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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賈詠雪老師 (左) ; 林漢堅校長 (右)

天主教伍華小學   「粵」唱「粵」精采

下期預告

下期將會訪問天主教伍華小學，

與大家分享該校如何積極推動

粵劇教育，當中如何培育學生

的興趣及克服各種困難，亦可

以觀賞到該校音樂科賈詠雪老

師的示範。

請密切
留意!

．你知多少?鼓

扁鼓

扁鼓聲音較堂鼓低，但很

響亮，節奏變化較多，

扁鼓用於歌舞伴奏或器樂

合奏，有時在樂團中居於

主導地位。

堂鼓
通過敲擊鼓邊、鼓心和控制

敲擊的力量，以達至大幅度

的音量和音色對比，對情緒

及氣氛的渲染有較大的作用，

是現代民間器樂合奏及戲曲

音樂中常用的一種打擊樂器。

高音戰鼓

由於鼓面較小，音色的變化不如

堂鼓明顯。高音戰鼓用於演奏

較密集的音型。此鼓較堂鼓高音，

聲音較結實，餘音較短。

排鼓
泰伯鼓樂團的排鼓由五個大小不同、音高有別

的鼓組成。排鼓發音激烈、跳盪，高音堅實

有力，中、低音寬厚宏亮，尤擅於表現熱烈歡

騰的情緒。

太鼓
自中國傳至日本已有兩千

年以上的歷史 。其聲音

隆隆磅礡，震撼人心 。

甫進學校，已經聽到震撼人心的

鼓聲，氣勢磅礡，不敢相信眼前

用力揮動鼓棒的只是一班年約10

歲的小學生。泰伯鼓樂團成立於

2010年，每年都會代表學校參與

不同的公開比賽及表演，成績

卓越。本期的專訪，將會帶大家

深入了解樂團的成功故事。

鼓．動人心

姚主任回想起鼓樂團成立之初，是寂寂無名的，為吸引學生參加，學校

以半費資助形式作招徠。但家長和老師很快便發現，「有些學生平日沉默

寡言，但打鼓時會光芒四射。鼓樂講求團隊精神，亦能培養學生自律、專

注和自信心，看到學生能從中獲益，亦令自己有很大的成功感。現在很

多家長會早一年來找我，希望為子女預留鼓樂團的席位。」

鼓樂團每次比賽都會邀請家長到場支持學生，一同感受現場澎湃的

氣氛，同時讓家長了解子女所學。家長非常欣賞老師能發掘到學生

的潛能，尤其是一些平日不起眼的學生。因此，泰伯鼓樂團的成功，

實有賴老師、家長與學生互相的支持與努力。

姚碧珊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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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大家跟小編一樣很好奇，為何學校選擇

鼓樂為重點發展項目? 姚主任表示：「由

2008 年開始，學校在音樂科全力推展『一生

一體藝計畫』，同年開設鼓樂班，以課後興趣

班模式進行，培訓對象以一至三年級學生

為主。及至2010 年便成立泰伯鼓樂團，由二

至六年級學生組成，提供初級組、高級組及

精英組訓練。對初學者來說，鼓樂較弦樂、

鋼琴、吹管樂器容易掌握，非常適合小

學生。」弘老師補充說﹕「鼓樂能讓學生通過集體的節奏訓練，以及探索不同敲擊樂器發出的聲響效果，加深

他們對音樂，以至敲擊樂的愛好，為藝術成長奠下良好的基礎。鼓樂着重拍子及動作的一致性，演奏時更強調

呈現氣氛、整體性的節奏技巧及展示動作形態多變。它不但增進學生音樂知識和欣賞這種藝術的美感，同時

讓他們認識到中國傳統的敲擊樂器及其獨特性。」難怪鼓樂團一直深受家長和學生追捧。

音樂課堂教學的內容對學生參加鼓樂團有幫助嗎？當然有，姚主任表示

音樂課堂內容有助學生了解鼓樂，以及打好樂理基礎。她舉例說：「低年

級的課本會介紹小堂鼓，當鼓樂團在校內表演時，其他學生便會記起課

堂所學，更有共鳴；而二及五年級教授中國敲擊樂器時，學生都會從課

本裏的圖片，認識中國鼓。」樂理方面，《朗文音樂》課本裏的節奏訓練

口訣有趣又易記，能讓老師及學生靈活應用到鼓樂訓練上。姚主任

表示：「每次講『蘋果、士多啤梨、橙』，學生便能立即理解，然後應用

到打鼓上。再加上《朗文音樂》豐富而實用的學習資源和教學片段，都

能讓學生在家進行自學。」

《朗文音樂》2 下 〈樂器添氣氛〉

《朗文音樂》2 上的節奏訓練

很高興訪問當日，學校特意安排小編

欣賞鼓樂團的練習。姚主任表示：

「團員需透過每星期的定期訓練，學

習擊鼓技巧，並從中培養團員之間的

默契。但因為疫情關係，鼓樂團已經

有一段時間沒有練習，當學生和家長

知道拍攝當日可以回校練習時，都感

到非常興奮。」小編在現場充分感受

到學生對鼓樂的熱愛與投入。

同場加映⋯

鼓樂團練習片段

泰伯鼓樂團除參與各項校外比賽外，還積極參與社區和文化交流

活動，例如每年都會到毗鄰的幼稚園表演，亦會在不同機構舉辦的

節慶活動上演出。希望透過不同渠道讓大眾了解和欣賞鼓樂，同時

豐富學生的人生閱歷。

走進社區

弘揚鼓樂

鼓點解係        ?  原來有段古⋯

獲邀到蒙特梭利國際學校作文化交流

於張煊昌幼稚園「喜氣洋洋賀新春」開幕
典禮中表演

參與台灣南投縣國小國際教育校際交流活動

音樂課與       樂團鼓

姚碧珊主任 (左) ; 弘幗英老師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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