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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學校－課程校曆 



有關校曆注意事項︰ 
 
♫ 2020年10月1日、10月2日、10月25日、12月20日、

2021年1月1日、2月12日、2月13日、2月14日、 

♫ 4月4日、5月1日共十日為強制性假期，全校停課。
學校假期和公眾假期期間，副修科、樂隊、合唱、
小組均停課，主修科則根據授課老師安排。 

♫ 考試期間，樂隊、合唱、小組暫停排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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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由2020/2021學年起，基礎、進階、深造課程更名為初級、中級、高級課程； 

基礎視唱練耳一級及二級課程更名為初級視唱練耳一級及二級課程，基於防疫需要，視唱練耳課程將縮短為約45分鐘1節。 



課程設置  
 

音樂學校設置四個階段的主修科（即器樂或聲樂科目）課程︰ 
 

♫ 先修課程 
   通過兩年的學習，發展學生的音樂潛能，培養學生的表演興趣。 

 

♫ 初級課程  
  通過三年的學習，為學生提供正規音樂教育的基礎培訓。 

 

♫ 中級課程  
  通過三年的學習，提高學生的演奏技巧及音樂表現能力。 

 

♫ 高級課程  
  通過三年的學習，為學生提供全面而專業的音樂表演訓練。 



有關課程學制︰ 
 

一. 每學年分為兩個學期，每學期為期五個月。 
二. 主修科每學期的課時為十八節，全學年共

三十六節。 
三. 集體課的課時以學校制定的校曆為準。 
四. 學生修讀的主修科不得超過兩門。 

五. 為讓學生能獲得全面的音樂教育並打下
良好基礎，由「初級課程」註開始學生必
須同時修讀副修科（初級視唱練耳）及
自願修讀選修科。 

六. 舊生如欲豁免副修科（初級視唱練耳）註，
相關規定詳情請參閱音樂學校持續藝術
教育課程2020/2021學年《學生手冊－學
制及教學評核》第一條第7款。 

註: 由2020/2021學年起，基礎、進階、深造課程更名為初級、中級、高級課程；基礎視唱練耳一級及二級課程更名為初級視唱練耳
一級及二級課程。 



 

遲到與缺席  

 
 

遲到 

•遲到學生需解釋原因並得到任
課教師的同意方可進入課室上
課。遲到超過15分鐘，則被記
爲缺席。 

缺席 

•每學年設有兩個學期，每學期
内總缺席達到該學期總課時的
半數或以上，將不能參加考試。 

適用於院校安排的任何形式
的上課、考試、排練、演出、
講座、觀摩、實習等一切活
動。 



補課  

♫ 若因任課老師生病、事
假以及外出公幹的原因
停課，將由校方作出補
課等其他安排。 

♫ 所有集體課程如因學生
個人原因缺課， 將不安
排補課。 

 



學習 (樂器 )  

 

♫ 學習小、中型樂器的學生（如：小
提琴、單簧管、薩克斯風管、雙簧
管、二胡、古箏、古琴、揚琴、嗩
吶、管子、笙等）應自行購買樂器，
詳情可諮詢/參考主修科老師的意見。 

 
♫ 學習大型樂器的學生 (如: 打擊樂、

巴松管、豎琴等) ，經主修科老師
同意後，可填寫學校表格，借用琴
房及樂器練習。 

 
 



考試  
 
 

♫ 每學年各科均設第一學期
考試和第二學期考試，學
生必須參加。 

♫ 學生無故缺席任何考試，
該項考試成績將以零分計
算。 

♫ 如學生未能參加考試，相
關規定詳請參閱音樂學校
持續藝術教育課程
2020/2021學年學生手冊第
三條考試第3款及第4款。 
 
 



評核標準  

一. 各科考試要求、形式及內容按教學大綱進行。 
二. 評分制度採用一百分制，六十分為合格。 
三. 學生的學年總成績由學期平時分及考試成績組成，

有關比例如上圖所示。 
四. 平時分： 
  主修科–由其任教教師評定，以學生的學習態度、 
            課堂參與、課餘練習及在學習上所取得 
            的成果為評定標準。 
  初級視唱練耳及選修科–由測驗平均分（50%）及 
                          課堂表現（50%）組成。 
五. 考試成績由兩位或以上的專業教師評定，經校方

認可後，成為確定的分數。 



升級  

學年成績不低於六十分者可繼續
升讀該課程下一個級別。 
 
學年成績分數標準如下： 

以下資訊很重要！ 



結業  

 

學生完成課程將獲頒發該課程證
書，而證書將根據學生最後一年
的主修科學年總成績體現以下畢
業等級︰ 
 合格(學年總成績60分或以上) 
 良好(學年總成績70分或以上) 
 優良(學年總成績80分或以上) 
 優異(學年總成績90分或以上) 

獲得良好或以上等級的結業證書者方
可升讀下一級別課程。 

如未獲得良好等級者不可升讀下一級
別課程： 

a. 完成所屬級別的主修科及相應副
修科者，視為符合結業標準，將獲頒
發該課程證書。 

b. 未完成所屬級別的主修科及相應
副修科者，視為未達結業標準，不獲
頒發該課程證書。 

以下資訊很重要！ 



各課程結業標準︰ 
必須完成所屬級別的主修科 
及相應副修科。 
 

課程 升級成績標準 升級條件 

先修 一級 學年總成績60分或以上 

二級 學年總成績70分或以上 

初級 一級 學年總成績60分或以上 初級視唱練耳二級合
格 (學年總成績60分
或以上) 
 

二級 學年總成績60分或以上 

三級 學年總成績70分或以上 

中級 一級 學年總成績60分或以上 

二級 學年總成績60分或以上 

三級 學年總成績70分或以上 

高級 一級 學年總成績60分或以上 

二級 學年總成績60分或以上 

三級 學年總成績70分或以上 

以下資訊很重要！ 



選修科－藝術實踐  

♫ 藝術實踐不設統一考試，參與學生
在該學年的出席率須至少達三分之
二節數或以上，教師會根據學生的
學習態度、課堂表現和課程參與度
等方面進行評定。 

♫ 參加藝術實踐的學生在學年結束將
獲頒發列有評級﹝優異（Ａ）、優
良（Ｂ）、良好（C）、合格
（D）﹞的證書以茲鼓勵。 

藝術實踐包括：樂隊、合奏、重奏、合唱。 

關於藝術實踐詳參閱音樂學校持續藝術教育課程2020/2021學年《學生手冊》第四第六款。 

根據主修科的學習特性和要求，符合程度的
學生可自願選擇報名參加藝術實踐。 



 

學籍規定  

一. 學生如欲休學，必須具備適當理由並須書面
向學校提出申請，經學校批准後，方可保留
學籍。 

二. 在同一學年中，連續或間斷休學超過一個學
期（五個月），則須按退學情況處理。具特
殊情況和理由，經校方批准，可休學一年。 

三. 休學之後的復學，必須獲重新評估及辦妥復
學手續。 



學籍規定  

四. 若無意在本院校繼續學習，須呈交退學申
請，經批准後方可辦理相關手續，否則，
該生修讀或報讀其他課程的資格將被取消。 

五. 在新學期/新課程開學日之前申請休學或
退學，獲學院批准後，可以申請退還已繳
交的學費；在開學日之後提出的休學或退
學申請，已繳交的學費將不予退還。 

六. 因處罰達到開除條件，將即時開除學籍，
不退還任何費用，而且不得再報讀本院校
的其他課程。 

 



奬罰制度  

學行良好獎 

全勤獎 

服務精神獎 

專業進步獎 

專業優秀獎 

演藝精英大獎 

口頭警告 

書面警告 

開除學籍 

獎勵制度 處罰制度 

音樂學校設有獎罰制度，
詳情參閱《澳門演藝學院
持續藝術教育課程學生/
家長須知手冊》第四章。 



惡劣天氣  

屆時亦可留意音樂學校在
家校通、Facebook專頁、 

Instagram上的公佈！ 



有關音樂學校所有制度的規定，敬請詳閱 

《澳門演藝學院持續藝術教育課程學生/

家長須知手冊》及《澳門演藝學院音樂學
校持續藝術教育課程2020/2021學年學生
手冊》。 

此兩本手冊將透過老師派發給學生。 



家校溝通平台（家校通）  

 TEAMWORK SCHOOL 

音樂學校採用專屬於學校的手機應用程式 
(APP)  “家校溝通平台服務TEAMWORK 
SCHOOL ” ，簡稱「家校通」，作為校方
與學生及家長溝通的主要渠道。 

 

學生及家長將透過手機應用程式即時查閱
學校的最新活動資訊和接收學校的重要訊
息，如最新動態、停課、補課、校內活動
等事宜。 

 

新生的登入帳號及密碼 

將透過手機短訊通知學生/

家長，請先自行下載程式！ 

請謹記家校通密碼
及保持登入狀態，
啟動通知功能，以
接收學校重要資訊。 



溫馨提醒 

♫忘記家校通帳號和密碼或更
改電話號碼者，須填寫「學生
申請書」通知本校。 

♫如因登出、關閉通知功能或  

未有下載家校通，更改聯絡電
話號碼而導致未能收到本校資
訊的後果不屬本校責任。 



澳門演藝學院網頁：WWW.CONS.GOV.MO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四 09:00-13:00、14:30-17:45 
         星期五 09:00-13:00、14:30-17:30 

  聯絡電話： 

 28352766 (望德堂校舍)、28571207 (高士德校舍) 
聯絡電話︰ 
    2835 2766 (望德堂校舍)、2857 1207 (高士德校舍) 

如有任何查詢， 
請於辦公時間致電音樂學校辦公室。 

澳門演藝學院音樂學校School of Music of Macao Conservatory 

cm_cm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