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 歌唱課程

3-5月份

VOIZE 混⾳音歌唱中⼼心
Centre of Contemporary Singing

歌唱演藝人培育成長和新星誕生的地方!



JEFFREY CHOI 蔡澤夫
星級聲樂歌唱顧問
MVT 混⾳音歌唱技巧 創辦⼈人
IVA & SLS 國際認證導師

⾹香港重量級歌唱導師之⼀一。學⽣生包括: 歌星、藝⼈人、中港澳之歌唱導
師、樂隊主⾳音、福⾳音歌⼿手、台灣華⼈人星光⼤大道冠軍、亞洲星光⼤大道
冠軍、英皇新秀歌唱⼤大賽得獎者等. 

課程 時間 內容 詳情

錄⾳音歌⼿手
訓練班

A班:	  逢星期⼀一	  19:00-‐20:00
16/3,	  23/3,	  30/3,	  13/4,	  20/4

B班:	  逢星期五	  19:00-‐20:00
20/3,	  27/3,	  17/4,	  24/4,	  8/5

C班:	  逢星期四	  19:00-‐20:00
26/3,	  16/4,	  23/4,	  30/4,	  7/5

-掌握錄⾳音需求之聲線.
-發揮個⼈人最⾃自然悅⽿耳的⾳音⾊色.
-⾳音質，⼒力度，咬字的控制.
-增強歌唱演繹的仔細度.

導師:	  Jeffrey	  Choi

學費:	  HK$1600.00
(共5堂)

3-‐4⼈人⼩小組

每堂1⼩小時	  

新秀
歌唱訓練班

A班:	  逢星期⽇日	  16:00-‐17:30
8/3,	  15/3,	  22/3,	  29/3,	  19/4

-‐了解做明⽇日之星的條件
-‐歌⼿手唱歌的要求
-‐歌唱⽅方法與時代配合
-‐發揮現代感及穿透性強的聲線
-‐選擇適當的曲⺫⽬目
-了解唱⽚片公司渴求的聲線.

導師:	  Jeffrey	  Choi

學費:	  HK$1800.00
(共5堂)

3⼈人⼩小組

每堂1.5⼩小時

課程 時間 內容 詳情

聲樂歌唱
導師培訓
及
證書課程

為期⼀一年

個⼈人課堂	  -‐	  另⾏行預約
⼩小組課堂	  -‐	  星期⽇日下午

其中包括:
個⼈人課堂24個⼩小時
⼩小組課堂約52個⼩小時

-學習以最快最有效的⽅方法來直接
針對性改善學⽣生的問題
-理⽤用科學化的理論清𥇦了解正確
健康發聲⽅方法及傳統歌唱教學
-成功完成課程之學員將有⾜足夠能
⼒力考取國際歌唱技巧執業牌照及成
為本中⼼心之導師

導師:	  
Jeffrey	  Choi
Jose	  Leung

學費:	  
HK$38,400.00

專業⼈人⼠士
聲線訓練班

A班:	  逢星期六	  13:00-‐14:00
14/3,	  21/3,	  28/3,	  18/4,	  25/4

-學習健康發聲
-增強⾳音質，減除氣聲和沙啞⾳音質
-増強語氣和說服⼒力
-增強清晰度和穿透性
-增強聲帶耐⼒力
-課程適合律師，⽼老師，演員，主
持⼈人，保險業，⾦金融業等，⻑⾧長時間
⽤用聲和對聲線質素有要求的⼈人。

導師:	  
Jeffrey	  Choi

學費:	  
HK$1,600.00

3-‐5⼈人⼩小組

每堂1⼩小時	  

2015年 全新課堂 + 最新消息 + 詳情快將公佈



JOSE LEUNG
⾼高級聲樂顧問
MVT 認證導師
IVA & SLS  國際認證導師

獨⽴立樂隊主⾳音及Demo歌⼿手
擔任紅星演唱會之和⾳音
擔任多項歌唱⽐比賽之評判

課程 時間 內容 詳情

聲線訓練班 A班:	  逢星期⼀一	  19:30-‐20:30
2/3,	  9/3,	  16/3,	  23/3,	  30/3

B班:	  逢星期六	  16:00-‐17:00
7/3,	  14/3,	  21/3,	  28/3,	  11/4

C班:	  逢星期六	  17:00-‐18:00
7/3,	  14/3,	  21/3,	  28/3,	  11/4

D班:	  逢星期六	  15:00-‐16:00
21/3,	  28/3,	  11/4,	  18/4,	  25/4

E班:	  逢星期六	  16:00-‐17:00
18/4,	  25/4,	  9/5,	  16/5,	  23/5

F班:	  逢星期六	  17:00-‐18:00
18/4,	  25/4,	  9/5,	  16/5,	  23/5

-‐學習現今當紅歌⼿手所採⽤用之歌唱技
巧.	  
-‐科學化之教學理論及聲樂練習
-‐學習健康發聲，氣，聲帶，咬字的
運⽤用及控制.
-‐理⽤用聲樂練習來解除肌⾁肉緊張及拉
扯狀態.
-‐加強真⾳音，除去假聲.
-‐增強聲線的穿透性及靈活性.
-‐擴闊⾳音域.	  

導師:	  Jose	  Leung

學費:	  HK$1000.00
(共5堂)

3-‐4⼈人⼩小組

每堂1⼩小時	  

WARREN LO
⾼高級歌唱演繹顧問
Speech Level Singing 國際認證導師

加拿⼤大温哥華新秀歌唱⼤大賽冠軍
全球華⼈人新秀歌唱⼤大賽總決賽温哥華代表
中國快樂男聲-⾹香港區10強代表
擔任多項歌唱⽐比賽之評判及表演嘉賓

課程 時間 內容 詳情

歌唱訓練班 A班:	  逢星期⼆二	  19:00-‐20:00
10/3,	  17/3,	  24/3,	  31/3,	  7/4

-‐集中鍛鍊⽐比賽歌曲
-‐了解評判的評審⾓角度
-‐增強歌唱演繹能⼒力及張⼒力

導師:	  
Warren	  Lo

學費:	  HK$800.00
(共5堂)

3-‐4⼈人⼩小組

每堂1⼩小時	  



私⼈人課堂

導師 ⼈人數 時限 收費

JEFFREY CHOI
⾸首席聲樂歌唱顧問

MVT 混⾳音歌唱技巧
創辦⼈人

IVA & SLS 
國際認證導師

1⼈人 30分鐘 HK$1,200.00JEFFREY CHOI
⾸首席聲樂歌唱顧問

MVT 混⾳音歌唱技巧
創辦⼈人

IVA & SLS 
國際認證導師

1⼈人

1⼩小時 HK$2,400.00

JEFFREY CHOI
⾸首席聲樂歌唱顧問

MVT 混⾳音歌唱技巧
創辦⼈人

IVA & SLS 
國際認證導師

2⼈人 1⼩小時 HK$2,600.00

JOSE LEUNG
⾼高級聲樂顧問

MVT 混⾳音歌唱技巧
認證導師

IVA & SLS  
國際認證導師

1⼈人 個⼈人體驗課堂	  (1⼩小時)
*	  ⼀一次性，只限新⽣生。

HK$500.00JOSE LEUNG
⾼高級聲樂顧問

MVT 混⾳音歌唱技巧
認證導師

IVA & SLS  
國際認證導師

1⼈人

1⼩小時 HK$600.00

JOSE LEUNG
⾼高級聲樂顧問

MVT 混⾳音歌唱技巧
認證導師

IVA & SLS  
國際認證導師

2⼈人 1⼩小時 HK$700.00

WARREN LO
⾼高級歌唱演繹顧問

Speech Level Singing 
國際認證導師

1⼈人 個⼈人體驗課堂	  (1⼩小時)
*	  ⼀一次性，只限新⽣生。

HK$	  500.00WARREN LO
⾼高級歌唱演繹顧問

Speech Level Singing 
國際認證導師

1⼈人

1⼩小時 HK$	  600.00

WARREN LO
⾼高級歌唱演繹顧問

Speech Level Singing 
國際認證導師

2⼈人 1⼩小時 HK$	  700.00

查詢及報名: (852)2529-9444 / info@singing-lessons-hongkong.com
iMessage / WhatsApp: (852) 6884-4004

Facebook: Voize 混⾳音歌唱中⼼心

www.singing-lessons-hongkong.com
www.學唱歌.hk / www.歌唱技巧.⾹香港

mailto:info@singing-lessons-hongkong.com
mailto:info@singing-lessons-hongkong.com
http://www.singing-lessons-hongkong.com
http://www.singing-lessons-hongkong.com


為什麼本中⼼心是獨⼀一無⼆二，有什麼教學⽅方法使我們與其他外出的教學地⽅方不同？

本中⼼心最專注教的是”混⾳音”。

在 我們⾳音域的某幾處，操控聲帶的發聲肌⾁肉會作出調節⽽而⾝身體 共鳴的感覺也會轉移。
這處就是⼤大部份⼈人會經歷到破⾳音或⾳音質突然轉變的地⽅方。對⼤大多數⼈人來說，最壞的位置
就是他們的第⼀一轉⾳音橋樑，這是我們胸聲過渡到頭聲的 轉移地⽅方。如果想開始把轉⾳音位
置變得更流暢，第⼀一步就是必須在第⼀一轉⾳音橋樑把聲⾳音混合。歌⼿手必須找到⼀一把聲線，
不是純粹的假⾳音或純粹的真⾳音。我們稱之為” 混合⾳音”。

喉頭必須保持在輕鬆講話⽔水平的位置和聲帶必須保持與聲帶肌⾁肉閉合和氣流的平衡。

在胸聲，聲帶會延伸以增加⾳音⾼高，就像當吉他⼿手使⽤用調整掛鉤來提⾼高吉他的⾳音調。當歌
⼿手把聲線上升⾄至胸聲⾳音域的上⽅方時，他們有三個不同選擇，但是只有其中⼀一個是可取
的。

1.歌⼿手可以繼續延⻑⾧長聲帶⾄至超越健康的限度，這會導致過⼤大的振動，結果把喉頭上移和
聲⾳音傳出⼝口的時候變得”拉橫”和”散開”。由此產⽣生的聲⾳音和個⼈人的感覺都會變得緊。

2.歌⼿手可以放棄⼤大部份聲帶的閉合度來只利⽤用聲帶的邊緣來作出較少的振動。這就是假
⾳音。聽起來很氣沒有⼒力度並通常會有很明顯的破⾳音出現。 假⾳音是不能融⼊入到和連接到其
他的聲⾳音的。

3.歌⼿手可以保持聲帶延伸並保持聲帶閉合肌⾁肉運作，從⽽而把聲帶輕輕適當地合在⼀一起同
時變薄。這可以⽐比喻為吉他⼿手把按⾳音板的⼿手移⾄至較近吉他⾝身，或更具體地說，逐步減少
振動的質量。

第三種選擇是唯⼀一可取的，讓歌⼿手可以真正地從胸聲轉移⾄至混⾳音。把聲帶變薄可讓歌⼿手
留在輕鬆的講話⽔水平，使⽤用舒適平衡的聲帶閉合及氣流。還會⿎鼓勵和響應“共鳴的分
⾏行”。⼀一些共鳴繼續隨著⼝口⾛走出來好像胸聲般，⽽而⼀一些共鳴就開始到達軟齶的後⾯面上到頭
部。

尋 找到混⾳音對各種⾵風格的歌⼿手都很重要。隨著時間和練習，混 ⾳音可以發展成⼀一把⾮非常
厚實和全⾯面的聲⾳音。混⾳音是⼀一把⼗十分通⽤用和靈活性很⾼高的聲⾳音。混⾳音聽起來可以像⼀一個
延伸的胸聲⾳音域，或能像向下擴展的頭⾳音。無論哪種⽅方 式，混⾳音讓歌⼿手得到無限的機
會。讓歌⼿手可以在他們的⾳音域裏流暢地移動，沒有任何明顯形式的破⾳音或⾳音質轉變。



VOIZE 混⾳音歌唱中⼼心是中國採⽤用語⾔言學和科學化歌唱理論作為教學基礎的歌唱培訓中
⼼心，並且由星級聲樂歌唱顧問 Jeffrey Choi 擔任總監，為歌⼿手提供最專業國際級的培
訓。

我們提供⼀一個簡單直接⿎鼓勵性的學習環境,令歌⼿手可以完全真正地集中發展⾃自⼰己的聲線和
歌藝。 

我們提供⼀一系列的專業個⼈人課堂，⼩小組課程和歌唱導師培訓課程，以滿⾜足每⼀一個客⼾戶的
特定需求。 

VOIZE 混⾳音歌唱中⼼心是歌唱演藝⼈人培育成⻑⾧長和新星誕⽣生的地⽅方。

-------------------------------------------

你是否厭倦了傳統的聲樂訓練，認為呼吸和橫隔膜是唯⼀一解決所有⾳音質和歌唱問題的⽅方
法？

你是否感到煩惱迷糊，因為傳統聲樂導師過度使⽤用含糊指⽰示和幻想圖像的教學⽅方法，並
對⾃自⼰己⽣生氣，因為經過⼀一週⼜又⼀一週你的進度不理想？

你的⽼老師真正了解發聲的結構，以及⾳音⾊色與你聲帶的關係嗎？還是只集中在聲線發出來
的結果，⽽而不理解怎樣發出來和達到某⾳音⾊色嗎？

你的⽼老師是否要求你從橫隔膜發聲和唱歌，當實際上你的聲⾳音是從喉嚨的聲帶產⽣生？

 

當你到達較⾼高的⾳音域時，你的聲線是否變了氣聲和很虛弱呢？然⽽而，往往傳統聲樂導師
給予的解決⽅方案都是無效和不正確的，如：你需要提更多氣，運⽤用橫隔膜，⽤用⼒力把真聲
推⾼高，提⾼高⾳音量或“⼤大叫”等。

我們經驗豐富的專業導師，將利⽤用現代強⽽而有效的技巧助你發展⼀一把有銷路的健康聲
線，不會影響你聲帶的壽命，再不⽤用承受模糊和使⽤用幻想圖像的教學⽅方式了。

通過健康及正確的發聲⽅方法,助你建⽴立⼀一副流暢,持久⼒力強,有彈性,具有個⼈人⾵風格,表達能⼒力
及穿透⼒力強,並商業化的聲線.

-------------------------------------------

VOIZE的學⽣生包括 (但不限於):

唱⽚片公司之歌⼿手及藝⼈人, 台灣華⼈人星光⼤大道冠軍, TVB超級巨星得獎者, ATV亞洲星光⼤大道
冠軍及得獎者, 全球華⼈人新秀歌唱⼤大賽冠軍, 英皇新秀歌唱⼤大賽得獎者, 節⺫⽬目主持⼈人, 電台
DJ, 著名本地樂隊主⾳音, 福⾳音樂隊主⾳音, 歌唱導師, Demo歌⼿手等等...



導師簡介:

JEFFREY CHOI 蔡澤夫
⾸首席聲樂歌唱顧問

蔡澤夫是⾹香港其中⼀一位最受追捧之歌唱導師及MVT混⾳音歌唱技巧的創辦⼈人。
Jeff 分別在2010年和2013年獲取世界⼀一級歌唱技巧 Speech Level Singing ™ 
(SLS) 及美國 Institute for Vocal Advancement (IVA) 的國際認證導師資格.

近期, Jeff 更被獲邀接受港⻯⿓龍航空之旗艦雜誌<Silkroad 絲路>專訪, 以三位⾹香
港重量級歌唱導師之⼀一的⾝身份, 為專題 <有聲有⾊色 - ⾹香港的重量級歌唱導師闡
述成為明⽇日之星所需的條件>接受訪問及作出評論.

Jeff 致⼒力培訓新⼈人, 由他培訓出來的學⽣生已成功簽約到各⼤大唱⽚片公司成為歌
⼿手, 包括: 英皇娛樂 及 Sony Music. 他的學⽣生包括：多間唱⽚片公司的歌⼿手及和
演藝⼈人 (包括: 英皇娛樂，太陽娛樂⽂文化，TVB，亞洲電視，Neway Star，
GME，和肥媽Maria旗下滙映娛樂的歌⼿手等)、中港澳的歌唱⽼老師、以及來⾃自
世界各地的學⽣生。當中包括: 蔡卓妍、陳偉霆、洪卓⽴立、許靖韻  Angela、
Rocky 陳樂基@Killersoap 、J. Arie、周秀娜、Regen@Hotcha、關詩敏、
As One、狄易達、林奕匡、邰正宵、Mischa@Trekkerz、馮曦妤 等等。

Facebook 專⾴頁: Jeffrey Choi 蔡澤夫

JOSE LEUNG
⾼高級聲樂顧問

⾹香港少數SLS 認證聲樂導師之⼀一。研習聲樂多年，師承國際級聲樂導師Greg 
Enriquez、 Jeffrey Skouson 、Spencer Welch等等。

其學⽣生在多項歌唱⽐比賽成績優異並獲著名唱⽚片公司招攬為旗下歌⼿手；其他學
⽣生包括國際著名模特兒、獨⽴立⾳音樂歌⼿手及創作⼈人。
除了熱⼼心教學，她也活躍於獨⽴立⾳音樂創作及演出；亦曾參與⼀一些本地歌⼿手的
演唱會和⾳音⼯工作。這些與不同樂⼿手交流的經驗令她對不同的曲⾵風相當熟悉。
無論爵⼠士、流⾏行曲或搖滾，她瞭解在演繹的時候所需的⾳音質，從⽽而運⽤用合適
的發聲技巧調節聲線。



WARREN LO 
⾼高級歌唱演繹顧問

Warren Lo 從⼩小對⾳音樂的熱情已⾮非常強烈。Warren在⾳音樂⽅方⾯面的天賦很早就
被他的⽗父⺟母發現，並給予他最⼤大的⽀支持。Warren從⼩小到⼤大除了要顧及繁忙的
課業之餘， 愛⾳音樂的他⼀一直很 積極在⾳音樂上的學習，聲⾳音訓練､鋼琴演奏及
管弦樂，⼀一路直到他的⻘青春期。憑著他過⼈人的技巧及⻑⾧長期的訓練，Warren在
⾳音樂⽅方⾯面得到廣泛的認可，更驘得不少⼤大賽的獎項。當中包括 Royal Music 
Academy 的最有潛質歌⼿手､加拿⼤大全國第⼀一､還從溫哥華的華⼈人社區得到好多
個獎項。

由Warren多元化及豐富的舞台 經驗，我們可以看出他在聲線運⽤用和歌唱技巧
上的實⼒力。他的學⽣生不只是能夠學會正確⽤用聲⽅方法，更能學習到如何判別⼀一
個表演精彩與否的觀念與意識。 Warren Lo，⼀一個既能認真教導､亦能寬容關
⼼心學⽣生的導師，相信定能為學⽣生提供⼀一個無壓⼒力､深⼊入及舒適的學習環境。

Warren亦在加拿⼤大電視節⺫⽬目: 溫哥華⼩小姐選美⼤大賽及溫哥華新秀歌唱⼤大賽內
擔任表演嘉賓，及曾在多個公開⽐比賽內獲奬，包括 : 全球華⼈人新秀歌唱⼤大賽
溫哥華選拔賽冠軍及YOURS紅⼈人館歌唱⼤大賽冠軍等等.

優惠卷: (只適⽤用於新學⽣生)

**不可與其他優惠⼀一起使⽤用。每次只限⽤用⼀一張。有效期⾄至2015年12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