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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唯一聲樂歌唱導師培訓
及證書課程
成為獨當一面的聲樂歌唱導師
緊貼音樂潮流觸覺
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方法
科學化的現代發聲技巧
迅速治癒聲線問題

MVT 混音歌唱技巧 是什麼?
MVT 混音歌唱技巧 結合了西方及東方的傳統和現代聲樂理論，給予傳統的聲樂概念一個科
學化和有根據的解釋; 運用結合了語言學的聲樂練習，來針對性地快速改善發聲問題; 以自然
說話水平般的發聲技巧，把頭腔共鳴及胸腔共鳴結合，建立出一副健康、有彈性、充滿爆發
力、表達能力高、現代感強及穿透性高的混音。MVT 同時給予你控制音質及音色的能力，使
你能以最自然真誠的一面來演繹不同的作品 。
MVT 是一套發聲技巧，所以並不局限於唱歌或某一種曲風方面。除了歌手外，MVT 亦協助了
不少舞台劇演員、電視藝人、主持人、演講人士及聲帶做完手術後需要康復治療的人，建立
出一副健康、有自信及能信任的聲線。

VOIZE ACADEMY 狀門混音歌唱學院
Voize Academy 狀門混音歌唱學院 創校於2010年，在首席聲樂歌唱顧問 Jeffrey Choi 蔡澤夫的領
導下，Voize已迅速成為香港其中一間最頂尖的星級歌唱學府。以尋找突破緊貼音樂潮流、以
學生為中心的現代科學教學及 業分析斷症迅速治癒聲線問題以聞名。
尋找突破 - 緊貼音樂潮流觸覺
自2010年，Voize 已經集中 注教授近年被受特別關注及追捧的 混音歌唱技巧 Mix Voice。
Voize 早已成為 Mix Voice Technique (MVT)的先驅者，並一直以其中一位領導者的身份，帶領MVT
的發展。
在 Jeffrey 的研發下，MVT 把混音歌唱技巧發展成為一門更深層次的技術，成功建立出擁有不
同音色共鳴的混音及其控制的方法。尤其是 Jeffrey 一直堅持及推崇的 high resonance mix voice (高
共鳴的混音唱法)，更成為現時盛行的潮流及多位專業音樂人士所追求的聲線。
Voize 是專業歌唱人士尋找突破及建立個人聲線特色的地方，專門突破因長期學習唱歌多年
到達了樽頸位的歌唱人士。同時，更協助過多名資深歌手改變唱法及唱腔，使其聲線增強現
代感及流行元素，令歌唱事業得到延續。
在獨到的潮流觸覺和品味下，Voize 得到多間唱片公司、經理人和音樂人的認同和信任，把
旗下的歌手藝人和新人交托給 Voize 的資深導師接受培訓，包括: 英皇娛樂、Sony Music、環
球唱片、華納唱片、太陽娛樂、GME、Neway Star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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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學生為中心 - 現代科學化教學
Voize 的歌唱技巧教學是一門相當反傳統概念及思維的現代派科學化發聲理論。我們不認同
以<氣>為歌唱及發聲技巧教學上的中心及重點。我們更不認同以<丹田>及<腹式呼吸>，這些
不存在及與事實不符的抽象派幻想概念。
<氣>本來就不懂得製造出聲音，哪為何多年來學唱歌及發聲的同學們都不斷地辛苦鑽研對發
聲沒有直接幫助的東西呢？要更正聲線上的問題，應該從聲音的根源開始，而不是控制氣息。
Voize的教學集中在聲音的始源地 - 聲帶。
同時，Voize的教學方式是以學生的需要及目標為中心點。作為服務性行業，Voize反對填鴨式
的教學方式，在教學上除了要把新知識及技能灌輸及實踐在學生身上，並必須聆聽學生的需
求，建立一個共同互助的目標，使學習的過程更有效率及更開心。
專業仔細分析斷症 - 迅速治癒聲線問題
憑著豐富的經驗知識、仔細分析的能力、並且敢於面對難題和挑戰的態度，Voize 的資深團
隊已協助過無數學生解決困繞了多年，甚至是一輩子的聲線問題。當外界視為絕症的時候，
Voize 給你一個可成真的希望!
<五音不全>好可能是令最多人對唱歌卻步的原因，Voize曾協助過多名學生尋回聲線，尋回在
唱歌上的自信與快樂，直到現在成功率達100%。Voize 的資深聲樂顧問更多次協助因長期不
良發聲而接受過聲帶手術及創傷的病人提供所需的康復治療。
在現今的工作環境內，聲線已成為各商家及行政人員不可缺少的合作夥伴及游說工具。在重
要的關鍵時刻，不能因聲線上的毛病，有損工作的成效率，所以多名國際企業高層及行政人
員信賴及選擇 Voize 為此建立一副健康，清晰及說服力強的聲線。為演說和洽談生意時，額
外增添信心。
Voize 是專業人士的選擇，培育歌手新星誕生的地方。

VOIZE 學 包括 (但不限於):
Fiona 薛凱琪, Phil 林奕匡, Sa 蔡卓妍, Angela 許靖韻, Gil 鍾欣潼, Rocky 陳樂基@Killersoap, Vincent
王浩信, 狄易達, Kendy Suen@Robynn & Kendy, Regen 張惠雅@Hotcha, 陳偉霆, Shin 吳思佳, Mayao
馬天佑, Twins, Mischa 葉巧琳, Ah Dee 湯駿業, Shandy Gan 顏培珊@平原習作, Mike@Trekkerz,
Fiona 馮曦妤, Jolie 陳逸璇, 古卓文, VnP, 關詩敏, CoCo 袁紫僑@少女標本, 周秀娜, Shay 柳妍熙,
As One, 邰正宵, 吳啟華, 黃光亮, 羅明珠, 岑日珈, Jude Tsang, Jessica 簡淑倪@少女標本, Anson
潘伯仲, Aka@Super Girls, Judas Law, Ian 陳卓賢, 蔡思貝, 林德信, 郭少芸, 譚杏藍, T-ma, 林家謙,
陳考威, 鄧佩儀, 戴祖儀, 李靖筠, Anson Kong@Mirror, Lokman@Mirror, 姜濤@Mirror, 胡鴻鈞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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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T 混音歌唱技巧認證導師 進升制度
建議每兩年晉升一級，但有能力者可在每隔一年後，經考核合格後，晉升一級。
一級資格 (Lvl. 1)
二級資格 (Lvl. 2)
三級資格 (Lvl. 3)
顧問級資格 (Mentor)
大師級資格 (Master Instructor)
MVT 會員首次登記費為 HK$2,000.00。其後，每年續會費為 HK$1,000.00 (報讀本中心之聲樂歌
唱導師培訓及證書課程者，並且成功考取 MVT 混音歌唱技巧認證導師資格者，能獲豁免首
次登記費)。

培訓導師及考官
Jeffrey Choi 蔡澤夫 - MVT 混音歌唱技巧 始創人 + 考官
Jose Leung - MVT 混音歌唱技巧認證課程 培訓導師 + 考官
導師個人簡介請參閱: www.voizeacademy.com / www.學唱歌.hk

申請者要求:
1.
2.
3.
4.
5.

年齡滿18歲。
精通基本鋼琴技巧 (可自行在課程開始後2個月內達到要求)。
精通基本樂理 (可自行在課程開始後2個月內達到要求)。
良好拍子和音感。
精通良好歌唱能力。

成功報讀者:
1.
2.
3.
4.

以優惠價格報讀個別導師之個人課堂及小組課程。
中期試合格後可在本中心內實習。
可優先與導師學習。
在實習期間，導師/教學助理會盡量安排時間觀堂及給予個別指導和評核。

課程為期1年 (52星期)，包括76小時教學:
個人課堂 - 聲線訓練 (共24小時)
(以下是最低的學習要求，學員需視乎個人的聲線進度及需要，調整學習小時的需求。)
1. 12 x 1小時課堂 - 首席聲樂歌唱顧問蔡澤夫 Jeffrey Choi
2. 12 x 1小時課堂 - 領導級聲樂歌唱顧問 Jose Leung
小組課堂 - 理論及實踐 (共52小時)
課堂將安排在逢星期六或日下午舉行，每月大約舉行兩次，每次2小時。課堂將會以互動方
式教學，包括: 講解發聲系統 (喉，聲帶，呼吸系統)，常見歌唱問題，評核歌手及其聲線，
聲樂練習 (聲音，音階，指導) 來幫助歌手唱得更好，歌唱風格，課堂安排及處理，互動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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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課室設備，聲樂理論，實踐練習，小組討論，教學藝術，聲線評估及處理，調節聲線
的方法，對聲線如何入手，等等。)
精通鋼琴技巧不是必須的，但如果你不懂彈琴，我會強烈建議你盡快開始熟悉鍵盤，正確的
姿勢和指法。
在課程結束後，出席率達九成之學員，將獲頒發聽講證書。出席之學員將獲得課堂筆記及其
他豐富資訊，也會教你如何建立你個人的歌唱導師事業。

必須在一年內完成以下所有最低要求:
I.
II.
III.
IV.
V.
VI.
VII.

24小時 個人課堂
52小時 小組課堂 (理論 + 實踐)
52小時 觀察導師課堂 + 填寫觀察報告
52小時 個人教學實習 (需要導師監督)
中期考試
筆試合格 (90%或以上)
終期考試合格

完成課程者:
·獲取 MVT 混音歌唱技巧 Level 1 認證導師資格及證書 (免收MVT首次登記之所需費用)
·有機會在本中心擔當導師
·完善進修機會
·有能力考取其他國際認證導師資格，如: SLS, IVA, IVTOM, VIP (需自行完成各機構所需之要求
及費用)。

上課地點及日期
開課日期: 2020年 5月10日
上課地點: VOIZE ACADEMY 狀門混音歌唱學院 (灣仔)

學費
HK$ 42,800.00
(每月平均約 HK$ 3,566.67)

付款方式
1. 一次性全額繳付費用可獲九折優惠 (每月平均約 HK$ 3,210.00)。
2. 分4期繳付: 每3個月繳費一次，每次HK$ 10,700.00。
3. 早鳥優惠 - 在4月6日前成功報名及繳付全額學費，可獲得八五折優惠。 (以一次性全額繳
款計算 - 每月平均約 HK$ 3,031.67)
截止報名日期: 2020年 4月24日
(支票抬頭請填寫: VOIZE ENTERTAI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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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及報名
VOIZE ACADEMY 狀門混音歌唱學院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2號順豐國際中心16樓
電話: 2529-9444
WhatsApp: 6884-4004
IG: @voizehk
Email: info@singing-lessons-hongkong.com
(如想親臨本中心，敬請預約。)
截止報名日期: 2020年 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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