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2020 學年 / 音樂學校 / 中學教育課程 / 入學考試 

 

• 音樂科目 

  

1.西樂：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長笛、雙簧管、單簧管、薩克斯風管、巴松管、小號、

圓號、長號、鋼琴、豎琴、西洋敲擊樂、聲樂(高一) 

2.中樂：二胡、板胡、柳琴、琵琶、中阮、揚琴、古箏、古琴、笛子、 笙、嗩吶、管子、民族敲擊樂 

考試要求 : 

a.校方將選取部分指定內容作為考試內容 ; 

b.自選之練習曲必須代表考生的實際水平 ; 

c.自選樂曲不得為流行曲 ; 

d.當自選樂曲為兩首時，兩者之風格必須不同  ; 

e.所有曲目以背譜演奏為佳 ; 

f.未學過所報考之樂器者，以演奏鋼琴為佳，有良好音樂素質的考生獲優先考慮。 

 

3.鋼琴 : 

考試要求 : 

a.自選練習曲一首 ; 

b.巴洛克時期作品一首，如巴赫、斯卡拉蒂、韓德爾等 ; 

c.古典時期奏鳴曲一個快板樂章或一首變奏曲，選自海頓、莫扎特或貝多芬，亦可自選樂曲一首； 

d.視奏樂曲一首 ; 

e.四個八度之所有大小調音階和琶音。 

 

4.弦樂  : 

小提琴 

考試要求 : 

a.一條音階、琶音和三、六、八度雙音音階 ; 

b.自選練習曲兩首，其中一首必須為雙音練習曲 ; 

c.自選樂曲一首； 

d.視奏樂曲一首。 

 

中提琴 

考試要求 : 

a.一條音階、琶音和三、六、八度雙音音階 ; 

b.自選練習曲兩首，其中一首必須為雙音練習曲 ; 

c.自選樂曲一首或巴赫無伴奏組曲； 



d.視奏樂曲一首。 

 

大提琴 

考試要求 : 

a.一條音階、琶音和三、六、八度雙音音階 ; 

b.自選練習曲兩首 ; 

c.自選樂曲一首； 

d.視奏樂曲一首。 

 

低音提琴 

考試要求 : 

a.一條音階和琶音 ; 

b.自選練習曲兩首 ; 

c.自選樂曲一首； 

d.視奏樂曲一首。 

  

5.管樂 : 

未學過此類樂器：演唱歌曲兩首或演奏其他樂器樂曲兩首。有鋼琴基礎者優先。  

學過此類樂器者： 

演奏大小調音階各一條，分連線、吐音兩種演演奏法，包括音階和琶音 ; 

自選練習曲及樂曲各一首； 

視奏樂曲兩首。 

 

6.敲擊樂 : 

未學過此類樂器：演唱歌曲兩首或演奏其他樂器樂曲兩首。有鋼琴基礎者優先。  

學過此類樂器者： 

小軍鼓 --- 練習曲一首 ; 

木琴或瑪琳巴琴 --- 不超過兩升兩降的大小調音階各一條 ; 

自選樂曲一首； 

視奏節奏練習曲一首。 

 

7.豎琴 : 

未學過此類樂器：演奏其他樂器；自選練習曲一首 ; 自選樂曲兩首。 

如演奏鋼琴，練習曲須為英國皇家音樂學院五級或以上程度 ;  

初三及高三之考生，所演奏鋼琴曲目須為英國皇家音樂學院七級或以上程度。 

學過此類樂器者：自選豎琴練習曲一首 ; 自選樂曲兩首。 

 



8.聲樂 

自選中外歌曲兩首。 

 

9.中樂 

1. 自選樂曲兩首； 

2. 視奏樂曲一首。 

  

10.視唱練耳科 

初一 

口試 

聽辨 : 旋律音程、分解三和弦 ; 

節奏 : 2/4、3/4、4/4 拍 ; 

旋律記憶 : 不超過一升一降的大小調式 ; 二至四小節； 

視譜  : 無升降號的大小調式，2/4、3/4、4/4 拍。 

 

初三 

口試 

聽辨 : 旋律音程、分解三和弦、三和弦 ; 

節奏 : 2/4、3/4、4/4 拍，帶連線和休止 ; 

旋律記憶 : 不超過兩升兩降的大小調式，約四小節； 

視譜 : 不超過兩升兩降的大小調式，含臨時升降號，2/4、3/4、4/4 拍。 

 

筆試 

音程：三和弦原位和轉位； 

節奏 : 2/4、3/4、4/4 拍，包括八分音符、十六分音符、較規整的組合； 

旋律 : 不超過兩升兩降的大小調式，2/4、3/4、4/4 拍，約四至八小節。 

  



高一 

口試 

聽辨 : 三和弦及轉位 ; 

節奏 : 2/4、3/4、4/4、6/8 拍，包括附點、連線和休止 ; 

旋律記憶 : 不超過兩升兩降的大小調式，含調外音、約四小節； 

視譜 : 兩升兩降的大小調式，含臨時升降號，2/4、3/4、4/4、6/8 拍。 

 

筆試 

音程：三和弦原位和轉位，包括增減和弦； 

節奏 : 2/4、3/4、4/4、6/8 拍，包括八分音符、十六分音符、附點、連線和休止； 

旋律 : 兩升兩降的大小調式，含調外音，2/4、3/4、4/4、6/8 拍，約八小節。 

  

文化科複習範圍 

初一級 

•中文科 

一、漢語知識 

現代漢語包括：詞性、標點符號、錯別字、成語、修辭格、現代文閱讀理解。 

古代漢語包括：文言實詞、詩歌。 

二、文學常識 

1、著名的作家作品。 

2、常見的詩詞名句等。 

三、作文 

 

•英文科 

Candidates should be familiar with the usage of Present Tense,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Past 

Tense, Past Continuous Tense, Present Perfect Tense and Future Tense. 

Candidates should be able to write a short passage (approximately 80 words) clearly 

introducing themselves or issues about their study experience. 

 

•數學科 

一、代數：數的大小比較;數的整除;分數和百分數;整數、分數和小數四則混合計算;比和比例;速率問題。 

二、幾何：平面圖形的認識（直綫、射綫與綫段、角、三角形、四邊形）; 矩形、正方形、三角形、

圓、簡單的組合圖形的周長和面積。 

  



 

•通識科 

一、掌握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基本知識。(如:國名、國歌、國旗等) 

二、了解太陽系及月球的運動； 

三、認識環境污染的類型及保護； 

四、認識人口和糧食問題； 

五、了解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一章及第二章）。 

  

初三級 

•中文科 

一、漢語知識 

1.現代漢語包括：成語、熟語、複句、病句、修辭格、現代文閱讀理解。 

2.古代漢語包括：通假字、文言實詞、虛詞、詞類活用、文言閱讀理解。 

二、文學常識 

1.著名的作家作品。 

2.常見的詩詞名句等。 

三、文化常識 

四、作文 

 

•英文科 

Candidates should be familiar with the usage of Reported Speech and Passive Voice. 

Candidates should be able to write a short passage with accuracy about campus life or future 

plans. (approximately 120 words) 

 

•數學科 

一、代數：平方根，算術平方根，立方根，二次根式，最簡二次根式，二次根式 (根號下僅限於數)的

加 、減、乘、除運算；一次函數；整式加法、減法和乘法運算；使用提取公因式法、公式法進行因式

分解；分式的加、減、乘、除運算。 

二、幾何：三角形及其內角、外角、中線、高線、角平分線等概念，三角形內角和定理，全等三角形

的概念和性質，線段的垂直平分線的性質；勾股定理及其逆定理；平行四邊形、矩形、菱形、正方形

的概念，平行四邊形、矩形、菱形、正方形的性質及判定。 

 

•地理科 

一、掌握中國地理概況，包括：疆域、人口和民族； 

二、掌握地球和地圖知識; 

三、掌握天氣與氣候; 

四、了解世界大洲和大洋的分佈; 



五、掌握世界分區地理概況，包括:亞洲、非洲、北美洲和南美洲。 

 

•歷史科 

侵略與反抗，包括：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收復新疆、甲午中日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 

近代化的探索，包括：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 

   

高一級 

  

•中文科 

一、漢語知識 

1.現代漢語包括：成語、複句、病句、修辭格、現代文閱讀理解。 

2.古代漢語包括：通假字、文言實詞、虛詞、詞類活用、特殊句式、詩歌賞析、文言閱讀理解。 

二、文學常識 

1.著名的作家作品。 

2.常見的詩詞名句等。 

3.文化常識。 

三、作文 

 

•英文科 

Candidates should be familiar with Reported Speech, Conditional Sentences (all 

types) and Passive Voice. 

Candidates should be able to write a short passage regarding campus life or future plans. 

(approximately 150 words) 

  

•數學科 

一、數與代數：有理數,相反數和絕對值;平方根、算術平方根、立方根和二次根式;整數指數幂;乘法公

式和因式分解;分式。 

二、方程與不等式：一元一次方程、二元一次方程組和一元二次方程;一元一次不等式和二元一次不等

式組。 

三、函數：一次函數、反比例函數和二次函數 。 

四、圖形的性質：三角形；四邊形；圓；圖形的軸對稱。 

 

•地理科 

一、掌握中國地理概況，包括：疆域、人口和民族； 

二、掌握我國地勢的特點、地形的類型；我國的河流和湖泊的分佈及其特徵； 

三、了解我國自然資源的分佈特徵及存在問題； 

四、認識我國的交通運輸網；主要鐵路幹線的分佈； 



五、了解我國的農業和工業的概況； 

六、了解我國四大區域，即北方、南方、西北和青藏地區的範圍及環境特色。 

 

•歷史科 

歐美主要國家的社會巨變，包括：文藝復興和新航路開闢、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美國獨立戰爭、法國

大革命、第一次工業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