訂購表格 (Order Form)

香 港 中 樂 團 書 籍 訂 購 Hong Kong Chinese Orchestra Publications
書籍名稱

售價

摰友價

訂購數量

Name of Publication

（HK$）
Price

(HK$)
FoHKCO

No. of Copy

專業樂團考題寶典 — 敲擊（指定曲）
Audition Repertoire Bible - Percussion (Compulsory pieces)
專業樂團考題寶典 — 敲擊（視奏曲）
Audition Repertoire Bible - Percussion (Sight-reading)
專業樂團考題寶典 — 吹管（指定曲）
Audition Repertoire Bible - Wind (Compulsory pieces)
專業樂團考題寶典 — 吹管（視奏曲）
Audition Repertoire Bible - Wind (Sight-reading)
專業樂團考題寶典 — 彈撥（指定曲）
Audition Repertoire Bible - Plucked-string (Compulsory pieces)
專業樂團考題寶典 — 彈撥（視奏曲）
Audition Repertoire Bible - Plucked-string (Sight-reading)
專業樂團考題寶典 — 胡琴（指定曲）
Audition Repertoire Bible - Huqin (Compulsory pieces)
專業樂團考題寶典 — 胡琴（視奏曲）
Audition Repertoire Bible - Huqin (Sight-reading)
專業樂團考題寶典 — 吹管 / 彈撥 / 敲擊 / 胡琴（指定曲 / 視奏
曲） 全套共 8 本(送珍藏寶盒)
《揮灑自如——中樂指揮培訓與實踐》

$150

-

$150

-

$150

-

$150

-

$150

-

$150

-

$150

-

$150

-

中國鼓樂評級試考級曲目 (第一級至第三級)
Drum Graded Exam Pieces (Grade 1-3)
中國鼓樂評級試考級曲目 (第四級至第五級)
Drum Graded Exam Pieces (Grade 4-5)
中國民族管弦樂樂隊演奏片段 (專業程度)－敲擊樂 (上冊)
上海音樂學院賀綠汀中國音樂高等研究院中國民族管弦樂研究中心叢書
香港中樂團樂隊學院叢書

$1200

總值
（HK$）
Amount

-

$

$158

-

$150

-

$150

-

$120

-

$

$120

-

$

$220

-

$

$120

-

$

$88

-

$

$398

-

$

-

$

$107

$

$
$

中國民族管弦樂樂隊演奏片段 (專業程度)－敲擊樂 (下冊)
上海音樂學院賀綠汀中國音樂高等研究院中國民族管弦樂研究中心叢書
香港中樂團樂隊學院叢書

中國民族管弦樂樂隊演奏片段 (專業程度)－敲擊樂 (上、下冊)
上海音樂學院賀綠汀中國音樂高等研究院中國民族管弦樂研究中心叢書
香港中樂團樂隊學院叢書

中國民族管弦樂樂隊演奏片段 (專業程度)－琵琶
上海音樂學院賀綠汀中國音樂高等研究院中國民族管弦樂研究中心叢書
香港中樂團樂隊學院叢書

中國民族管弦樂樂隊演奏片段 (專業程度)－二胡
上海音樂學院賀綠汀中國音樂高等研究院中國民族管弦樂研究中心叢書
香港中樂團樂隊學院叢書

中樂無疆界-國際作曲家高峰會論文集
Chinese Music Without Bounds-International Composers’
Summit Proceedings and Papers
心繫香港四十年海報展
Forty Years with Hong Kong Poster Exhibition

(捐款)

一位指揮家的誕生- 閻惠昌傳
The Making of a Maestro: the Story of Yan HuiChang

$118

(捐款)

$350

走向世界級樂團的蛻變 – 香港中樂團公司化的第一個十年
The 1st 10-year of HKCO's incorporation
中國民族樂器現代交響化的先驅—林樂培作品集
A Collection of Pioneering Symphonic works for Chinese folk
instruments By Doming Lam
大型中樂合奏《觀賞秘笈》
A Handbook to Appreciating Chinese Orchestral Music
中樂因您更動聽─民族管弦樂導賞
The Enjoyment of Chinese Orchestral Music
探討中國音樂在現代的生存環境及其發展 ─
座談會論文集

$128

$

$116

$
$480

$432

$50

-

$198

-

$160

-

$
$
$

*送件或郵寄附加費 Delivery Charge
可預約親身到本樂團辦事處領取訂購之書籍

The Souvenir can be picked up at HKCO office in person by appointment.

**海外郵購請在寄出訂購表格前電郵 inquiries@hkco.org 查詢有關所需附加費
(Overseas subscription please email inquiries@hkco.org to enquire the exact postage prior placing order.)

Total :

$
$

訂購戶及付款資料：

姓名 Name ：

會員編號 Membership No.:

地址 Address ：
電話 Telephone ：

電郵 Email ：

傳真 Fax ：

日期 Date ：

信用咭付款 Pay By Credit Card（請傳真表格至本樂團 Fax to HKCO）
本人授權香港中樂團從下列信用咭戶口支取訂購費用：
I hereby authorize Hong Kong Chinese Orchestra Ltd. to debit my credit card account for the settlement of my orders.

港幣 HK$

Visa

MasterCard
(please print)

持咭人姓名 Card Holder ：

信用咭號碼 Credit Card No. ：
簽署 Signature ：

有效日期 Expiry Date ：
日期 Date ：

支票付款 Pay By Cheque
請把劃線支票「抬頭：香港中樂團有限公司」及此表格寄回本樂團下列地址，多謝!
Please enclose crossed cheque payable to “Hong Kong Chinese Orchestra Ltd.” with order form and send to the following address. Thank
you!
香港中樂團地址：香港上環皇后大道中 345 號上環市政大廈 7 樓
Address : Hong Kong Chinese Orchestra, 7/F, Sheung Wan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345 Queen’s Road Central, Hong Kong
電話 Telephone：(852) 3185 1647
傳真 Fax：(852) 2815 5615
電郵 Email：inquiries@hkco.org

收集個人資料私隱聲明：
您提供的以上個人資料會用作與香港中樂團的溝通管道，本樂團將透過以上途徑通知您有關本樂團的最新資訊、優惠及推廣訊息。如日後您希望更改或取
消接收任何由本樂團發出的最新資訊(包括直接銷售)等，請以書面或電話通知本樂團︰
香港皇后大道中 345 號上環市政大廈 7 樓香港中樂團收
電話：3185 1600 | 傳真：2815 5615 | 電郵：inquiries@hkco.org | 網址：www.hkco.org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Statement:
The personal data that you supply will be used for the communication, contacts and the promotion of latest information, programmes, events, discount and offers through the above stated channels. You
can make subsequent changes on your choice of receiving further information (including direct marketing materials) by sending a written unsubscribe request to the following address or contact the
Hong Kong Chinese Orchestra as stated below:
Address: 7/F., Sheung Wan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345 Queen’s Road Central, Hong Kong
Tel.: 3185 1600 | Fax: 2815 5615 | E-mail: inquiries@hkco.org | Website: www.hkco.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