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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tee News
委員會快訊

中國事務委員會 ~ 聯席主席周伯展醫生及李深和醫生
珠海市斗門區一行十七人的代表團於一月十八日到訪醫學會，考察醫療衞生方面的社會管理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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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於當日中午設宴招待來賓，
會上簡介了香港的醫療架構，醫
生的註冊和監管機制，醫療糾紛
的處理，公私營醫療的運作模式
等等。其後又率隊參觀了診所的
集中地 - 旺角中心，了解私人
執業醫生以個體戶及集團形式經
營，另外亦探訪了私人投資的電
腦掃瞄中心，眼科激光中心及手
術室。半天的訪問完滿結束。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mmittee ~ Dr. HO Chung Ping, MH
We are glad to announce that a big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Office of the
Government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OGCIO)-funded Taoyuan project last month.
The Mobigator is rolling out the beta test in stages over a period of 4-6 weeks. The test
aims to identify glaring problems and verify fulfilment of functional specifications of the
CMS3.0. Testers would be required to go through the User Acceptance Test (UAT)
Plan, verify the specification and enter particular patient cases for spot-checking. The
test will accept 2 members every week and group training can be offered on request.
Interested members please visit http://cms3.mobigator.com/ for enrolment.

卡拉 OK 及歌唱小組~ 龐朝輝醫生
本流行曲基本技巧訓練課程

課程包括

如果您熱愛唱歌，曲不離口、時時唱 K 、夾 Band 做 Vocal ，卻又對自己
的歌藝充滿以下的疑問 ....
● 什麼是發聲 / 共鳴區？
● 什麼是「支持點」？
● 什麼？唱歌也有「焦點」？
● 為什麼我總是唱不到高 / 低音？
● 為什麼專業歌手或某朋友唱起歌來十分搶耳，而我卻十分平板
.... ？？
● 為什麼我的聲音小而不「入咪」？唱幾首歌便有聲音沙啞的現象？

1. 發聲理論 / 呼吸
/ 實習並聽熟一
首習作
2. 何謂音域 / 音準
/轉調 /咽壁發
聲及實習
3. 延續及個人指導
4. 完成第一部份約兩首習作

如果您也對以上種種有一定的同感及興趣去解答， Percy 老師必定可以幫
您一一解開！

地
日
時
收

Percy 老師為香港作曲及作詞家協會 (CASH) 會員，
並曾學習各種不同的聲樂技巧多年，師承男高音歌
唱 家 羅 軍 榮 老 師 ， 繼 而 進 修 SLS(Speech Level
Singing) ， 1998 年起開始教授歌唱技巧，曾受聘於
不同的唱片公司如「日本音樂教父」小室哲哉的
Rojam Record ，以及在「音樂農莊教室」等擔任導
師，多位藝人如陳敏芝、 2004 港姐冠軍徐子珊、華
姐陳法拉、李亞男、 2007 華姐冠軍宋熙年、歌影新
星冼色麗、司徒瑞祺、梁烈唯、蒙嘉慧、安室奈美
惠師妹 ZOIE 譚凱琪以及 Celina Jade 等均為其學生，經驗十分豐富！而且
教法活潑而不失嚴謹性，令人愈學愈有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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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修畢此課程者，將有機會參與黃 sir 舉辦的定
期表演 !!)

點：
期：
間：
費：

油麻地海燕音樂學院
二零零九年三月廿四日 ( 星期二 )
下午七時至八時半 ( 每堂 1.5 小時 )*
會員及其父母、配偶或 12 歲以上子女
每位 1,400 元正
會員之朋友每位 2,000 元正 ( 共 8 堂 )
報名方法： 請於三月十七日或之前將劃線支票 ( 抬
頭請寫上「香港醫學會」 ) 郵寄到香港
灣仔軒尼詩道 15 號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
廈 5 樓香港醫學會，支票背面請填寫姓
名及聯絡電話號碼
查
詢： 2527 8285( 郭小姐 Dorothy)
* 如報名人數眾多，將安排另一課程，時間為星期六
下午一時十五分至二時四十五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