与报考内地大学并没

有冲突，即考生既可报考澳门理工学院，同时也可填报内地大学志愿。  

2. 按内地机制，音乐 (教育专业 )学士学位毕业生须参加内地教师资格考试，

方可获教师资格。 ] 

 

音乐 (教育专业 )学士学位课程  

广东省考生必须参加广东省音乐科统考，并通过本科资格线；非广东省考生

报考该专业，须参加星海音乐学院的音乐教育学院、音乐学系、作曲系或录

音艺术专业的考试。  

 

音乐 (表演专业 )学士学位课程  

考生必须参加星海音乐学院的国乐系、管弦系、钢琴系、声乐歌剧系或民族

声乐系专业考试，取得复试资格并参加专业复试。  

 

报名日期及方式  

考生须登入星海音乐学院的报名系统进行网上报名。  

日期： 2017 年 3 月 20 日  - 4 月 19 日  

网址：bm.xhzsb.com 

http://bm.xhzs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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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  

根据考生统考成绩或参加星海音乐学院的校考成绩，择优安排面试，届时

由澳门理工学院直接与考生协调，以视频形式进行。  

 
注：考生可同时报考“音乐表演”、“音乐教育”两个专业，但须申明第一志

 愿为何专业；入学后第一学年为专业试读期，第一学年结束参照本院“音

 乐表演技能”科目的考试规定，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学习兴趣和能力重新

 调整一次专业方向。  

 
录取  

录取原则：以考生参加星海音乐学院校考的成绩及参加澳门理工学院的面  

试成绩，择优录取；同时考生的高考文化成绩及专业成绩均需达

省 /巿艺术类本科录取分数线或以上。  

 

录取日期：预录取结果将于 2017 年 4 月底公布；录取结果将于 7 月起在学

院网页公布；录取通知书将于 7 月下旬寄发予被录取学生。  

 

开学日期： 2017 年 8 月底  
 
查询  

地址：澳门高美士街澳门理工学院招生暨注册处  

电话： 853-8599 6249 / 8599 6111 / 8599 6103 

传真： 853-2852 3746 
电邮： registry@ipm.edu.mo 

网址：www.ipm.edu.mo/mainland 

mailto:registry@ipm.edu.mo
http://www.ipm.edu.mo/main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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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高等学校  

艺术高等学校是澳门理工学院下属的教学单位之一，现有全职及兼职教

师七十多人。教师队伍由毕业于美国、英国、澳洲、中国内地、香港、台湾

等国家和地区的著名大学之人员组成。大部分教师拥有博士或硕士学位。教

师除担任教学工作外，还积极参与各种科研、艺术创作、各类大型展览及表

演等活动。  

 

现时就读学位课程的学生有 430 多人。为提高学生的专业水准，学校每

月定期举办讲座、专业工作坊，组织各类作品展览、音乐表演及艺术创作活

动。特聘澳门及国际知名艺术家和设计师亲临指导，并与各地区十多家机构

保持密切联系与合作，为学生实习、扩大知识面创造有利的条件。本院及艺

校分别与国内的中央美术学院、广州星海音乐学院、台湾艺术大学、台湾东

华大学、葡萄牙雷利亚理工学院、葡萄牙阿威罗大学、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

等学术单位签署合作协定书及开展合作交流。  

 
校长：徐秀菊教授  

毕业于美国名校伊利诺大学香槟校区 (Univer s i ty  of  I l l ino is  a t  Urbana  

Champaign)艺术与设计学院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艺术教育博士学位。曾

任台湾花莲教育大学及东华大学艺术学院院长、视觉艺术教育研究所所

长、艺术创意产业学系专任教授。专长为艺术师资培育研究、社区取向

艺术教育研究、绘本创作与教学研究、艺术创意文化产业教学暨研究等。

曾申请主持过之研究专案共 30 余件，期刊、专书、专书论文、研讨会议

论文等所发表之著作共计有 70 余篇；并曾荣获台湾的科学委员会甲种杰

出研究奖励共 3 次。近年致力于推广社区取向艺术教育研究及绘本的创

作与教学等，已主编出版之文化绘本已达 18 本，开发之绘本创意产品有

10 余种，颇受国内外欢迎，经常受邀于国内外的专题演讲超过 150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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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教育 /表演专业）学士学位课程 

澳门理工学院为澳门地区唯一颁授音乐学士学位的政府公立高等学府。

音乐课程创立于 1997 年，现有“音乐教育”、“音乐表演”两个专业方向， 

面向澳门及港台、内地招生，以中文授课为主，部份科目为英语授课。课程

计划致力培养学生成为一个具有音乐表演艺术实践、音乐教育教学与研究能

力，且具有高尚品德、思维敏捷的复合性人才。  

 

多元化的课程设置，完善的教学设备，丰富多彩的学术讲座、大师班与

学生艺术实践活动，“小规模精办”的特色 (音乐表演技能全部一对一个别授

课、集体课最多 22 人一班 )，以及来自国内外不同地区著名大学的资深教师

和演奏家，使得音乐专业深受学生欢迎。澳门特殊的历史以及澳门特区政府

对文化建设及高等教育的大量投入，使得这里的音乐学习氛围深具中西文化

交融特色，学生能较容易接触到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音乐文化，为扩展音乐

视野创造良好条件。2013 年起，音乐课程每学期通过自愿报名公开选拔学生

派往海外合作院校台湾艺术大学、台湾东华大学进行一学期的交换生学习，

更可让学生体验不同的高教体制和在地文化。近几年组织同学赴葡萄牙、台

湾、中国内地、香港访问交流与演出，并与北京的中央音乐学院联合创立并

定期“京澳莲韵”师生交流音乐会。  

 

 

教学编排 (科目根据不同专业的学习方向而选修或必修 )  

 

音乐基础理论学科  

音乐基础理论、西方音乐史、中国音乐史、音乐美学、音乐学概论、和

声、复调音乐基础、曲式与作品分析、小型乐队编配、外国音乐欣赏、

中国音乐欣赏。  

 

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学科  

音乐教与学的心理、音乐教育概论、音乐教学法、音乐社会学、音乐教

育专题研讨、二十世纪音乐教学、学校音乐教育实习、教学乐器演奏实

践。  

 

音乐表演技能学科  

钢琴、声乐、各类中、西乐器演奏、视听训练、键盘和声与即兴弹奏、

合唱、合唱指挥、小型乐队指挥、室内乐、形体训练、音乐表演美学、

音乐表演实践、毕业音乐会。  

在澳门理工学院 2014 年通过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局 (QAA)院校评鉴之

后， 2014 年音乐课程接受台湾高等教育评鉴中心的专业系所评鉴， 2015

年 3 月该中心发布评鉴报告及结果，澳门理工学院音乐学士学位课程获得

“通过”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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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专题研究学科  

圣乐导论、澳门音乐、二十世纪音乐导论、世界音乐导论、欧洲早期音

乐、音乐专题研讨、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流行音乐导论、音乐风格评鉴、

音乐分析与评论、电脑制谱、声乐教学法与艺术歌曲概论、钢琴艺术史。 

 

文化与语言学科  

音乐论文写作、学位论文、艺术概论、艺术管理、英语、普通话、音乐

文章阅读与写作。  

 

有关上述课程的更多资料，请参阅本院网页 ht tp: / /www.ipm.edu.mo  
 
师资队伍  

课程主任：代百生  副教授  

德国法兰克福音乐与表演艺术学院音乐教育学博士，武汉音乐学院

钢琴教学法专业硕士。1991 年至 2001 年任武汉音乐学院钢琴教师；2001

年至 2005 年获德国 DAAD 奖学金赴德攻读博士学位； 2005 年底学成回

国任教于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2007 年入职澳门理工学院，现为音乐

课程副教授，国际音乐教育协会 ( ISME)会员，亚太音乐教育协会 (APSME)

学术理事，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音乐教育学学术理事，出版《钢

琴教学法》 (1998)、《中国钢琴音乐研究》 (2014)、《中德当代学校音乐教

育及音乐教师教育比较研究》 (2014)等专着 4 部，发表中、英、德文学

术论文 80 余篇以及报刊音乐评论若干，主编与参编钢琴教材 4 套共 8

本，多次获邀赴德、澳、英、美、意、希腊等国以及中国内地、港、澳、

台等地区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  

 

全职教师简介  

 

戴定澄  博士，教授 

上海音乐学院作曲技术理论博士，现为澳门理工学院音乐学教授，

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咨询委员；兼任亚太民族音乐学会理事，全国高校理

论作曲委员会副主任，中央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华南师范大学等

多所大学客座教授，澳门文化局澳门乐团顾问委员会委员；曾于日本国

立静冈大学研修并赴英国纽卡索大学音乐系等院校任访问教授等职。主

要著作有：《欧洲早期和声的观念与形态》、《键盘和声与即兴弹奏》、《 20

世纪澳门天主教音乐：独特历史背景下的作曲者与作品》 (中英文双版 )、

《音乐创作在澳门》及编着《合唱经典 — — 文艺复兴时期合唱曲集》等。 

 

胡企平  博士，教授 

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博士。2008 年 9 月被澳门理工学院聘为音乐学

教授至今。1996 年、2002 年分别获上海音乐学院文学硕士和文学博士学

http://www.ipm.edu.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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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所创建和主讲的《交响音乐鉴赏》课程获得国家教育部 “ 2004 国家

级精品课程 ” 称号。曾撰专著和主编教材等 9 部，论文近百篇，共计二

百多万字。其教学及科研领域涉及：中外音乐史学、音乐教育学、民族

音乐学、音乐美学、音乐作品分析和律学暨管律律种学等学科。  

 

梁咏茜  副教授 

香港浸会大学音乐教育硕士，香港中文大学音乐学士，英国皇家北

部音乐学院研究院钢琴演奏高级文凭，英国圣三一音乐学院钢琴演奏院

士。现任澳门理工学院副教授，澳门文化中心儿童合唱团、纯音雅咏合

唱团音乐总监及指挥。 2000 年至 2008 年担任理工学院音乐课程主任，

2006 年获学院颁授 “ 优秀老师奖 ”。梁氏先后被聘任为世界合唱大赛委

员及评委、世界合唱联盟亚太区理事、中国合唱协会理事及澳门合唱协

会副理事长。经常被邀作客席指挥，以及获邀带领合唱团代表澳门出访

演出：包括“ 第六届中国国际合唱节 ”、“ 第一届香港国际青少年合唱节 ”、

“ 第二届台湾国际合唱节 ”、“ 2012 维也纳世界和平合唱节 ”、“ 2013 北京

现代音乐节 ” 等。  

 

梁剑英  副教授 

生长于澳门，留学欧洲十一年，先后在维也纳和德国弗莱堡国家音

乐学院主修钢琴演奏。 1988 年获得 Magis te r  Ar t ium 学位 (维也纳国立音

乐表演大学乐器演奏最高学位 )。1990 年返香港，即受聘于香港浸会大学

教授钢琴。曾在欧洲、亚洲各地举办独奏和室内乐音乐会。1998 年返澳，

受聘为澳门理工学院音乐导师至今。 2006 年至 2013 年出版著作《钢琴

技巧练习指南》、《钢琴教学问与答》、《钢琴艺术史》，发表论文十多篇。

2008 年 2 月获澳门理工学院颁授音乐课程“ 优秀老师奖 ”。2008 年至 2011

年任音乐课程主任， 2009 年至 2013 年应邀出任香港及澳门 -亚洲钢琴大

赛嘉宾评委。 2013 年获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 “ 论文类三等

奖 ” 。  

 

莫健儿  博士，副教授 

澳洲阿德莱德大学作曲哲学博士，伦敦圣三一音乐学院作曲院士，

香港大学作曲哲学硕士。莫氏的创作曾代表香港及澳门在下列项目中发

表：  香港中乐团心乐集 (1999、 2000、 2001)、香港现代音乐节 (2000)、

北京现代音乐节 (2004、2007、2009)及国际现代音乐协会世界音乐日 (2007

香港 )、香港中乐团香江华采 (2008、 201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国际作

曲家论坛 (2009 巴黎 )、中国交响乐世纪回顾暨第二届中国交响音乐季－

河北展演周 (2010)、新加坡国际华乐作曲大赛得奖作品音乐会  (2011 新

加坡 )及亚洲作曲家联盟大会暨亚太音乐节 (2011 台湾 )等。2011 年，其作



 

9 
 

《圆来缘去》在新加坡国际华乐作曲大赛中荣获南洋奖。  

 

郭家豪  博士，讲师 

美国辛辛那提大学钢琴演奏音乐艺术博士，美国印第安纳大学钢琴

演奏音乐硕士，香港中文大学音乐文学士，英国伦敦圣三一音乐学院钢

琴演奏院士。曾被辛辛那提大学委任为全校唯一羽管键琴助教，获全额

研究院奖学金及生活费 (2012 至 2013)。 2013 年起于澳门理工学院任教，

亦于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教授钢琴及羽管键琴。经常于欧洲、北美及亚

洲等地作独奏及室内乐演出，包括曾在美国纽约国际键盘学院暨音乐节

(2011)、美国辛辛那提音乐学院钢琴节 (2011、 2012)、捷克布拉格国际钢

琴学院 (2012)等国际音乐节中献技。获邀于唢吶大师郭雅志最新专辑《城

市畅想》中担任钢琴伴奏 (2010)，亦曾在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室乐雅聚》

中录制钢琴独奏作品 (2013)。  

 

王曦  博士，讲师 

美国辛辛那提音乐学院声乐表演专业博士 (副专业歌剧导演 )，辛辛那

提音乐学院歌剧表演艺术家文凭，旧金山音乐学院声乐表演硕士，美国布

瑞诺大学声乐表演专业学士。2011 年入选美国旧金山歌剧院梅罗拉青年艺

术家培训 ;  同年受邀参加歌剧《孙中山》在纽约市立歌剧院的演出。 2010

年美国纽约州 Glimmerglass 歌剧院签约演员。 2011 年 Gerda Lissner 国际声

乐比赛优秀奖，Irma.M.Cooper 国际声乐比赛第一名；2009 年美国大都会歌

剧院青年歌唱家声乐比赛全美总决赛西部地区第一名，蝉联两届旧金山湾

区第一名，佐治亚州第一名；2008 年奥克兰歌剧院声乐比赛第一名；亨利

－玛利亚基金会第三十八届声乐比赛第一名。曾受邀多次演出的歌剧院有

美国旧金山歌剧院，纽约市立歌剧院，辛辛那提歌剧院，爱何华州得莫因

歌剧院，纽约州 Glimmerglass 歌剧院等。 2004 年在北京国家图书馆音乐厅

与国内知名歌唱家温可铮，戴玉强同台演出并于 CCTV-音乐频道播出；同

年受邀为中国前总理李岚清演唱。  

 

部份兼职教师简介  

梁晓鸣博士  毕业于美国堪萨斯大学，先后获颁钢琴演奏学士和硕士，

音乐理论硕士及音乐艺术博士学位。曾任教于堪萨斯大

学，现为澳门特区文化局局长。  

Rober t  

S ipos -Or i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钢琴演奏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并

任澳洲钢琴考试局考官。  

周达勋博士  香港钢琴家，美国辛辛那提音乐学院音乐艺术博士  

李   靖    女高音歌唱家，毕业于法国高等师范音乐学院、法国斯特

拉斯堡音乐学院  

陆坚智  男高音歌唱家，毕业于荷兰皇家音乐学院、香港浸会大学  

吴天遐  美国耶鲁大学音乐演奏家文凭、朱莉娅音乐学院硕士，澳

门乐团圆号首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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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斯贝  德国柏林艺术大学演奏家文凭，澳门乐团长笛首席  

开  赛  奥地利萨尔茨堡莫扎特音乐学院演奏家文凭，澳门乐团双

簧管首席  

张太阳  德国纽伦堡音乐学院演奏家文凭，澳门乐团大提琴副首席  

容正先  澳门乐团巴松管首席  

David  James  

Melhui sh  

澳门乐团小号首席  

李  畅  中央音乐学院硕士，澳门中乐团敲击乐首席  

骆  琪  澳门单簧管演奏家，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  

容文杰  美国华盛顿大学音乐表演硕士 (长号 )  

陈琰乐  上海音乐学院小提琴演奏硕士，澳门乐团小提琴乐师。  

周  茜  澳门古筝演奏家，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  

邓  乐  澳门中乐团琵琶演奏家   

李惠芬  香港浸会大学音乐硕士，澳门作曲家  

陈小玉  北京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专业  

郑继燊  澳门警察乐队指挥，音乐教学乐器演奏专业  

夏先海  武汉音乐学院学士 (声乐 )、曾赴意大利专修歌剧演唱  

龙绮欣  香港中文大学硕士 (音乐理论 )  

 
此外，尚有澳门特区政府属下澳门乐团、澳门中乐团特邀的各类乐器演奏大

师任教。  

 

校外评审专家 

梁宝华  香港教育大学博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文化与创意

艺术学系主任 (校外考试委员 )  

雷光耀  星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教授 (学位论文 )  

杨   光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 (声乐 )  

黄懿伦  香港演艺学院教授 (钢琴 )  

胡咏言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指挥家 (器乐 )  

 

课室设备  

每间课室都设置了连接网络的电脑及影音系统，另有 20 部苹果电脑

组成的电脑音乐室、24 部数码钢琴组成的数码钢琴室、音乐資料室。演

奏与教学用乐器还包括： Ste inway 平台钢琴 6 部， Yamaha、 Kawai 平台

式钢琴 5 部， Yamaha 直立式钢琴 31 部、电子管风琴、牧童笛、一系列

奥尔夫教学乐器、一系列敲击乐器、一系列手铃乐器等。  

 

实习机构  

本课程音乐教育专业学生曾于多间机构进行实习，部份包括：  

•  濠江中学  

•  濠江中学附属小学  

•  培正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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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幼中学  

•  澳门浸信中学  

•  陈瑞祺永援中学  

•  粤华中文中学  

•  嘉诺撒圣心中学  

•  圣罗撒女子中学中文部  

•  嘉诺撒圣心英文中学  

 

音乐表演专业同学每年有机会受邀与澳门乐团联合排练与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