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至 2022 年度文憑課程 

舊生註冊須知 
 

同學填寫註冊表格之前，請先細閱以下各項： 
 
1 註冊日期 

1.1 本校現已接受 2021至 2022 年度文憑舊生註冊 

1.2 舊生註冊日期：2021年 6月 1日（星期二）至 7月 15日（星期四） 
 

2 逾期註冊 

學生如在註冊截止日期後辦理註冊手續，校方將收取逾期註冊行政費$100。如註冊科目額滿，學校將不接受 

註冊該科目。 
 

3 增修科目 

同學如欲在註冊後增修科目，必須於開課後兩週內辦妥手續。 
 

4 退修科目及退學 

4.1 同學如欲在註冊後終止修讀已註冊之科目，或因任何理由難以繼續學業，並決定退學，請以書面通知學校。 

 經校方同意後，該科目的成績將獲「W」(Withdrawal)，並且不計算於平均積點，否則將獲「I」(Incomplete) 

並會影響平均積點計算。 

4.2 退還學費細則如下： 

退學日期 退還款項 

退學科目開學當日 或 之前 50% 

退學科目第三課前 20% 

退學科目第三課當日 或 之後 不予退還 
 
5 學費計算方法 

5.1 第一學期學費： 

（A 項）+（B 項） 

共同科    主修科 

（每學分$940） 

+ 

（C 項） 

實科演奏 $940 

合唱團及樂團 $600 

（第一學期） 

+ 

（D 項） 

主修科 

導修課程 

+ 

（E 項） 

學生會費 $50 

逾期註冊行政費（如適用）$100 

 實科演奏、主修科導修課程（作曲系除外）及學生會費乃全年之費用，同學只須於第一學期繳交。 

  例子  本人欲修讀共同科（A 項）及主修科（B 項）共 4學分、合唱團及樂團、實科演奏及聖樂系導修課程， 

連同學生會費第一學期應繳學費：($940 x 4)+$600+$940+$2,300+$50=$7,650 

5.2 主修科需註冊整年學分，學費需於第一學期繳交。 

5.3 作曲系導修課程學費分十期繳交，每期$1,200，首期費用將於第一學期繳交。 
 

6 註冊手續 

6.1 學生請填妥註冊表格連同 (a) 劃線支票 或 (b) 已轉數記錄 或 入數之「東亞銀行」存根交回本校。 

 請在支票、銀行記錄或存根背面寫上學生姓名及學生編號。 

(a) 劃線支票，抬頭「香港國際音樂學校」； 

(b) 「東亞銀行」入數戶口：015-517-10-22533-3； 

(c) 網上轉數之學校英文名稱為「HK INTL INSTITUTE OF MUSIC」。 

6.2 親身註冊： 請將註冊表格連同學費支票、已轉數記錄或入數之銀行存根（請自行複印銀行存根以作 

  個人紀錄）或親臨本校使用易辦事 EPS，於學校辦公時間內到校務處（UG層）辦理。 

6.3 郵寄註冊： 請將註冊表格連同學費支票、已轉數記錄或入數之銀行存根，郵寄至九龍鑽石山 

  蒲崗村道 182 號，香港國際音樂學校「教務部」收。 

6.4 電郵註冊： 請將註冊表格連同已轉數記錄或入數之銀行存根，電郵至 info@hkiim.edu.hk，然後請 

  致電本校核實。 

6.5 領取學費收據，請於 7月 19 日（星期一）起到校務處領取，並妥為保存。   



 

 

7 學生事務 

7.1 同學如須更改個人資料（例如通訊地址或電話號碼），請於註冊時填寫「學生資料更改通知」表格並交回 

 本校。 

7.2 本校將於本年 7月份寄出 2020-2021年度之第三學期成績表。 

7.3 電子學生證 

 7.3.1 已註冊於新學年音樂證書及文憑課程之同學，請於註冊時出示學生證，以便更新資料。 

 7.3.2 如同學報讀夏季音樂課程（7 至 9 月），請出示「夏季課程學生證」進入本校。「夏季課程學生證」 

  於報讀夏季課程時發給同學。 

 

8 主修科入學條件及註冊時須遞交之文件 

    作曲 ---於高級證書 2011-3和聲學(I)(II)(III)課程中，取得平均 B+或以上的成績。 
 

 聖樂 ---必須為基督徒；並於高級證書2041-3合唱指揮(I)(II)(III)課程中，取得平均B或以上的成績。 
 
    音樂教育 ---須考獲英國皇家音樂學院五級樂器或六級聲樂證書或同等程度；若同學之主修樂器並非鋼琴， 

    在修讀文憑課程期間，須副修鋼琴至少一年。註冊時須呈交有關證書之副本。 
 

    鋼琴教學 ---須考獲英國皇家音樂學院鋼琴七級或以上證書。註冊時須呈交有關證書之副本。 
 

    演奏 ---須考獲英國皇家音樂學院八級或以上樂器證書或相若程度，及通過面試。註冊時須呈交擬主修樂器 

  有關證書之副本。 
 
 

2021 至 2022 年度文憑課程上課時間表 
 

開學禮：2021年10月4日（星期一） 共同科開課日：2021年10月5日（星期二） 

共同科（Common Core Courses） 

  
第一學期 

（2021 年 10 月至 12 月） 

第二學期 

（2022 年 1 月至 3 月） 

第三學期 

（2022 年 4 月至 6 月） 

一 

年 

級 

學 

生 

星期二 

7:00-9:30PM 
3570 合唱團及樂團 (IV) 3580 合唱團及樂團 (V) 3590 合唱團及樂團 (VI) 

星期三 

7:00-9:45PM 

3031 視唱練耳(VII) 

3011 和聲學(IV) 

3032 視唱練耳(VIII) 

3012 和聲學(V) 

3033 視唱練耳(IX) 

3013 和聲學(VI) 

星期四 

7:00-9:45PM 

3130 樂器學 

3121 曲式分析初階(I) 

3021 旋律寫作(I) 

3122 曲式分析初階(II) 

3022 旋律寫作(II) 

3123 曲式分析初階(III) 

個別上課 

(可選擇校內或 

校外老師) 

3501 實科演奏(VII) 3502 實科演奏(VIII) 3503 實科演奏(IX) 

二 

年 

級 

學 

生 

星期二 

7:00-9:30PM 
4570 合唱團及樂團(VII) 4580 合唱團及樂團 (VIII) 4590 合唱團及樂團 (IX) 

星期三 

7:00-9:45PM 

4011 對位法(I) 

4130 西洋音樂歷史(VII) 

4012 對位法(II) 

4140 西洋音樂歷史(VIII) 

4013 對位法(III) 

4090 從聖經及歷史看音樂 

星期四 

7:00-9:45PM 
4121 鍵盤和聲及即興初階(I) 4122 鍵盤和聲及即興初階(II) - 

個別上課 

(可選擇校內或 

校外老師) 

4501 實科演奏(X) 4502 實科演奏(XI) 4503 實科演奏(XII) 

 室樂團須考獲演奏樂器之英國皇家音樂學院五級或以上程度（註冊時須呈交證書副本）   



 

主修科（Main Core Courses） 

作曲（Composition） 

開課日期： 2021 年 10 月 4 日（星期一） 

  
第一學期 

（2021 年 10 月至 12 月） 

第二學期 

（2022 年 1 月至 3 月） 

第三學期 

（2022 年 4 月至 6 月） 

一年級 

學生 

星期一 

7:00-9:45PM 

3041 作曲研習(I) 

3181 高級和聲學(I) 

3042 作曲研習(II) 

3182 高級和聲學(II) 

3043 作曲研習(III) 

3183 高級和聲學(III) 

二年級 

學生 

星期一 

7:00-9:45PM 

4141 曲式分析(I) 

4051 管弦樂法(I) 

4142 曲式分析(II) 

4052 管弦樂法(II) 

4143 曲式分析(III) 

4053 管弦樂法(III) 

個別導修 4041-3 作曲研習 (IV)(V)(VI) * 

*此導修課程的第二期至第十期學費會按月繳交，同學可申請自動轉賬繳費，請填寫「銀行自動轉賬申請表」 

 

聖樂（Church Music） 

開課日期：2021 年 10 月 4 日（星期一） 

 
第一學期 

（2021 年 10 月至 12 月） 

第二學期 

（2022 年 1 月至 3 月） 

第三學期 

（2022 年 4 月至 6 月） 

星期一 

7:00-9:45PM 

4071 合唱音樂研習(I) 

4081 高級合唱指揮(I) 

4072 合唱音樂研習(II) 

4082 高級合唱指揮(II) 

3060 聖詩學 

4060 會眾領詩法 

 

音樂教育（Music Education） 

 

 

 

 

 

 

 

開課日期： 2021 年 10 月 4 日（星期一） 

 
第一學期 

（2021 年 10 月至 12 月） 

第二學期 

（2022 年 1 月至 3 月） 

第三學期 

（2022 年 4 月至 6 月） 

星期一 

7:00-9:45PM 

3101 近代音樂教育家 

 之哲學及教學法(I) 

3201 教學法實踐 

 及課程設計(I) 

3102 近代音樂教育家 

 之哲學及教學法(II) 

3202 教學法實踐 

 及課程設計(II) 

3103 近代音樂教育家 

 之哲學及教學法(III) 

4150 教學法整合 

 及創意音樂法 

個別導修 4201-3 音樂教學實踐 (I)(II)(III) 

 

鋼琴教學（Piano Pedagogy） 

開課日期： 2021 年 10 月 4 日（星期一） 

  
第一學期 

（2021 年 10 月至 12 月） 

第二學期 

（2022 年 1 月至 3 月） 

第三學期 

（2022 年 4 月至 6 月） 

一年級 

學生 

星期一 

7:00-9:45PM 

3131 鋼琴教學法(I) 

3071 鋼琴文學(I) 

3132 鋼琴教學法(II) 

3072 鋼琴文學(II) 

3133 鋼琴教學法(III) 

3073 鋼琴文學(III) 

二年級 

學生 

星期一 

8:30-9:45PM 
3071 鋼琴文學(I) 3072 鋼琴文學(II) 3073 鋼琴文學(III) 

星期四 

7:00-8:15PM 
— — 

3170 高級鍵盤和聲 

 及即興法 

個別導修 4101-3 鋼琴教學法  (IV)(V)(VI) 

   



 

 

演奏（Performance） 

鋼琴演奏（Piano Performance） 開課日期： 2021年10月4日（星期一） 

  
第一學期 

（2021 年 10 月至 12 月） 

第二學期 

（2022 年 1 月至 3 月） 

第三學期 

（2022 年 4 月至 6 月） 

一年級 

學生 

星期一 

8:30-9:45PM 
3071 鋼琴文學(I) 3072 鋼琴文學(II) 3073 鋼琴文學(III) 

二年級 

學生 

星期一 

8:30-9:45PM 
3071 鋼琴文學(I) 3072 鋼琴文學(II) 3073 鋼琴文學(III) 

星期三 

7:00-8:15PM 
— — 

3170 高級鍵盤和聲 

 及即興法 

個別上課/導修 
3150-60 室樂 (I)(II) 

4061-3 演奏研習 (I)(II)(III) 

 
 

聲樂演唱（Vocal Performance） 

個別上課/導修 

3030 德文發音法 

3040 意大利文發音法 

4061-3 演奏研習 (I)(II)(III) 

 
 

古典結他演奏（Classical Guitar Performance） 

個別上課/導修 

3150-60 室樂 (I)(II) 

4091-2 結他教學法 (I)(II) 

4061-3 演奏研習 (I)(II)(III) 

 
 

弦樂演奏（String Performance） 

個別上課/導修 

3150-60 室樂 (I)(II) 

4311-2 弦樂教學法 (I)(II) 

4061-3 演奏研習 (I)(II)(III) 

 
 

管樂演奏（Wind Performance） 

個別上課/導修 

3150-60 室樂 (I)(II) 

4301-2 管樂教學法 (I)(II) 

4061-3 演奏研習 (I)(II)(III) 

 

注意事項： 

1. 上課時間須個別安排 

2. 文憑課程第一年學生註冊時，須呈交擬主修樂器有關證書之副本。 

3. 凡選修演奏系之同學現階段註冊時，只須選修共同科的科目，本校稍後會通知進行面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