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粵曲考級試(演唱) - 全球首個粵曲考級試

香港粵劇學者協會 報考詳情

顧問及考官

2018年7月，香港粵劇學者協會與西倫敦大學倫敦音樂學院共同推出全球

首個 曲考級試（演唱）﹝下稱『考級試』﹞，目的在訂立有關考評系統

和準則，從而推動學生修習粵曲，確認演唱者他們在這方面的學習成效，

藉以提升粵曲演唱水平，建立粵曲演唱在音樂世界的國際地位。所簽發的

證書受國際認可，獲英國大學入學試加分。

考試大綱、教師適用資料及其他課程指引以及報考方法，均可在香港粵劇

學者協會網址(www.hkacos.com)閱覽/下載。

顧問及考官均為香港資深的粵劇學者、演員、唱家 、撰曲家和樂師，名單如下

(以姓名筆劃序)：

顧問: 方文正、阮眉、何家光、張琴思、梁樹根、程德芬、蔣艷紅、鍾麗蓉

首席考官: 阮兆輝

考官: 尹飛燕、王勝泉、王勝焜、李龍、李鳳、高潤鴻、

 麥惠文、陳守仁、梁之潔、黃綺雯、黃德正、新劍郎、

 楊麗紅、劉永全、劉建榮、劉惠鳴、盧筱萍

第一至八級對話、視唱、聽辨口試範圍

對話(10%) 視唱(4%) 聽辨口試(6%)

第一級

回答考官有關粵曲知識
的提問

一分鐘時間準備，
視唱工尺譜及數
叮板

哼出聽到的旋律同時
數叮板

第二級

第三級

哼出聽到的旋律同時數
叮板，辨認鑼鼓點

第四級

第五級
回答考官有關粵曲知識
及曲目背景的提問

一分鐘時間準備，
視唱連曲詞的工尺
譜旋律及數叮板

第六級
回答考官有關粵曲知
識、曲式的理解及曲目
背景的提問，唸出考官
指定的粵劇官話

哼出聽到的旋律同時數
叮板，辨認鑼鼓點並背
誦口訣

第七級

第八級

考試地點 香港九龍紅磡民樂街23號駿昇中心11樓柏斯琴行

考試日期 考級試每年舉行兩次，分別在一/二月及七/八月間舉行

報名日期 考試前五個月在本會網址(www.hkacos.com)公佈

報名方法

網上報名：
在本會網址(www.hkacos.com)報名

郵寄或親身報名：
在本會網址(www.hkacos.com)下載報名表格，填妥後連同考試費（支票
或銀行匯票抬頭「香港粵劇學者協會有限公司」，
恕不接受現金繳費），於截止日期前郵寄或手遞至本會考試代理處: 

柏斯琴行
香港九龍尖沙咀漆咸道南39號鐵路大廈8樓
查詢電話 ： (852) 5115 2715
報名時間 ： 星期一至五
  9:30am-12:45pm，2:15pm-5:45pm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考試費

第一級 HK$900 第二級 HK$1,050 第三級 HK$1,200 第四級 HK$1,350

第五級 HK$1,500 第六級* HK$1,700 第七級* HK$1,900 第八級* HK$2,200

*考生須考得第五級及格，方能報考第六級至第八級

《考試曲譜》

第一級 HK$100 第二級 HK$120 第三級 HK$120 第四級 HK$140

第五級 HK$140 第六級 HK$170 第七級 HK$200 第八級 HK$230

參考材料

鑼鼓點聽辨教材光碟第三至八級 HK$39

銷售地點
香港區 : 柏斯琴行及分店 電話 : (852) 5115 2715

澳門區 : 澳門文化廣場(澳門荷蘭園馬路32號G地庫) 電話 : (853) 2833 8561

網上參考教材(於本會網址(www.hkacos.com)免費下載)

考試大綱、考試曲目列表 鑼鼓點口訣

各級演唱曲目、對話、視唱、聽辨口試考核範圍 參考文獻

粵劇官話範例錄音：第六級至第八級 網上學習資源

參考影片：考試小錦囊 - 對話、視唱、 辨口試舉例

評估範疇、方式及比重
    

評估         範疇
方式
及比重

技巧水平
演繹

（戲曲感）
粵曲樂理和知識 表達能力

演唱(80%) ✔ ✔ ✔ ✔

對話(10%)
✔ 

（5至8級）
✔

✔ 

（5至8級）

視唱(4%) ✔
✔ 

（5至8級）
✔ ✔

聽辨口試(6%)
✔ 

（5至8級）
✔

等別的評定

優異：85-100%   良好：75-84%    合格：65-74%

不合格(接近合格)：55-64%     不合格：0-54%

香港粵劇學者協會是在香港成立的非牟利機構，由一群熱心推動香港

粵劇發展的學者組成，成員包括大學教授、資深粵劇粵曲藝術家、教

育家和專業人士等。創會的宗旨之一是藉成員的研究與專業背景，提

升粵劇的學術和藝術水平。

聯絡方法

電話/WhatsApp： (852) 6360 6762

電郵： info@hkacos.com

網址： www.hkaco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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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以提升粵曲演唱水平，建立粵曲演唱在音樂世界的國際地位。所簽發的

證書受國際認可，獲英國大學入學試加分。

考試大綱、教師適用資料及其他課程指引以及報考方法，均可在香港粵劇

學者協會網址(www.hkacos.com)閱覽/下載。

顧問及考官均為香港資深的粵劇學者、演員、唱家 、撰曲家和樂師，名單如下

(以姓名筆劃序)：

顧問: 方文正、阮眉、何家光、張琴思、梁樹根、程德芬、蔣艷紅、鍾麗蓉

首席考官: 阮兆輝

考官: 尹飛燕、王勝泉、王勝焜、李龍、李鳳、高潤鴻、

 麥惠文、陳守仁、梁之潔、黃綺雯、黃德正、新劍郎、

 楊麗紅、劉永全、劉建榮、劉惠鳴、盧筱萍

第一至八級對話、視唱、聽辨口試範圍

對話(10%) 視唱(4%) 聽辨口試(6%)

第一級

回答考官有關粵曲知識
的提問

一分鐘時間準備，
視唱工尺譜及數
叮板

哼出聽到的旋律同時
數叮板

第二級

第三級

哼出聽到的旋律同時數
叮板，辨認鑼鼓點

第四級

第五級
回答考官有關粵曲知識
及曲目背景的提問

一分鐘時間準備，
視唱連曲詞的工尺
譜旋律及數叮板

第六級
回答考官有關粵曲知
識、曲式的理解及曲目
背景的提問，唸出考官
指定的粵劇官話

哼出聽到的旋律同時數
叮板，辨認鑼鼓點並背
誦口訣

第七級

第八級

考試地點 香港九龍紅磡民樂街23號駿昇中心11樓柏斯琴行

考試日期 考級試每年舉行兩次，分別在一/二月及七/八月間舉行

報名日期 考試前五個月在本會網址(www.hkacos.com)公佈

報名方法

網上報名：
在本會網址(www.hkacos.com)報名

郵寄或親身報名：
在本會網址(www.hkacos.com)下載報名表格，填妥後連同考試費（支票
或銀行匯票抬頭「香港粵劇學者協會有限公司」，
恕不接受現金繳費），於截止日期前郵寄或手遞至本會考試代理處: 

柏斯琴行
香港九龍尖沙咀漆咸道南39號鐵路大廈8樓
查詢電話 ： (852) 5115 2715
報名時間 ： 星期一至五
  9:30am-12:45pm，2:15pm-5:45pm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考試費

第一級 HK$900 第二級 HK$1,050 第三級 HK$1,200 第四級 HK$1,350

第五級 HK$1,500 第六級* HK$1,700 第七級* HK$1,900 第八級* HK$2,200

*考生須考得第五級及格，方能報考第六級至第八級

《考試曲譜》

第一級 HK$100 第二級 HK$120 第三級 HK$120 第四級 HK$140

第五級 HK$140 第六級 HK$170 第七級 HK$200 第八級 HK$230

參考材料

鑼鼓點聽辨教材光碟第三至八級 HK$39

銷售地點
香港區 : 柏斯琴行及分店 電話 : (852) 5115 2715

澳門區 : 澳門文化廣場(澳門荷蘭園馬路32號G地庫) 電話 : (853) 2833 8561

網上參考教材(於本會網址(www.hkacos.com)免費下載)

考試大綱、考試曲目列表 鑼鼓點口訣

各級演唱曲目、對話、視唱、聽辨口試考核範圍 參考文獻

粵劇官話範例錄音：第六級至第八級 網上學習資源

參考影片：考試小錦囊 - 對話、視唱、 辨口試舉例

評估範疇、方式及比重
    

評估         範疇
方式
及比重

技巧水平
演繹

（戲曲感）
粵曲樂理和知識 表達能力

演唱(80%) ✔ ✔ ✔ ✔

對話(10%)
✔ 

（5至8級）
✔

✔ 

（5至8級）

視唱(4%) ✔
✔ 

（5至8級）
✔ ✔

聽辨口試(6%)
✔ 

（5至8級）
✔

等別的評定

優異：85-100%   良好：75-84%    合格：65-74%

不合格(接近合格)：55-64%     不合格：0-54%

香港粵劇學者協會是在香港成立的非牟利機構，由一群熱心推動香港

粵劇發展的學者組成，成員包括大學教授、資深粵劇粵曲藝術家、教

育家和專業人士等。創會的宗旨之一是藉成員的研究與專業背景，提

升粵劇的學術和藝術水平。

聯絡方法

電話/WhatsApp： (852) 6360 6762

電郵： info@hkacos.com

網址： www.hkacos.com

2021年修訂

西倫敦大學與香港粵劇學者協會
代表2018年進行簽約儀式

粵曲考級試

HKACOS FACEBOOK



第一級(約演唱10分鐘，不須背譜)

平喉：

1. 白欖，選自《無情寶劍有情天》

2. 小曲《倦尋芳》，選自《苧蘿訪艷》

3. 小曲《春風得意》，選自《啼笑姻緣》

子喉：

1. 白欖，選自《帝女花》之《樹盟》

2. 小曲《紅燭淚》，選自《搖紅燭化佛前

燈》

3. 小曲《千里琵琶》，選自《琵琶記》之

《廟遇》

第二級(約演唱10分鐘，不須背譜)

平喉：

1. 小曲《別鶴怨》，選自《琵琶記》之

《廟遇》

2. 小曲《渡鵲橋》，選自《鵲橋仙》

3. 小曲《胡不歸》，選自《胡不歸》之

《哭墳》

4. 詩白，選自《胭脂巷口故人來》之

《孤雁再還巢》

子喉：

1. 小曲《未生怨》，選自《白蛇傳》之

《斷橋》

2. 小曲《雪中燕》，選自《帝女花》之

《庵遇》

3. 小曲《餓馬搖鈴》，選自《打神》

4. 詩白，選自《琵琶記》之《廟遇》

第三級(約演唱14分鐘，不須背譜)

平喉：

1. 梆子中板，選自《帝女花》之《樹盟》

2. 減字芙蓉、梆子滾花，選自《柳毅傳書》之

《花好月圓》

3. 梆子中板、梆子滾花、七字清中板，選自

《狄青夜闖三關》之《猜心事》

4. 快中板，選自《三夕恩情廿載仇》之

《放夫》

5. 沉腔花、梆子滾花，選自《雷鳴金鼓戰笳

聲》之《十里亭送別》

6. 托白，選自《琵琶記》之《廟遇》

子喉：

1. 減字芙蓉、梆子滾花、梆子中板，選自

《紅娘遞柬》

2. 快中板、梆子滾花，選自《無情寶劍有情

天》

3. 梆子中板、減字芙蓉、七字清中板、快中

板、梆子滾花，選自《穆桂英掛帥》

4. 沉腔花、梆子滾花，選自《百花亭贈劍》

5. 托白，選自《再世紅梅記》之

《觀柳還琴》

第四級(約演唱14分鐘，不須背譜)

平喉：

1. 梆子七字句中板、梆子滾花，選自

《胡不歸》之《慰妻》

2. 乙反中板、乙反七字清、乙反滾花，選自

《雙陽公主追夫》

3. 反線中板、梆子滾花，選自《落霞孤鶩》

4. 二黃八字句慢板、二黃十字句慢板、二黃滾

花，選自《吟盡楚江秋》

5. 三腳凳，選自《釣魚郎》

6. 韻白，選自《帝女花》之《庵遇》

子喉：

1. 乙反中板、乙反七字清、乙反滾花，選自

《三夕恩情廿載仇》之《放夫》

2. 梆子七字句中板、梆子滾花，選自

《三夕恩情廿載仇》之《放夫》

3. 反線中板、梆子滾花，選自《雙陽公主追

夫》

4. 二黃滾花，選自《白蛇傳》之《水漫金

山》

5. 二黃八字句慢板，選自《花染狀元紅》之

《庵堂重會》

6. 二黃十字句慢板，選自《梁祝恨史》之

《願為蝴蝶繞孤墳》

7. 三腳凳、梆子滾花，選自

《七月七日長生殿》

8. 韻白，選自《白兔會》之《榮歸團圓》

第五級(約演唱17分鐘，不須背譜)

平喉：

1. 乙反二黃慢板，選自《梨花慘淡經風雨》

2. 梆子長句滾花，選自《落霞孤鶩》

3. 乙反長句滾花，選自《李後主》之

《去國歸降》

4. 梆子長句滾花、梆子慢板，選自《玉梨魂》

之《剪情》

5. 口古，選自《孔雀東南飛》

子喉：

1. 乙反二黃慢板、乙反滾花，選自

《黛玉離魂》

2. 梆子慢板，選自《紅娘遞柬》

3. 乙反長句滾花，選自《雷鳴金鼓戰笳聲》

之《十里亭送別》

4. 梆子長句滾花，選自《玉梨魂》之

《剪情》

5. 口古，選自《再世紅梅記》之

《觀柳還琴》

第六級(約演唱17分鐘，不須背譜)

平喉：

1. 大調《戀檀郎》(戀檀)，選自《鵬程萬里》

2. 板眼，選自《宋江怒殺閻婆惜》

3. 木魚，選自《六月雪》之《送別》

4. 乙反木魚，選自《幻覺離恨天》

5. 二黃長句流水板、二黄滾花，選自

《朱弁回朝》之《哭主》

6. 二黃倒板、乙反長句滾花，選自

《林沖》之《柳亭餞別》

7. 二黃首板，選自《朱弁回朝》之《哭主》

8. 二黃煞板，選自《雙仙拜月亭》

9.   打引詩白、反線二黃慢板板面、浪裡白，

選自《山伯臨終》

子喉：

1. 大調《戀檀郎》(戀檀)，選自《鵬程萬里》

2. 木魚，選自《六月雪》之《送別》

3. 乙反木魚，選自《六月飛霜》之《大審》

4. 二黃倒板，選自《凌波夢影》

5. 二黃流水板、二黃滾花，選自

《昭君出塞》

6. 二黃首板，選自《打神》

7. 二黃煞板，選自《雙仙拜月亭》

8. 打引詩白，選自《帝女花》之《上表》

第七級(約演唱20分鐘，不須背譜)

平喉：

1. 南音，選自《聲聲慢》

2. 芙蓉中板、七字清中板，選自

《平陽宮花並蒂開》

3. 反線二黃慢板，選自《碧波仙子》之

《觀燈逃亡》

4. 乙反二黃慢板、乙反二黃滴珠慢板，

選自《漢月蠻花》

5. 梆子倒板，選自《紅葉詩媒》

子喉：

1. 南音，選自《梁祝恨史》之

《願為蝴蝶繞孤墳》

2. 芙蓉中板、七字清中板，選自

《血濺未央宮》

3. 反線二黃慢板，選自《白蛇傳》之

《斷橋》

4. 乙反二黃滴珠慢板，選自《蘇三贈別》

5. 梆子倒板，選自《蘆花翻白燕子飛》

第七級(約演唱20分鐘，不須背譜)(續)

平喉(續)：

6. 梆子首板，選自《多情君瑞俏紅娘》之

《西廂待月》

7. 梆子煞板，選自《林沖》之《柳亭餞別》

8. 梆子滾花、哭相思，選自《落霞孤鶩》

9. 選自第六級的任何一首平喉曲目選段

子喉(續)：

6. 梆子首板，選自《穆桂英掛帥》

7. 梆子煞板，選自《楊門女將》之《探谷》

8. 小曲《流水行雲》、哭相思，選自

《落霞孤鶩》

9. 選自第六級的任何一首子喉曲目選段

第八級(約演唱20分鐘，不須背譜)

平喉：

1. 龍舟，選自《夜半歌聲》

2. 二黃四平(西皮)，選自《俏潘安》之

《店遇》

3. 梆子快慢板，選自《二堂放子》

4. 嘆板，選自《帝女花》之《香劫》

5. 合調慢板，選自《白兔會》之《榮歸團圓》

6. 二黃快流水板、二黃滾花，選自《白龍關》

7. 二黃慢板、二黃快慢板(快二黃)，選自

《趙氏孤兒》之《捨子存孤》

8. 鑼鼓白，選自《潞安州》

9. 選自第六、七級的任何一首平喉曲目選段

子喉：

1. 二黃四平(西皮)，選自《俏潘安》之

《店遇》

2. 梆子快慢板，選自《白蛇傳》之

《天宮拒情》

3. 嘆板，選自《金枝玉葉》

4. 二黃流水板、二黃快流水板、二黃滾花，

選自《白蛇傳》之《水漫金山》

5. 二黃快流水板，選自《百萬軍中藏阿斗》

6. 二黃慢板、二黃快慢板(快二黃)，選自

《趙氏孤兒》之《捨子存孤》

7. 鑼鼓白，選自《潞安州》

8. 選自第六、七級的任何一首子喉曲目選段

第一至八級考試曲目
(敬請參閱本會所出版曲譜，以獲得更詳細考試曲目資料)

第一至八級考試曲目(續)
(敬請參閱本會所出版曲譜，以獲得更詳細考試曲目資料)

第一至八級考試曲目(續)
(敬請參閱本會所出版曲譜，以獲得更詳細考試曲目資料)

第一至八級考試曲目(續)
(敬請參閱本會所出版曲譜，以獲得更詳細考試曲目資料)



第一級(約演唱10分鐘，不須背譜)

平喉：

1. 白欖，選自《無情寶劍有情天》

2. 小曲《倦尋芳》，選自《苧蘿訪艷》

3. 小曲《春風得意》，選自《啼笑姻緣》

子喉：

1. 白欖，選自《帝女花》之《樹盟》

2. 小曲《紅燭淚》，選自《搖紅燭化佛前

燈》

3. 小曲《千里琵琶》，選自《琵琶記》之

《廟遇》

第二級(約演唱10分鐘，不須背譜)

平喉：

1. 小曲《別鶴怨》，選自《琵琶記》之

《廟遇》

2. 小曲《渡鵲橋》，選自《鵲橋仙》

3. 小曲《胡不歸》，選自《胡不歸》之

《哭墳》

4. 詩白，選自《胭脂巷口故人來》之

《孤雁再還巢》

子喉：

1. 小曲《未生怨》，選自《白蛇傳》之

《斷橋》

2. 小曲《雪中燕》，選自《帝女花》之

《庵遇》

3. 小曲《餓馬搖鈴》，選自《打神》

4. 詩白，選自《琵琶記》之《廟遇》

第三級(約演唱14分鐘，不須背譜)

平喉：

1. 梆子中板，選自《帝女花》之《樹盟》

2. 減字芙蓉、梆子滾花，選自《柳毅傳書》之

《花好月圓》

3. 梆子中板、梆子滾花、七字清中板，選自

《狄青夜闖三關》之《猜心事》

4. 快中板，選自《三夕恩情廿載仇》之

《放夫》

5. 沉腔花、梆子滾花，選自《雷鳴金鼓戰笳

聲》之《十里亭送別》

6. 托白，選自《琵琶記》之《廟遇》

子喉：

1. 減字芙蓉、梆子滾花、梆子中板，選自

《紅娘遞柬》

2. 快中板、梆子滾花，選自《無情寶劍有情

天》

3. 梆子中板、減字芙蓉、七字清中板、快中

板、梆子滾花，選自《穆桂英掛帥》

4. 沉腔花、梆子滾花，選自《百花亭贈劍》

5. 托白，選自《再世紅梅記》之

《觀柳還琴》

第四級(約演唱14分鐘，不須背譜)

平喉：

1. 梆子七字句中板、梆子滾花，選自

《胡不歸》之《慰妻》

2. 乙反中板、乙反七字清、乙反滾花，選自

《雙陽公主追夫》

3. 反線中板、梆子滾花，選自《落霞孤鶩》

4. 二黃八字句慢板、二黃十字句慢板、二黃滾

花，選自《吟盡楚江秋》

5. 三腳凳，選自《釣魚郎》

6. 韻白，選自《帝女花》之《庵遇》

子喉：

1. 乙反中板、乙反七字清、乙反滾花，選自

《三夕恩情廿載仇》之《放夫》

2. 梆子七字句中板、梆子滾花，選自

《三夕恩情廿載仇》之《放夫》

3. 反線中板、梆子滾花，選自《雙陽公主追

夫》

4. 二黃滾花，選自《白蛇傳》之《水漫金

山》

5. 二黃八字句慢板，選自《花染狀元紅》之

《庵堂重會》

6. 二黃十字句慢板，選自《梁祝恨史》之

《願為蝴蝶繞孤墳》

7. 三腳凳、梆子滾花，選自

《七月七日長生殿》

8. 韻白，選自《白兔會》之《榮歸團圓》

第五級(約演唱17分鐘，不須背譜)

平喉：

1. 乙反二黃慢板，選自《梨花慘淡經風雨》

2. 梆子長句滾花，選自《落霞孤鶩》

3. 乙反長句滾花，選自《李後主》之

《去國歸降》

4. 梆子長句滾花、梆子慢板，選自《玉梨魂》

之《剪情》

5. 口古，選自《孔雀東南飛》

子喉：

1. 乙反二黃慢板、乙反滾花，選自

《黛玉離魂》

2. 梆子慢板，選自《紅娘遞柬》

3. 乙反長句滾花，選自《雷鳴金鼓戰笳聲》

之《十里亭送別》

4. 梆子長句滾花，選自《玉梨魂》之

《剪情》

5. 口古，選自《再世紅梅記》之

《觀柳還琴》

第六級(約演唱17分鐘，不須背譜)

平喉：

1. 大調《戀檀郎》(戀檀)，選自《鵬程萬里》

2. 板眼，選自《宋江怒殺閻婆惜》

3. 木魚，選自《六月雪》之《送別》

4. 乙反木魚，選自《幻覺離恨天》

5. 二黃長句流水板、二黄滾花，選自

《朱弁回朝》之《哭主》

6. 二黃倒板、乙反長句滾花，選自

《林沖》之《柳亭餞別》

7. 二黃首板，選自《朱弁回朝》之《哭主》

8. 二黃煞板，選自《雙仙拜月亭》

9.   打引詩白、反線二黃慢板板面、浪裡白，

選自《山伯臨終》

子喉：

1. 大調《戀檀郎》(戀檀)，選自《鵬程萬里》

2. 木魚，選自《六月雪》之《送別》

3. 乙反木魚，選自《六月飛霜》之《大審》

4. 二黃倒板，選自《凌波夢影》

5. 二黃流水板、二黃滾花，選自

《昭君出塞》

6. 二黃首板，選自《打神》

7. 二黃煞板，選自《雙仙拜月亭》

8. 打引詩白，選自《帝女花》之《上表》

第七級(約演唱20分鐘，不須背譜)

平喉：

1. 南音，選自《聲聲慢》

2. 芙蓉中板、七字清中板，選自

《平陽宮花並蒂開》

3. 反線二黃慢板，選自《碧波仙子》之

《觀燈逃亡》

4. 乙反二黃慢板、乙反二黃滴珠慢板，

選自《漢月蠻花》

5. 梆子倒板，選自《紅葉詩媒》

子喉：

1. 南音，選自《梁祝恨史》之

《願為蝴蝶繞孤墳》

2. 芙蓉中板、七字清中板，選自

《血濺未央宮》

3. 反線二黃慢板，選自《白蛇傳》之

《斷橋》

4. 乙反二黃滴珠慢板，選自《蘇三贈別》

5. 梆子倒板，選自《蘆花翻白燕子飛》

第七級(約演唱20分鐘，不須背譜)(續)

平喉(續)：

6. 梆子首板，選自《多情君瑞俏紅娘》之

《西廂待月》

7. 梆子煞板，選自《林沖》之《柳亭餞別》

8. 梆子滾花、哭相思，選自《落霞孤鶩》

9. 選自第六級的任何一首平喉曲目選段

子喉(續)：

6. 梆子首板，選自《穆桂英掛帥》

7. 梆子煞板，選自《楊門女將》之《探谷》

8. 小曲《流水行雲》、哭相思，選自

《落霞孤鶩》

9. 選自第六級的任何一首子喉曲目選段

第八級(約演唱20分鐘，不須背譜)

平喉：

1. 龍舟，選自《夜半歌聲》

2. 二黃四平(西皮)，選自《俏潘安》之

《店遇》

3. 梆子快慢板，選自《二堂放子》

4. 嘆板，選自《帝女花》之《香劫》

5. 合調慢板，選自《白兔會》之《榮歸團圓》

6. 二黃快流水板、二黃滾花，選自《白龍關》

7. 二黃慢板、二黃快慢板(快二黃)，選自

《趙氏孤兒》之《捨子存孤》

8. 鑼鼓白，選自《潞安州》

9. 選自第六、七級的任何一首平喉曲目選段

子喉：

1. 二黃四平(西皮)，選自《俏潘安》之

《店遇》

2. 梆子快慢板，選自《白蛇傳》之

《天宮拒情》

3. 嘆板，選自《金枝玉葉》

4. 二黃流水板、二黃快流水板、二黃滾花，

選自《白蛇傳》之《水漫金山》

5. 二黃快流水板，選自《百萬軍中藏阿斗》

6. 二黃慢板、二黃快慢板(快二黃)，選自

《趙氏孤兒》之《捨子存孤》

7. 鑼鼓白，選自《潞安州》

8. 選自第六、七級的任何一首子喉曲目選段

第一至八級考試曲目
(敬請參閱本會所出版曲譜，以獲得更詳細考試曲目資料)

第一至八級考試曲目(續)
(敬請參閱本會所出版曲譜，以獲得更詳細考試曲目資料)

第一至八級考試曲目(續)
(敬請參閱本會所出版曲譜，以獲得更詳細考試曲目資料)

第一至八級考試曲目(續)
(敬請參閱本會所出版曲譜，以獲得更詳細考試曲目資料)



第一級(約演唱10分鐘，不須背譜)

平喉：

1. 白欖，選自《無情寶劍有情天》

2. 小曲《倦尋芳》，選自《苧蘿訪艷》

3. 小曲《春風得意》，選自《啼笑姻緣》

子喉：

1. 白欖，選自《帝女花》之《樹盟》

2. 小曲《紅燭淚》，選自《搖紅燭化佛前

燈》

3. 小曲《千里琵琶》，選自《琵琶記》之

《廟遇》

第二級(約演唱10分鐘，不須背譜)

平喉：

1. 小曲《別鶴怨》，選自《琵琶記》之

《廟遇》

2. 小曲《渡鵲橋》，選自《鵲橋仙》

3. 小曲《胡不歸》，選自《胡不歸》之

《哭墳》

4. 詩白，選自《胭脂巷口故人來》之

《孤雁再還巢》

子喉：

1. 小曲《未生怨》，選自《白蛇傳》之

《斷橋》

2. 小曲《雪中燕》，選自《帝女花》之

《庵遇》

3. 小曲《餓馬搖鈴》，選自《打神》

4. 詩白，選自《琵琶記》之《廟遇》

第三級(約演唱14分鐘，不須背譜)

平喉：

1. 梆子中板，選自《帝女花》之《樹盟》

2. 減字芙蓉、梆子滾花，選自《柳毅傳書》之

《花好月圓》

3. 梆子中板、梆子滾花、七字清中板，選自

《狄青夜闖三關》之《猜心事》

4. 快中板，選自《三夕恩情廿載仇》之

《放夫》

5. 沉腔花、梆子滾花，選自《雷鳴金鼓戰笳

聲》之《十里亭送別》

6. 托白，選自《琵琶記》之《廟遇》

子喉：

1. 減字芙蓉、梆子滾花、梆子中板，選自

《紅娘遞柬》

2. 快中板、梆子滾花，選自《無情寶劍有情

天》

3. 梆子中板、減字芙蓉、七字清中板、快中

板、梆子滾花，選自《穆桂英掛帥》

4. 沉腔花、梆子滾花，選自《百花亭贈劍》

5. 托白，選自《再世紅梅記》之

《觀柳還琴》

第四級(約演唱14分鐘，不須背譜)

平喉：

1. 梆子七字句中板、梆子滾花，選自

《胡不歸》之《慰妻》

2. 乙反中板、乙反七字清、乙反滾花，選自

《雙陽公主追夫》

3. 反線中板、梆子滾花，選自《落霞孤鶩》

4. 二黃八字句慢板、二黃十字句慢板、二黃滾

花，選自《吟盡楚江秋》

5. 三腳凳，選自《釣魚郎》

6. 韻白，選自《帝女花》之《庵遇》

子喉：

1. 乙反中板、乙反七字清、乙反滾花，選自

《三夕恩情廿載仇》之《放夫》

2. 梆子七字句中板、梆子滾花，選自

《三夕恩情廿載仇》之《放夫》

3. 反線中板、梆子滾花，選自《雙陽公主追

夫》

4. 二黃滾花，選自《白蛇傳》之《水漫金

山》

5. 二黃八字句慢板，選自《花染狀元紅》之

《庵堂重會》

6. 二黃十字句慢板，選自《梁祝恨史》之

《願為蝴蝶繞孤墳》

7. 三腳凳、梆子滾花，選自

《七月七日長生殿》

8. 韻白，選自《白兔會》之《榮歸團圓》

第五級(約演唱17分鐘，不須背譜)

平喉：

1. 乙反二黃慢板，選自《梨花慘淡經風雨》

2. 梆子長句滾花，選自《落霞孤鶩》

3. 乙反長句滾花，選自《李後主》之

《去國歸降》

4. 梆子長句滾花、梆子慢板，選自《玉梨魂》

之《剪情》

5. 口古，選自《孔雀東南飛》

子喉：

1. 乙反二黃慢板、乙反滾花，選自

《黛玉離魂》

2. 梆子慢板，選自《紅娘遞柬》

3. 乙反長句滾花，選自《雷鳴金鼓戰笳聲》

之《十里亭送別》

4. 梆子長句滾花，選自《玉梨魂》之

《剪情》

5. 口古，選自《再世紅梅記》之

《觀柳還琴》

第六級(約演唱17分鐘，不須背譜)

平喉：

1. 大調《戀檀郎》(戀檀)，選自《鵬程萬里》

2. 板眼，選自《宋江怒殺閻婆惜》

3. 木魚，選自《六月雪》之《送別》

4. 乙反木魚，選自《幻覺離恨天》

5. 二黃長句流水板、二黄滾花，選自

《朱弁回朝》之《哭主》

6. 二黃倒板、乙反長句滾花，選自

《林沖》之《柳亭餞別》

7. 二黃首板，選自《朱弁回朝》之《哭主》

8. 二黃煞板，選自《雙仙拜月亭》

9.   打引詩白、反線二黃慢板板面、浪裡白，

選自《山伯臨終》

子喉：

1. 大調《戀檀郎》(戀檀)，選自《鵬程萬里》

2. 木魚，選自《六月雪》之《送別》

3. 乙反木魚，選自《六月飛霜》之《大審》

4. 二黃倒板，選自《凌波夢影》

5. 二黃流水板、二黃滾花，選自

《昭君出塞》

6. 二黃首板，選自《打神》

7. 二黃煞板，選自《雙仙拜月亭》

8. 打引詩白，選自《帝女花》之《上表》

第七級(約演唱20分鐘，不須背譜)

平喉：

1. 南音，選自《聲聲慢》

2. 芙蓉中板、七字清中板，選自

《平陽宮花並蒂開》

3. 反線二黃慢板，選自《碧波仙子》之

《觀燈逃亡》

4. 乙反二黃慢板、乙反二黃滴珠慢板，

選自《漢月蠻花》

5. 梆子倒板，選自《紅葉詩媒》

子喉：

1. 南音，選自《梁祝恨史》之

《願為蝴蝶繞孤墳》

2. 芙蓉中板、七字清中板，選自

《血濺未央宮》

3. 反線二黃慢板，選自《白蛇傳》之

《斷橋》

4. 乙反二黃滴珠慢板，選自《蘇三贈別》

5. 梆子倒板，選自《蘆花翻白燕子飛》

第七級(約演唱20分鐘，不須背譜)(續)

平喉(續)：

6. 梆子首板，選自《多情君瑞俏紅娘》之

《西廂待月》

7. 梆子煞板，選自《林沖》之《柳亭餞別》

8. 梆子滾花、哭相思，選自《落霞孤鶩》

9. 選自第六級的任何一首平喉曲目選段

子喉(續)：

6. 梆子首板，選自《穆桂英掛帥》

7. 梆子煞板，選自《楊門女將》之《探谷》

8. 小曲《流水行雲》、哭相思，選自

《落霞孤鶩》

9. 選自第六級的任何一首子喉曲目選段

第八級(約演唱20分鐘，不須背譜)

平喉：

1. 龍舟，選自《夜半歌聲》

2. 二黃四平(西皮)，選自《俏潘安》之

《店遇》

3. 梆子快慢板，選自《二堂放子》

4. 嘆板，選自《帝女花》之《香劫》

5. 合調慢板，選自《白兔會》之《榮歸團圓》

6. 二黃快流水板、二黃滾花，選自《白龍關》

7. 二黃慢板、二黃快慢板(快二黃)，選自

《趙氏孤兒》之《捨子存孤》

8. 鑼鼓白，選自《潞安州》

9. 選自第六、七級的任何一首平喉曲目選段

子喉：

1. 二黃四平(西皮)，選自《俏潘安》之

《店遇》

2. 梆子快慢板，選自《白蛇傳》之

《天宮拒情》

3. 嘆板，選自《金枝玉葉》

4. 二黃流水板、二黃快流水板、二黃滾花，

選自《白蛇傳》之《水漫金山》

5. 二黃快流水板，選自《百萬軍中藏阿斗》

6. 二黃慢板、二黃快慢板(快二黃)，選自

《趙氏孤兒》之《捨子存孤》

7. 鑼鼓白，選自《潞安州》

8. 選自第六、七級的任何一首子喉曲目選段

第一至八級考試曲目
(敬請參閱本會所出版曲譜，以獲得更詳細考試曲目資料)

第一至八級考試曲目(續)
(敬請參閱本會所出版曲譜，以獲得更詳細考試曲目資料)

第一至八級考試曲目(續)
(敬請參閱本會所出版曲譜，以獲得更詳細考試曲目資料)

第一至八級考試曲目(續)
(敬請參閱本會所出版曲譜，以獲得更詳細考試曲目資料)



第一級(約演唱10分鐘，不須背譜)

平喉：

1. 白欖，選自《無情寶劍有情天》

2. 小曲《倦尋芳》，選自《苧蘿訪艷》

3. 小曲《春風得意》，選自《啼笑姻緣》

子喉：

1. 白欖，選自《帝女花》之《樹盟》

2. 小曲《紅燭淚》，選自《搖紅燭化佛前

燈》

3. 小曲《千里琵琶》，選自《琵琶記》之

《廟遇》

第二級(約演唱10分鐘，不須背譜)

平喉：

1. 小曲《別鶴怨》，選自《琵琶記》之

《廟遇》

2. 小曲《渡鵲橋》，選自《鵲橋仙》

3. 小曲《胡不歸》，選自《胡不歸》之

《哭墳》

4. 詩白，選自《胭脂巷口故人來》之

《孤雁再還巢》

子喉：

1. 小曲《未生怨》，選自《白蛇傳》之

《斷橋》

2. 小曲《雪中燕》，選自《帝女花》之

《庵遇》

3. 小曲《餓馬搖鈴》，選自《打神》

4. 詩白，選自《琵琶記》之《廟遇》

第三級(約演唱14分鐘，不須背譜)

平喉：

1. 梆子中板，選自《帝女花》之《樹盟》

2. 減字芙蓉、梆子滾花，選自《柳毅傳書》之

《花好月圓》

3. 梆子中板、梆子滾花、七字清中板，選自

《狄青夜闖三關》之《猜心事》

4. 快中板，選自《三夕恩情廿載仇》之

《放夫》

5. 沉腔花、梆子滾花，選自《雷鳴金鼓戰笳

聲》之《十里亭送別》

6. 托白，選自《琵琶記》之《廟遇》

子喉：

1. 減字芙蓉、梆子滾花、梆子中板，選自

《紅娘遞柬》

2. 快中板、梆子滾花，選自《無情寶劍有情

天》

3. 梆子中板、減字芙蓉、七字清中板、快中

板、梆子滾花，選自《穆桂英掛帥》

4. 沉腔花、梆子滾花，選自《百花亭贈劍》

5. 托白，選自《再世紅梅記》之

《觀柳還琴》

第四級(約演唱14分鐘，不須背譜)

平喉：

1. 梆子七字句中板、梆子滾花，選自

《胡不歸》之《慰妻》

2. 乙反中板、乙反七字清、乙反滾花，選自

《雙陽公主追夫》

3. 反線中板、梆子滾花，選自《落霞孤鶩》

4. 二黃八字句慢板、二黃十字句慢板、二黃滾

花，選自《吟盡楚江秋》

5. 三腳凳，選自《釣魚郎》

6. 韻白，選自《帝女花》之《庵遇》

子喉：

1. 乙反中板、乙反七字清、乙反滾花，選自

《三夕恩情廿載仇》之《放夫》

2. 梆子七字句中板、梆子滾花，選自

《三夕恩情廿載仇》之《放夫》

3. 反線中板、梆子滾花，選自《雙陽公主追

夫》

4. 二黃滾花，選自《白蛇傳》之《水漫金

山》

5. 二黃八字句慢板，選自《花染狀元紅》之

《庵堂重會》

6. 二黃十字句慢板，選自《梁祝恨史》之

《願為蝴蝶繞孤墳》

7. 三腳凳、梆子滾花，選自

《七月七日長生殿》

8. 韻白，選自《白兔會》之《榮歸團圓》

第五級(約演唱17分鐘，不須背譜)

平喉：

1. 乙反二黃慢板，選自《梨花慘淡經風雨》

2. 梆子長句滾花，選自《落霞孤鶩》

3. 乙反長句滾花，選自《李後主》之

《去國歸降》

4. 梆子長句滾花、梆子慢板，選自《玉梨魂》

之《剪情》

5. 口古，選自《孔雀東南飛》

子喉：

1. 乙反二黃慢板、乙反滾花，選自

《黛玉離魂》

2. 梆子慢板，選自《紅娘遞柬》

3. 乙反長句滾花，選自《雷鳴金鼓戰笳聲》

之《十里亭送別》

4. 梆子長句滾花，選自《玉梨魂》之

《剪情》

5. 口古，選自《再世紅梅記》之

《觀柳還琴》

第六級(約演唱17分鐘，不須背譜)

平喉：

1. 大調《戀檀郎》(戀檀)，選自《鵬程萬里》

2. 板眼，選自《宋江怒殺閻婆惜》

3. 木魚，選自《六月雪》之《送別》

4. 乙反木魚，選自《幻覺離恨天》

5. 二黃長句流水板、二黄滾花，選自

《朱弁回朝》之《哭主》

6. 二黃倒板、乙反長句滾花，選自

《林沖》之《柳亭餞別》

7. 二黃首板，選自《朱弁回朝》之《哭主》

8. 二黃煞板，選自《雙仙拜月亭》

9.   打引詩白、反線二黃慢板板面、浪裡白，

選自《山伯臨終》

子喉：

1. 大調《戀檀郎》(戀檀)，選自《鵬程萬里》

2. 木魚，選自《六月雪》之《送別》

3. 乙反木魚，選自《六月飛霜》之《大審》

4. 二黃倒板，選自《凌波夢影》

5. 二黃流水板、二黃滾花，選自

《昭君出塞》

6. 二黃首板，選自《打神》

7. 二黃煞板，選自《雙仙拜月亭》

8. 打引詩白，選自《帝女花》之《上表》

第七級(約演唱20分鐘，不須背譜)

平喉：

1. 南音，選自《聲聲慢》

2. 芙蓉中板、七字清中板，選自

《平陽宮花並蒂開》

3. 反線二黃慢板，選自《碧波仙子》之

《觀燈逃亡》

4. 乙反二黃慢板、乙反二黃滴珠慢板，

選自《漢月蠻花》

5. 梆子倒板，選自《紅葉詩媒》

子喉：

1. 南音，選自《梁祝恨史》之

《願為蝴蝶繞孤墳》

2. 芙蓉中板、七字清中板，選自

《血濺未央宮》

3. 反線二黃慢板，選自《白蛇傳》之

《斷橋》

4. 乙反二黃滴珠慢板，選自《蘇三贈別》

5. 梆子倒板，選自《蘆花翻白燕子飛》

第七級(約演唱20分鐘，不須背譜)(續)

平喉(續)：

6. 梆子首板，選自《多情君瑞俏紅娘》之

《西廂待月》

7. 梆子煞板，選自《林沖》之《柳亭餞別》

8. 梆子滾花、哭相思，選自《落霞孤鶩》

9. 選自第六級的任何一首平喉曲目選段

子喉(續)：

6. 梆子首板，選自《穆桂英掛帥》

7. 梆子煞板，選自《楊門女將》之《探谷》

8. 小曲《流水行雲》、哭相思，選自

《落霞孤鶩》

9. 選自第六級的任何一首子喉曲目選段

第八級(約演唱20分鐘，不須背譜)

平喉：

1. 龍舟，選自《夜半歌聲》

2. 二黃四平(西皮)，選自《俏潘安》之

《店遇》

3. 梆子快慢板，選自《二堂放子》

4. 嘆板，選自《帝女花》之《香劫》

5. 合調慢板，選自《白兔會》之《榮歸團圓》

6. 二黃快流水板、二黃滾花，選自《白龍關》

7. 二黃慢板、二黃快慢板(快二黃)，選自

《趙氏孤兒》之《捨子存孤》

8. 鑼鼓白，選自《潞安州》

9. 選自第六、七級的任何一首平喉曲目選段

子喉：

1. 二黃四平(西皮)，選自《俏潘安》之

《店遇》

2. 梆子快慢板，選自《白蛇傳》之

《天宮拒情》

3. 嘆板，選自《金枝玉葉》

4. 二黃流水板、二黃快流水板、二黃滾花，

選自《白蛇傳》之《水漫金山》

5. 二黃快流水板，選自《百萬軍中藏阿斗》

6. 二黃慢板、二黃快慢板(快二黃)，選自

《趙氏孤兒》之《捨子存孤》

7. 鑼鼓白，選自《潞安州》

8. 選自第六、七級的任何一首子喉曲目選段

第一至八級考試曲目
(敬請參閱本會所出版曲譜，以獲得更詳細考試曲目資料)

第一至八級考試曲目(續)
(敬請參閱本會所出版曲譜，以獲得更詳細考試曲目資料)

第一至八級考試曲目(續)
(敬請參閱本會所出版曲譜，以獲得更詳細考試曲目資料)

第一至八級考試曲目(續)
(敬請參閱本會所出版曲譜，以獲得更詳細考試曲目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