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演出者 / 演出項目

表演者 項目 演出曲目

鋼琴・流行曲演唱

低音大提琴演奏・鋼琴伴奏

鋼琴獨奏

周淑儀和學生們

何俊聰

亞洲室樂團
附屬少兒合唱團

C.M. Education 
x 童心合唱團

童聲合唱

少兒合唱

管弦樂表演

敲擊樂表演

團體合唱

尹博

《問題天天都多》
《茉莉花》

Hong Kong Welsh 
Male Voice Choir

合唱團表演：
《Yfory - 明天》
《Below the Lion Rock - 獅子山下》 
《Thank You for the Music》

《Moldau Vitava - 伏爾塔瓦河》
《A la Claire fongaine - 在清泉邊》 

法蘭茲·約瑟夫·海頓
《D大調奏鳴曲・作品 37・第一樂章》

《月亮代表我的心》

丹尼爾·范·岡斯
《灰諧曲・作品 12 ・No2》

亞洲室樂團
附屬少兒管弦樂團

亞洲室樂團
附屬少兒敲擊樂團

《Highlights from Harry Potter》
《Finlandia - 芬蘭頌》

《乘風破浪》
《讓我閃耀》

「宮」樂團 《分分鐘需要你》
《俄羅斯方塊》

中西樂融合演奏

堅尼地城市室樂團 約翰·施巴提恩·巴哈
《D小調雙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快板》

管弦樂演奏

小提琴演奏・鋼琴伴奏黃浩熹 馬克斯·布魯赫
《G小調第1號協奏曲・作品26》



演出者 / 演出項目

大會司儀

陳懿霏 姚旭舜
專業KOL/司儀 電音DJ/農夫

表演者 項目 演出曲目

即興鋼琴

小豎琴・演唱・鋼琴

英語音樂劇

芭蕾舞

神秘速畫表演 

流行曲演唱 

鋼琴獨奏

鋼琴獨奏

潘泓傑

李欣欣

占SIR

Virginia

梁玉潔舞蹈學院

睿思教育

羅SIR

布拉姆斯
《間奏曲A大調・作品118-2》

路德維希·范·貝多芬
《第八鋼琴奏鳴曲 - 第二樂章》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天下無雙》

《中秋「圓」舞曲》

《The Power of Music》

鐵甲奇俠

圓圓 《加爾各答的天使德蘭修女》

動力音樂谷·梁綺媚 《月圓花好》
《月兒像檸檬》
《月亮代表我的心》

流行曲演唱

SDM Jazz & 
Ballet Academie

爵士舞



鄧雅心老師成長自藝術世家，年幼受小提琴教師的父親薰陶。鄧老師教育
經驗豐富，至今已指導出過二百位院士文憑或倫敦聖三一學院院士文憑之
學生，學生成績驕人。多年來，鄧老師曾攜同學生們參與眾多國際音樂盛
事及比賽，藉以開拓學生的眼界，曾獲得多個音樂比賽頒發傑出教師的獎
項，她也銳意推廣音樂，身體力行舉辦了眾多鋼琴音樂會。

為將音樂文化進一步推廣，鄧老師舉辦面向親子及至學屆的《環球傑出青
年音樂家比賽》。鄧老師亦獲各界傳媒訪問，節目有：商業一台〔有誰共
鳴〕、香港電台第五台〔新文化運動〕、香港電台普通話台〔菲常學堂〕、
香港電台第一台〔我得你都得〕、ViuTV 〔Art Like 大本營〕等。

2002年起，鄧雅心老師於香港率先著書《指尖下的琴音》、《飛躍的琴鍵》，
及後的《飛躍鋼琴之旅》，皆為全港暢銷書目。近期，鄧老師製作《音樂通
天下》書本及電台節目，透過凝聚音樂夥伴的動人故事，令日常的音樂文
化更有色彩，讓更多人了解音樂家鮮為人知的故事。

主辦機構

主席

「香港國際音樂文化協會」作為非牟利的藝術團體， 以培養香港新一代年
青人對音樂的藝術修養為宗旨，多年來一直全力發展音樂教育及文化活動。

為了推動音樂藝術，協會打造多元化的藝術交流平台，多年來舉辦了眾多
大型的公開音樂活動，包括:音樂演奏會、網絡廣播、國際音樂家的公開指
導課、師生演奏會、國際音樂比賽、公眾慈善演出等等，不但向普羅大眾
提供享受音樂的機會，而且在教育方面，協會亦致力於全方位培育各界音
樂藝術愛好者的修養和造詣。

協會的音樂交流活動，足跡已經遍及歐、亞、美洲多國，獲得中國、日本、
南韓、美國、波蘭、西班牙、瑞典、奧地利的維也納等地的著名音樂家大力
支持及協助，促進了國際間的音樂文化交流和認識。

會員機遇 /支援：營商培訓、建立人脈、拓展商機、導師貼身指導、業務探訪
為會員籌劃音樂會、公開課、講座
安排電視、電台、報章、雜誌、社交媒體等訪問

會員專享：可預約本會場地、報讀培訓班課程優惠



關於Watoto
Watoto關懷兒童事工是一項整全的關懷計劃，
旨在回應成千上萬的烏干達孤兒和無助婦女的需
要，拯救他們脫離困境，培育他們成為不同領域
的領袖，讓他們運用一技之長重建國家。

目前，Watoto在烏干達正為接近4,000個孩子提供整全關懷。在烏干達和南蘇丹，Watoto「社區發展計劃」正在協助超
過1,000位飽受不公義對待的婦女重拾尊嚴。

Watoto兒童村
Watoto 致力讓有需要的孩子活在一個安全、溫暖的家，並為
這些弱勢孤兒提供整全照顧。現時，Watoto在烏干達首都坎
帕拉及北部古盧設有三條兒童村。大約兩歲或以上的孤兒可以
加入兒童村，並與另外七位兄弟姊妹同住，由一位Watoto媽
媽照顧。他們也可以上學讀書，接受優質教育。村內亦設有診
所，提供醫療服務。

Watoto兒童合唱團
自1994年開始Watoto兒童合唱團便開始走遍世界各地，為非洲的孤兒和寡婦發聲，宣揚愛與希望的信息。

合唱團的孩子由烏干達遠道而來，為數以百萬計的非洲孤兒和寡婦發聲。他們有不同的故事，都是被遺棄、生命脆弱的
一群，他們為全世界到訪演出的城市，帶來希望的訊息。全新的製作充滿非洲味道的活力和色彩，孩子和婦女分享他們
如何從痛苦絕望變為歡欣慶祝，帶領您走進一個仿如身處非洲的感動旅程。

Watoto嬰兒中心
嬰兒中心拯救零至兩歲的棄嬰，給他們一個家。由保母愛
護和培育，猶如他們的母親一樣。每名保母負責照顧一組
四個寶寶。從到埗的一刻，他們便是她的寶寶，直至他們
的條件符合搬進兒童村。當寶寶適合過渡到兒童村時，新
的Watoto媽媽與保母會緊密合作，讓孩子能在搬進新家
庭時感到舒適和安穩。

社區發展計劃
在非洲，最被邊緣化和受傷的是婦女。她們被遺棄或不幸成為寡婦，很多更染上愛滋病。貧乏和絕望使她們憂慮她們的
孩子也很快成為非洲的孤兒大軍之一。透過Watoto的社區發展計劃，我們與烏干達及南蘇丹最困苦的婦女同行，關懷和
幫助她們，使她們可以照顧孩子和融入社區。

到WATOTO官網了解更多：

香港國際音樂文化協會
支持Watoto，關懷非洲兒婦女事工

整個計劃包括健康護理、醫療服務、教育(正規課程及技術訓練)、心理輔導及情緒健康、道德及靈命栽培。 



「愛心力量」是一家擁有 24 年歷史在香港註冊的非牟利慈善機構，過去我們一直透過不同的計劃服務香港及其他地區。
本機構沒有任何政治或宗教背景，沒有政府的資助，全賴各界有心人士捐助。本會所有成員均為義工，所有籌集款項悉數
用於參與本港義工服務，以及持續幫助有需要的長者、兒童和弱勢社群及支援港外兒童助學及建校項目。

讓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有機
會一起在音樂下歡渡中秋



2022 國際音樂綜藝中秋嘉年華    演出者 / 演出項目
【C.M.Education X 童心合唱團】
《茉莉花》《問題天天都多》

2022 國際音樂綜藝中秋嘉年華    演出者 / 演出項目
「宮」樂團－《分分鐘需要你》、《俄羅斯方塊》

指揮: 劉曉澄    伴奏: 陳穎璇

團員名單: 
毛雪縈、林承昊、蘇彦驊、施懿珊、施懿純、石柏言、吳芷瑩、黃芊羽、洪儷嫙、
丁彥晉、呂曦正、呂晴、潘幸滺、陳倩欣、翁啟睿、黃嘉嵐、許宥信、黃晨峰、
沈芊玥、朱詠瞳、黃妍熙、衛東兒

這次的表演是由C.M. Education和童心樂坊合作開辦的合唱團共同演出。我們希望小朋友在團體中除了學習音樂知識
及歌唱技巧之外，還能在團員之間互相學習、學習團隊合作精神。

童心樂坊成立於2018年，是一個註冊的非牟利團體，由專業的音樂工作者組成。提倡「以心教樂」，用心為幼兒及兒童
提供優質、專業及多元化的音樂活動，籍此培育幼童對音樂的興趣，提昇他們的藝術修養並發揮潛能，從而陶冶性情。
童心合唱團乃童心樂坊屬下團體。

C.M. Education 寄予Child live in Music life，希望每個小朋友的成長階段都
有音樂相伴，達至童樂成長。幼兒的成長全因一切由厘米開始的，小朋友每一
刻都在長高、都在成長。培養小朋友於愉快的環境中學習，我們提倡互動、律
動、生動的教學宗旨，提升小朋友對學習的興趣。

表演歌曲 - 茉莉花
這是一首著名的中國民歌，歷史久遠，小小年紀能唱出流利的普通話，真的不
容易！
表演歌曲 - 問題天天都多（卡通小丸子的主題曲）
此歌會以動作配合唱歌，並加入節奏樂來表演。小朋友只用了兩個月時間練習，他們年紀小小，大部學員都是第一次參
加合唱團，甚至是人生第一次站在大型的舞台上表演，希望大家能多用掌聲鼓勵及支持小朋友啦！

「宮」樂團由一群致力推動中西樂融合普及化之樂手組成，樂團成員擁有豐富演
出經驗，當中亦包括專業樂器導師，務求以傳統中樂演奏技巧配合西樂流行曲元
素，聯乘編制出新穎演奏文化。

樂團選名為「宮」，「宮」為中樂五音之主，統帥眾音，亦是西樂「DO」的意思，目的是希望透過中西音樂融合文化，
讓觀眾能夠以多方面接觸及認識音樂融合的嶄新體驗，從而推動香港音樂發展。

今次演出曲目是『分分鐘需要你』及 『俄羅斯方塊』兩首經典金曲，「宮」樂團以中樂加流行曲編制，為兩首經典名曲
重新包裝，大家可以藉著收聽嶄新嘅演繹方法，一齊懷念香港經典歌曲文化，亦希望透過音樂上互相交流，令大家更認
識中西樂音樂產生出來的動聽效果。

「宮」樂團演出成員：
中阮：蕭潁銦 
琵琶：葉峰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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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Welsh Male Voice Choir
《Yfory》《Below The Lion Rock 獅子山下》
《Thank You For The Music》 
Hong Kong Welsh Male Voice Choir
Acting Musical Director:  Peter Stapleton   

The Hong Kong Welsh Male Voice Choir are now well into their fourth decade of entertaining  local and overseas 
audiences, having been established in 1978.  In those early days, most members were Welsh expats, but nowadays 
the  Choir’s  make - up  reflects  Hong  Kong’s  cosmopolitan  nature  with  members  drawn  from  a  dozen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  Likewise their  repertoire ,  while still  featuring a  number of  rousing Welsh  hymns , now spans a  huge 
range of musical genres and languages .  They will demonstrate that tonight by singing one number in English , one
 in Welsh and one in Cantonese!

The Choir remain purely amateur  and many of  their  performances are for charity fund- raising purposes .  Besides 
making  more  than  20  appearances  in  Hong  Kong  each  year , they  make  annual  visits  to  Thailand  and  the 
Philippines – or did in pre-pandemic times!  

They have also performed in Mainland China , Malaysia and Vietnam , as well as venturing further afield to  such 
prestigious venues as London’s Royal  Albert  Hall  and Sydney Opera House .  In 2019, they rounded off their  40th 
Anniversary season in style by performing in Wales for the first time , at the world - famous Llangollen International 
Eisteddfod.  

Colin Touchin, an internationally-recognised conductor, composer and music
educator, has been the HKWMVC’s Musical Director since 2017 but is currently
 in Europe, so the Choir will be ably led tonight by Peter Stapleton.

YFORY (Tomorrow)
Geraint Eckley & Robat Owen, arr Eric Jones
A beautiful Welsh  love  song  composed  as recently as 1984 , it 
expresses the hope that after a long period away, the singer will
return to  his  or  herloved one tomorrow – a topical message of 
encouragement  at   this   timewhen  travel restrictions have kept 
so many people apart .  The very catchychorus translates as 
“ Return in your smile , return in your arms, tomorrow will return.” 

BELOW THE LION ROCK (獅子山下)
Joseph Koo & James Wong, arr Colin Touchin & Emas Au
A song that really needs no introduction to local audiences, having become almost an unofficial anthem for Hong 
Kong .  Written as the theme song for an TV show of the same name in 1979 and sung by the late Roman Tam ,  it 
epitomises what has come to be known as the “ Lion Rock Spirit ”,  through which Hong Kong people overcome 
life’s hardships by setting aside differences and chasing dreams together .  It was specially arranged for us by Colin 
Touchin in 2019. 

THANK YOU FOR THE MUSIC
Bjorn Ulvaeus & Benny Andersson, arr Colin Touchin
Also arranged for us by Colin Touchin, this favourite from legendary Swedish pop band ABBA first appeared hidden 
away on a 1978 album, but was re-released as a single in 1983 and has gone on to become the 20th most popular
 song in the UK, according to sales and digital streams from 2021.  We believe it ’san appropriate way to thank our 
audiences and hosts for offering us the chance of returning to live performances again.

COME AND JOIN US
New singers are always welcome. The only essential requirements are being male and able to hold a tune, though 
a sense of humour also helps !  We rehearse on Tuesday evenings at the Methodist International  Church  in  Wan 
Chai and Saturday mornings at the Li Hall beside St John's Cathedral .  Members are required to pass a not - too -
demanding voice test and pay a modest monthly subscription. Please get in touch if you're interested, or just come 
along to one of our practices.

www.hkwmvc.com 

Accompanist:  Emas 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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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室樂團 
Asian Chamber Orchestra 

亞洲室樂團附屬少兒合唱團 – 演出曲目
指揮：李煜老師、劉軼老師
鋼琴伴奏：潘雋禮先生

亞洲室樂團附屬少兒合唱團英普班演出名單：
蔡璦檍、蔡安哲、曹皓然、曹悠然、常路熙、陳泇、陳欣妍、陳漾然、范星颺、方詩予、傅菡亭、黃子雯、金琭澄、居宇
澄、黎梓涵、李采悠、李展辰、林俊斌、劉泓毅、劉翊森、劉子儀、譚璟元、田茂良、王妤鷺、徐懿寧、薛蘇瑧、楊懿恩、
張匡僑、張榆翎、鄭雨檬、周晉陞、周俞湞
亞洲室樂團附屬少兒合唱團法語班演出名單：
曹詩雯、常路葭、陳君洛、翟樂儀、何沁恬、賈雲皓、李雯雯、李展辰、李昭昭、呂亦初、沈楷欣、沈楷澤、王洛伊、王
熙桐、吳子芥、吳子彌、徐英卓、楊懿嘉、張和雅、鄭政豪、周瑾之、鄒昊

故鄉 日本童謠
日本民謠的代表作《 故鄉》（日語：ふるさと ），由岡野貞一作曲，高野辰之
作詞，曲調優美，略帶傷感，1914年（大正3年）被文部省初次收錄進小學『唱
歌科』的音樂教科書中，作為當時小學生音樂課修習的歌曲之一，一代一代傳
唱至今。歌詞描寫了遠在外地的遊子回憶童年時光的美好，以及獨自外出打拼
的辛酸。想起身在故鄉的父母已經兩鬢白髮，自己又何時才能回到那個令人魂
牽夢繞的故鄉。

伏爾塔瓦河 Moldau Vitava
《伏爾塔瓦河》是一首捷克歌曲，由捷克著名民族樂派作曲家貝多伊齊 ·斯美塔那作曲,是交響詩套曲《我的祖國》中的第
二首交響詩。這是一首充滿魅力的抒情詩般的交響音樂，也是斯美塔那所作的最為人們熟知的作品。1874年首次公演就受
到公眾的熱烈歡迎。富有感染力、流暢自然的e小調旋律在全曲中起著主導的作用；而樂曲最後轉為E大調，描述了沃爾塔
瓦河流向布拉格的壯闊與氣勢雄偉。斯美塔那通過對這條”波西米亞民族的母親河”的描寫，表達了他對祖國壯美山河的
深深熱愛和眷戀。

在清泉邊A la Claire fongaine
這是一首法國傳統民歌，在加拿大，特別是法語區非常知名。這首歌曲最早要追溯到十七世紀初法國剛剛在北美建立殖民
地的時候。在至今近四個世紀的流傳過程中，它衍生了多個版本。作為電影《面紗》的片尾曲，它乾淨純美且古老的曲
調，是那麼委婉動人，配上電影裏面中國鄉村的景緻,像極一首淒美的愛情詩。這首歌曲還隱藏著抵抗英國入侵魁北克的政
治意義，被魁北克人作為抗爭精神的象徵來演唱。

以愛為本，合而不同。

亞洲室樂團成立於香港十五載，依託自身豐富的文化、音樂、演出、教育資源
平台，組建了附屬少兒管弦樂團、附屬少兒合唱團，以及附屬少兒敲擊樂團。
在亞洲室樂團的音樂會中，管弦樂團的孩子們演繹不同時期和風格的作品，為
合唱及敲擊樂團伴奏，組合各種重奏小組。合唱團和敲擊樂團的孩子們在交響
樂團的伴奏下，進行音樂會表演。其中，合唱團常設4歲以上的合唱課程，分
為法語班及英普班。敲擊樂團常設3歲以上的敲擊樂課程。附屬管弦樂團、合
唱團、敲擊樂團的師資為香港歌劇院歌唱家及專業指揮、香港演藝學院專業管
弦樂和聲樂老師、樂團各聲部首席，或世界級大團的訪港客座音樂家，均有十
年以上在學校任教的經驗。

附屬少兒團的課程，通過體態律動、節奏訓練、音樂感悟培養孩子們的內心聽覺，培養孩子的表演能力，通過樂器、歌唱、
動作、眼神來表現自己的真情實感，激發孩子的想像力、創造力，促進孩子智力發展。

合唱團幫助孩子從建立歌唱狀態、音準概念到完善個人技術，建立縱向立體和聲概念，熟練掌握多國語言的多聲部合唱、
無伴奏合唱作品及較複雜視唱練耳基礎知識和聽記能力；著力培養孩子音樂興趣，掌握聲樂發聲方法技巧、聲樂作品演唱
的情感表達能力；重視音準、節奏、咬字、氣息，咬字、樂感、團隊精神以及專注力的培養。孩子們在長期的練習過程
中，通過大量音高、音程、和弦的聽辨，大腦和聽覺器官不斷反饋，就能夠逐漸養成一定的絕對音感和相對音感。

亞洲室樂團附屬少兒管弦樂團、合唱團及敲擊樂團，透過每星期嚴謹認真的排練，以及每年6-8場正式音樂會的演出，增
廣見聞，提升自信，開闊藝術眼界，積累舞台經驗。孩子們學習不同時期及風格的樂曲，一同分享演唱和演奏音樂的樂
趣。亞洲室樂團更專注於少年兒童，挖掘其音樂天賦、穩固樂理知識、引導他們在重視個性培養的基礎上學會相互協助協
作，增強他們的團隊意識和集體榮譽感，使孩子們富有想像力、創造力和團隊執行力，熱愛音樂、熱愛藝術，更熱愛生活。



指揮：李煜老師、劉軼老師

演出名單：

鋼琴伴奏：陳文達先生

亞洲室樂團附屬少兒管弦樂團 – 演出曲目

亞洲室樂團附屬少兒敲擊樂團 – 演出曲目
指揮：胡英老師

演出名單：
A班
張可艾、江文達、王南晰、蔡悠然、宋珏霖、劉汀遠、国瀚霖、黃傑鋭、賴可悠、雷恩知
B班
金玥妙、袁毅、李展辰、李睿陽、劉峻鵬、黃柏晞、王兆楠、郭又林、郭又木、王在兹、梁靜閑

C班
唐韋謙、沈夢魚、孫氣治、李有、黃語晴、楊識央、石澄彬

D班
李采悠、周子淳、劉宥君、周鳴謙、張本真、李紀桓、周子牧、何易宸、楊振弘

乘風破浪
“乘風破浪”是1975年TVB一部著名的時裝青春勵志劇集，這部劇的同名主題曲由已故作曲家顧嘉輝譜寫，
盧國沾作詞。這首交響樂曲調高亢明快，歌詞十分勵志，是讓人無法忘懷的經典作品。

讓我閃耀
“讓我閃耀”是一首經典粵語兒歌，由顧家輝作詞，鄭國江編曲。它是專門為“國際兒童年”所譜的主題曲，
所以又被稱為“1979年國際兒童年”進行曲。

Highlights from Harry Potter
《哈利波特》是英國作家 J.K.羅琳享譽世界的七部奇幻小說系列。而由創作了諸如《星球大戰》、《辛德勒的名單》、《侏
羅紀公園》等等眾多大場面電影配樂的配樂大師約翰 ·威廉姆斯作曲的“ 哈利波特經典片段”（Highlights of Harry Potter），
是一首極富動態的管弦樂混合曲，囊括了《哈利波特》系列的序幕、海德薇主題、魁地奇比賽、哈利的魔幻世界等等經典片
段。整首樂曲調性多變，管、弦樂器互相對位碰撞達到和諧，非常的震撼人心！

芬蘭頌Finlandia 
《芬蘭頌》，作品26（Finlandia, Op.26）是芬蘭作曲家西貝流士所創作的交響詩。1899年西貝流士完成第一個版本，以作
為愛國戲劇《自古以來的景象》中的配樂；其後在1900年稍事修正，編成《芬蘭頌》。由於彼時俄羅斯帝國侵佔芬蘭，廢除
其自治權，作者為了一個對抗俄羅斯帝國的愛國慶典而寫成此曲。這首交響詩採用大量激昂憤概、氣勢磅礡的音樂，向芬蘭
人民表達政局危機，企圖喚起大家的愛國之心。

第一小提琴-劉鎧瑄、王嘉韵、張洛宸、呂柯妤、王宇晴、鄭祺澔、汪卓駧

大提琴-李梓潼、謝明諳、徐梓竣、蘇子丹

低音大提琴-孫艾琳

長笛-隋辰憶 、劉希、陳哲、郝格萱單簧管-駱泓嘉

圓號-陳梓昊

木琴、鋼片琴-孫艾琳

大鑔-孫銘邦 三角鐵、鈴鼓-李昭昭

小號-忻賞、陳亮延 長號-林啟賢

定音鼓-黃梓妍 爵士鼓-李燦燦 大鼓-張正

吉他-李雯雯 古箏-黃梓妍
第二小提琴-陳梓墨、黃梓曦、廖梓諾、黃安馨

中提琴-陳牧清



2022 國際音樂綜藝中秋嘉年華   
堅尼地城市室樂團
約翰 ·施巴提恩 ·巴哈《D小調雙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快板》

堅尼地城，是港島西區一個充滿歷史的地方。樂團初創時，我們只有幾個人在堅尼地城一所小小排練室開展。其中一位重
要成員也是住在堅尼地城，所有排練所需物資也由他提供，一切也從堅尼地城開始...我們幾個骨幹成員都很崇拜小提琴家
Nigel Kennedy, 除古典外，他精通不同類型音樂，在每張唱片他總能用嶄新不同的手法演繹，顛覆了傳統古典音樂演奏，
這也正好切合我們成團的目標，做非一般的"離地"古典音樂。

關於 -  D小調雙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快板》

巴哈d小調雙小提琴協奏曲可說是完美地揉和了「模仿」、「對位」及「合奏」的美感。相似於當時大協奏曲的編制，包
含主奏團(concertino)、協奏團(ripieno或concerto grosso)及數字低音樂器。主奏團是二把小提琴，協奏團包含小提琴
及中提琴，數字低音樂器由大鍵琴擔任。不過，此曲聽不大到主奏、合奏交錯的聲音層次及雙團競爭的動感，而是由主奏
團的雙小提琴擔任主角，協奏團及數字低音只安分的擔任協助的配角。
整體來說，主奏的雙小提琴交相模仿同一個主題旋律來聲繪出追逐的動感，主旋律會在雙小提琴間飛來飛去，有條不紊地
和諧呼應，你追我趕，此起彼落，品樂者的注意力也隨之奔來跑去。此外，當其中一把主奏小提琴拉奏主題旋律時，另一
把主奏小提琴負責拉奏對位旋律，創造出和諧的伴奏音響。協奏團幾乎不做主題旋律的發展，大多不搶戲。有時在主奏小
提琴帶領下，拉奏相同的主題或對位旋律，加重聲音的厚度。有時只是默默提供和聲上的支持，亦有時間歇地加重幾個
音，讓聲音力度加上變化。有時反覆拉奏短樂節，裝飾雙主奏小提琴的旋律。由於協奏團的支持，讓主奏雙小提琴間因模
仿、對位衍生出的競爭與合作更加精彩。

Solo Violin 1: Amanda Tse     Solo Violin 2: Samuel Kwok
Violin 1:Eric cheung、Matthew Kwok、Woody Leung
Violin 2：Kelvin Yu、Anthony Lau、Frankie Chan
Viola：Wong Shing Po
Cello：Brian Bromberg
Piano：Karrie Cheung

2022 國際音樂綜藝中秋嘉年華     演出者 / 演出項目
尹博－海頓《D大調奏鳴曲・作品 37・第一樂章》

青年鋼琴教育家・尹博   
中央音樂學院音樂教育專業、英皇考試北京代表處官方註冊教師、中央音樂學院師資認證高
級鋼琴教師資格、中華兒童文化藝術促進會藝術教育專家委員、香港國際音樂文化協會會員

尹老師6歲起學習鋼琴演奏及歌唱，自幼聽覺靈敏，樂感出眾。9歲登上哈爾濱之夏國際音樂
節鋼琴比賽，及東三省青少年鋼琴比賽，分獲金獎及銀獎。中學期間擔任學校童聲合唱團男中
音領唱，12嵗即通過中國音樂協會10級演奏。先後師從著名鋼琴教育家吳啟芳，著名作曲家
汪立三；以及中央音樂學院教授，著名鋼琴家智園行方老師。

尹老師的演奏經歷不限於獨奏，也常年為合唱團、音樂沙龍做伴奏及藝術指導，同時有為小提琴和單簧管伴奏的豐富經
驗。17-20年期間擔任深圳中學校友合唱團首席鋼伴，19年12月在深圳大劇院為專場音樂會做伴奏，另外也多次參與音
樂會演出，及賽事評委，包括環球傑出青年音樂家比賽。

尹老師曾在深圳東風華藝琴行，以及香港的巴赫音樂教室，周氏琴行擔任高級教師，也曾在著名歌唱家陳瑜老師工作室
擔任特聘藝術指導，其學生在各種兒童鋼琴賽事中屢獲佳績。

尹老師現居香港，開設音樂教室從事鋼琴教學，及合唱團伴奏演出。

演出簡介：
海頓是奧地利的偉大作曲家，古典音樂的巨匠，其一生作品數量龐大，種類多樣。有交響樂之父的美譽。他深刻影響了
莫扎特貝多芬等後世音樂家，奠定了維也納音樂之都的地位。

今晚帶來的這首37號 D大調奏鳴曲 以其輕快優美的旋律向我們呈現了海頓音樂精緻且幽默的曲風。



2022 國際音樂綜藝中秋嘉年華  
周淑儀和學生們－月亮代表我的心

2022 國際音樂綜藝中秋嘉年華 
何俊聰Alphonsus－低音大提琴
劉奕晴 Rosanne －鋼琴伴奏
丹尼爾 ·范 ·岡斯《 灰諧曲・作品 12 ・ No2 》

鋼琴教育家・周淑儀

周氏早年畢業於音樂專科學校，亦深造於多所著名歐洲
音樂學府的音樂教育課程。過住校外參加公開鋼琴獨奏
表演 ，穫得公眾好評！教學經驗豐富，在十餘年間勇創
佳績！曾經亦是一位註冊幼兒園及幼稚園老師，對於幼
兒心理及幼兒音樂教育一向深入研究而且富有權威心
得！除此之外，周氏亦是一位音樂比賽評審，對於音樂
評審有相當的經驗及資格。

周老師為了薪火相傳，自2016年創辦了周氏琴行至今！並在2017年至今推薦海量的學
生參加各大公開音樂比賽，成績彪炳！獲獎無數，而且考試成績優異！她熱心栽培學生，
以音樂教育成為畢生使命！

2020至2021年為慈善機構教導會員學生演奏鋼琴，並捐出一台鋼琴饋贈給慈善機構作為
有志學好音樂的學生作日後之練習用途，讓他們能夠提升琴技，享受音樂。

何俊聰先生(Alphonsus )學習音樂大約有20年。何先生7歲時開始學習鋼琴，在10
歲時學習第二樂器，低音大提琴。何先生分別於2010年及2012年，考獲英國皇家
音樂學院鋼琴演奏8級以及樂理8級。考獲以上資歷後，何先生專注研究低音大提
琴，並於2016年獲得倫敦三一學院頒發的低音大提琴演奏文憑ATCL。何先生曾與
多個音樂團體合作，包括亞洲室樂團、香港中文大學崇基管弦樂團、Ensemble 
Castle等。何先生現為亞洲室樂團及Ensemble Castle的低音大提琴手。

何先生喜歡向難度挑戰，以及研習樂器的不同可能性。由於低音大提琴本身音域比
較低，所以獨奏曲目相對比較少。自然地，要用低音大提琴作為獨奏樂器，需要探
索一下其他的可能性。何先生早前曾經以低音大提琴演奏大提琴(cello) 的一些曲
目，例如大家以熟能詳的Meditation from Thais。

而今次為大家帶來近代大提琴作曲家Daniël van Goens的灰諧曲(Scherzo)。原曲
是作曲家為大提琴譜寫的。而灰諧曲本身比較輕快，對於低音大提琴來說，難度會
倍增。所以對演奏者來說，是非常有挑戰性。

2022年亦帶領學生一起參加慈善音樂表演，
回饋社會。

今晚，周氏琴行的老師和學生會同台演出一
曲《月亮代表我的心》，希望藉着此曲和大
家一起共度一個難忘的中秋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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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泓傑－布拉姆斯《間奏曲A大調・作品118-2》溫柔的行板

黃浩熹現年十歲。於四歲半開始接觸小提琴, 六歲時及七歲時分別師隨馬步萌老師 Mr.
Ray Tsoi 學習小提琴知識及技巧 , 於兩位導師的指導下，對小提琴演奏產生了濃厚興
趣。自2017年開始，為了可以豐富演奏經驗，開始參加多個小提琴本地公開比賽更遠
赴台灣及新加坡比賽獲得優異成績，於2018年更獲選加入了香港兒童交響樂團。

鋼琴演奏家・潘泓傑

潘氏於七歲開始學鋼琴，是香港演藝學院音樂學士，也英國皇家音樂學院音樂演奏碩
士。他曾跟隨多名來自不同國家的國際級教授深造琴技，並以優異成績屢次獲得獎學
金。

作為鋼琴演奏家和教育家，潘氏亦在各個鋼琴比賽中擔任評委，致力提攜本地傑出的
青年音樂家，提高香港學生在音樂藝術方面的素養，不少學生成功進入了本地或海外
的頂尖音樂學庥深造音樂。

演出曲目：布拉姆斯《間奏曲A大調・作品118-2》溫柔的行板

布拉姆期的作品118 是1893 年完成的六首小品曲集，也是他在世時出版的倒數第二部作品，題獻給克拉拉・舒曼，共有四
首間奏曲，一首敘事曲與一首浪漫曲。可見得布拉姆期於晚年創作更加回歸到曲式本身，並不特別需要華麗美好的外在，
著重於音樂內部的架構與樂曲情緒，更是浪漫時期裡的純音樂創作中代表作品。

潘氏曾於世界各地，包括中國、英國、意大利、羅馬尼亞等地演出，屢獲好評。而他
曾贏得的比賽獎項多不勝數，包括2016年香港新世代藝術協會音樂比賽、第三屆歐米
勒國際鋼琴比賽(最佳演奏獎)、第十三屆香港亞洲公開鋼琴比賽、多屆香港校際音樂
節冠軍等等

2021年，浩熹以優異的成績考獲了英國皇家音樂學院第八級程度小提琴，同年並通過
香港演藝學院的考試，入讀學院主辦的青少年音樂課程 ( 小提琴 )，開始接受正規音樂
課程教育及學習相關知識，並成為香港演藝學院弦樂合奏團的第一小提琴手。

為了增加演出的機會，參加了由中國香港青年交響樂團駐團指揮及樂團團長郭健文先
生指揮的室內團，浩熹為主要成員之一並參與多個不同的音樂演奏活動。浩熹正專注
於練習拉奏馬克斯 ·布魯赫的《G小調第1號協奏曲》，作品26，為一首相當具知名
度的小提琴協奏曲。它不只是布魯赫最有名的作品，亦是音樂會中較常被演奏的小提
琴曲目之一。

近年，浩熹更熱衷於舞臺上表演並參加不同類型的音樂演奏活動，獲取更多公開演奏
經驗 , 通過參加多個不同的國際和本地的小提琴獨奏比賽挑戰更多高難度曲目並在比
賽中多次獲獎，其中包括以下獎項：

1.Champion of 71st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Festival
2.First Prize of the 13th ZhongSin International Music Competition (Open Category)
3.First Prize of Asia’s Elite Piano & Strings Competition 2020 (String Junior Class)
4.Grand Prize Winner of Red Maple Music Competition 2022
5.Champion of the Hong Kong (Asia-Pacific) Bauhinia Cup 6th String Competition (Violin Youth Class)
6.Champion of the 9th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Youth Performance Arts Festival (Diploma Class)
7.Champ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Youth Music Competition (IYMC), Violin Stars Advance Group 2021
8.Champion of Global Final of HKIMAA 2021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Music & Arts Festival (Open Children Class)
9.Gold Prize of the 22nd OSAKA International Music Competition (Hong Kong Region)
10.First Class Award of 2021 International String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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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浩熹－馬克斯·布魯赫《G小調第1號協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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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欣欣－貝多芬《第八鋼琴奏鳴曲 - 第二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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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SIR－即興鋼琴表演

鋼琴演奏家-李欣欣

李氏是一位豐富多元的音樂老師，表演者及比賽評判。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為音樂文學榮譽
碩士，持有多項專業資格。師承著名施坦威鋼琴家吳美樂博士。曾獲多個獎項，包括全國青少
年藝術精英大賽，香港-亞洲鋼琴公開比賽，聖三一國際音樂比賽，加拿大國音樂比賽等。

李氏演出經驗豐富，曾於台灣春天吶喊音樂節，Clockenflap，K11，山頂廣場及中文大學等
地演出。近年則醉心古典室樂演奏，擔任長笛手，並負責編曲工作。2020年獲邀參與出版《音
樂通天下》一書，及出席同名香港電台節目，分享音樂成長歷程。

演出曲目：
貝多芬  《第八鋼琴奏鳴曲 - 第二樂章》

C小調第8號鋼琴奏鳴曲，別名《悲愴奏鳴曲》，於1799年出版。貝多芬當時親自題名為 Grande Sonate Pathétique
（悲愴大奏鳴曲)。據說貝多芬在創作完成該作品時，他的父母不幸去世。有人認為該作品是貝多芬前半生的寫照。反映了
作曲家內心孤獨但又不向命運低頭執著的性格。

第二樂章，看似最為「平實樸素」，但實質詮釋與技巧要求的細膩度最難，作曲家的用心、及自身情感的表有待聽眾消化
咀嚼。

鋼琴即興彈奏界KOL

占Sir已擁有十多年教授無譜即興彈奏流行曲經驗，創立了<占氏原創譜>讓學生速成學習彈奏流行曲，更創立即興彈奏音樂
學校Chimsmusic宣揚無譜即興彈奏理念。他曾受邀於<香港國際音樂文化協會>環球傑出青年音樂家比賽流行鋼琴組別擔
任評審。

占Sir曾在香港各式大小型表演場地做無譜即興彈奏創作表演獲得一致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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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ginia Li－ 小豎琴、演唱、鋼琴
《I Will Always Love You》《天下無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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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玉潔舞蹈學院－芭蕾舞・《中秋「圓」舞曲》

Virginia Li，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英文系，副修中國語言及文學，於2016年考獲幼
兒音樂教育證書，2018年取得學位教師教育文憑。現職英文及音樂老師，曾出版
小說《下半生准我留住您》（2015年出版）、《門沒鎖，等你的結他聲》（2018
年出版）及《當公主愛上鐵甲奇俠》（2020年出版），並於香港書展舉行發布會。

她希望把文字和琴音化為天上的星星，映照出「傷痛」和「失去」的不同面貌，讓
作品內外的人，都能在殘缺的世界裏保留最初的善良和純真。

她相信黑暗中某個熠熠生輝的花園；相信心的碎片會化作顆顆種子，埋在泥土裏；
相信有金色的玫瑰；相信它們會長到天空裏，化作漫天的煙火 — 她相信破碎也是
一種完美，患難也是一份祝福。

她喜歡小豎琴，喜歡它清脆而通透的音色，儘管輕柔細弱，卻縈迴繚繞，彷彿能夠
呼喚那曾是碎片的星星，落到各人手心裏，重燃那些已經再也無法擦亮的愛。

在此為大家送上《I Will Always Love You》和《天下無雙》。

梁 玉 潔 舞 蹈 學 院 期 望 透 過 舞 蹈 教 育 , 培 養 愛 舞 者

之 紀 律、禮 儀 、整 潔 、優 雅 及 自 信 各 方 面 之 成 長。

學 院 分 佈 各 區 ， 課 程 包 括 英 國 皇 家 芭 蕾 舞 (R A D)

及 澳 洲 聯 邦 爵 士 舞 (CS T D )。

梁 玉 潔 校 長 醉 心 舞 蹈 教 育 的 同 時 ， 也 積 極 參 與 各 項
教 育 義 工 服 務 ， 以 身 教 為 其 子 女 及 學 生 作 好 榜 樣 , 
回 饋 社 會 ， 於 2 0 2 1 年 1 1 月 ， 由 前 教 育 局 局 長 吳 克 儉
先 生 親 自 頒 授 社 會 企 業 研 究 院 院 士 榮 譽 名 函 。

2 0 2 2 年 6 月 ， 梁 玉 潔 校 長 以 傑 出 校 友 身 份 被 邀
出 席 " 嘉 諾 撒 聖 家 書 院 " 畢 業 典 禮 為 主 禮 嘉 賓 。

學 院 邁 向 2 5 周 年 ， 正 推 行 一 連 串 學 生 及 家 長 優 惠 ， 以 答 謝 家 長 們 多 年 來 的
支 持 。

由梁校長親自編舞，學生們於「全港學界精英藝術大賽」

中榮獲 爵士舞金獎 及 傑出教育大獎



2022 國際音樂綜藝中秋嘉年華    
睿思教育－The Power of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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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治療畫家 KIT LAW－6呎x 4 呎神秘速畫
伴奏： SKYER 舜

睿思教育是本港首個以兒童多元文化教育為中心的教育集團，致力為4至12歲兒童提供豐富多元的體育及藝術教育，旨
在透過業內專業的導師為小朋友提供短期課程，讓小朋友能夠作出多方面的嘗試，透過不同興趣小組的活動，將原本乏
味的學習過程融入到有趣的遊戲當中。

大家好，我是 KIT LAW。
小時候看過 “ 北斗之拳 ” 這套漫畫，我就定下人生目 - 漫畫家，不經不覺走了30年
，當中遇到自閉症兒童和他們的家庭，他們啟發我，影響我，給予我使命，我曾將這
個不一樣的創意旅程，給予超過一千五名小朋友，當中約500位是自閉症兒童，以藝
術協助這些孩子，讓這些家庭的路上，多一點分擔。
愛因斯坦曾說：提出一個問題並以新的角度思考和解決，必須具備豐富的創造力及想
像力！右腦是一切創造力和想像力的海洋，擁有無限可能性，繪畫 - 正是有助發展創
造力的根源，人類創造文字語言，建立各種文化知識，甚至漫步太空，一切源於想像
力和創造力！
想像力，運用在做事情上，能使你跳出框架，人也發放更多藝術氣息，也對自己有一
種生活態度的追求。

繪畫、藝術 對我來說，是一種幫助表達自我的好媒介，我藉着創作更多好作品，以豐
盛的資源，協助一些經濟不足的SEN 家庭。

我曾是天下畫集馬榮成公司，經濟日報當過漫畫主筆，而周星馳的電影 - 少林足球 和
功夫也找我畫海報和漫畫，稻香、天梳錶、Marvel 也合作過好幾遍，希望將來大家能
看到我更多的創作。

畫家、音樂家就像個演員，一生等待一個能發揮到極致的劇本，寶貴的歷鍊 都幻化成
清晰的路標。

是次英語音樂劇”The Power of Music” 由「香港靈糧堂秀德幼稚園」小義工服務團演出，全部小演員的年齡為五至六
歲，演出的歌曲為 "Do-Re-Mi"。小義工服務團深信兒童的藝術力量和感染力。畢卡索有句名言：「我花了四年畫得像拉
斐爾，但用一生才像孩子一樣畫畫。」幼兒藝術教育不應該有高下之分，亦從來都沒有人合資格為幼兒的藝術氣質打分
數。因此，我們的團隊從來不會參加任何比賽。

感謝主辦方將門券收益撥捐國際慈善組織Watoto，讓小義工服務團能為慈善出一分力之餘，亦能對非洲烏干達的兒童
認識更多。小義工服務團一直以來只會為不同慈善機構和弱勢社群演出，讓他們的表演賦予更深一層的意義，或許這才
是真正的”The Power of Music”。我們從來不會選取艱澀的英語曲目和故事作表演來突出小朋友的音樂或戲劇技巧。
大家更希望透過簡短的故事和簡單的旋律，讓小朋友有信心地發揮，讓他們能自信擔綱演出及體驗表演藝術帶來的樂趣
同時，亦與觀眾分享兒童音樂劇獨有的藝術魅力。

在音樂劇中音樂旋律簡單易上口，歌詞帶有故事性，充滿童趣。音樂與舞蹈非常適合展現人物性格，且對故事的發展有
一定的推動作用，會使孩子們不由自主地投入到劇情發展之中，在潛移默化中感受音樂的魅力，培養兒童的興趣愛好。
小朋友更能透過音樂會與其他人分享，學會表達自己，提高自信心。透過與其他小朋友一同排練，來提高社交能力。

秀德小義工服務團英語音樂劇演出成員 (排名不分先後):
陳希柔、朱寯逸、李冠賢、楊梓濼、胡敬行、李驊恩

是次表演將會以校園為背景，表演原創故事一齣，並在
表演中加入小朋友熟悉的兒歌，將音樂融入表演，充份
在舞台上展現出小朋友充滿活力和熱情的一面。我們的
成員很想透過這個舞台，為大家分享他們喜歡的事物和
深刻的生活片段。也希望透過是次表演可以帶領觀眾進
入時光隧道，短暫放下生活中的種種壓力，回想起昔日小時候的回憶，找回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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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圓－《加爾各答的天使德蘭修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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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音樂谷 Power Music Room
梁綺媚－經典中秋金曲Medley

陳妍伶別名圓圓從小很喜歡音樂及舞蹈。
曾學習過鋼琴、結他、打鼓、唱歌、芭蕾
舞、爵士舞、Jazz funk及鋼管舞，現任
 Melody pole studio 鋼管舞導師。

POWER MUSIC ROOM（動力音樂谷）成立超過15年。音樂室以教學為主；亦設有錄音服務、代辦演唱會及舞台娛樂節目。
導師均為現職樂師及歌手。錄音室設備專業，主力教授流行歌曲及樂器。每年舉辦演唱會讓學生吸取舞台經驗。亦定期與大
型慈善機構合作舉辦籌款活動，回饋社會。

樂隊歌手，司儀，歌唱導師 Venus

求學時曾於不同大小型歌唱比賽中勝出，屢獲獎項。畢業後被邀當全職歌手，每晩於酒店駐場
演唱，亦在不同酒廊及各大小型音樂會或派對演唱。擅長的歌路廣泛。除唱歌以外，擔任婚禮
及派對司儀超過15年，演出經驗非常豐富。還以優異成績考獲Rockschool London 8級歌唱表
演証書資格。2021年被邀參與撰寫<音樂通天下>書刊。
Venus曾於工聯會歌唱興趣班任教。以實用易明方法教授，吸納不少學生要求私教。於09年與
祥仔Sir開辦自家音樂中心Powermusic room。
教學方面，Venus經驗豐富，因材施教。注重於調整聲線。由發聲到演繹，引導學生們穩固基
礎技巧之餘，發掘學生們聲線上的優點及加以發揮。

演出者介紹：Angile （媚媚）
學習唱歌4年，任何類型歌曲都喜歡。曾於社區，慈善活動，老人院及網上live show參與演出。

演出曲目：
人月倆團圓中秋節是我們很重要的節日。藉著這幾首歌曲送給聽聚們佳節祝福。
希望大家都能感受到佳節氣氛。

學生代表演唱三首非常有代表性的國語金曲：月圓花好/月兒像檸檬/月亮代表我的心。

圓圓除了熱愛音樂及舞蹈之外，還非常熱心慈善活動及作義工，疫情前活躍於探訪長者，護老院，兒童之家及愛護動物協會
當義工。除了擔任是次慈善活動演出嘉賓之外，更捐贈了一些門票給慈善機構，希望讓一些低收入家庭及小朋友得到多一點
溫暖，歡渡中秋。圓圓表示曾經有位很重要的人告訴過她：「有能力幫助別人的時候，一定要幫助別人。」這句話她一直銘
記於心。

圓圓最敬佩的人是奉獻一生幫助別人的德蘭修女，覺得她無私的愛，對世人的關懷、寬恕，都非常值得學習和景仰。圓圓今
晚會演唱《加爾各答的天使德蘭修女》，向德蘭修女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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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M 爵士芭蕾舞學院－SDM Jazz & Ballet Academie

SDM爵士芭蕾舞學院於2006年創辦，香港專業舞蹈學校，提供各類跳舞課程。擁有24間
分校遍佈全港九，超過7000名學員，每年逾300次舞台表演機會。

SDM，象徵著Smile Dance Memory ，志在透過一系列舞蹈課程，讓小朋友一方面學習
專業舞蹈，一方面透過舞蹈培育小朋友正面思想，向身邊人持續發光發亮。

S = Smile
D = Dancing
M = Memory

SDM深信，每位小朋友經過悉心栽培後，都能成為思想正面、具有影響力及對社會有貢獻的「Star Leader」，
向身邊人持續發光、發熱。因此，SDM的導師及團隊，除了提供專業的舞蹈訓練，更安排學員參加各種表演、
比賽、慈善活動及文化交流活動，讓學員擁有以下體驗：

並在過程中培育出積極態度、正面思想及助人樂己的心志，這些良善的種子，有助其日後在追求個人成就
之餘，發揮互助互愛精神，以身體力行發放正面訊息，持續向身邊的人發光、發熱，為社會作出貢獻，成就璀
璨一生！



每年逾300次舞台表演
焦點活動包括：

精英課程成立十周年 - 培育逾千學員 廣受肯定
擁有豐富舞蹈技巧的精英學員，多年來於大型國際賽事中奪獎無數，為了發掘及栽培更多具潛質的舞蹈新星，SDM舉辦
精英及新星培訓計劃，提供專業的訓練，讓學員在舞蹈技巧、美感、柔軟度、節奏感、表情、學習態度及紀律等都能更
上一層樓。

周年匯演 
Annual Performance

大型舞台演出 Stage Performance
《2021美麗的夜香港跨年演唱會》

電視節目演出 TV Show Performance
《TVB香港小姐競選決賽》

迪士尼巡遊表演隊伍 
Hong Kong Disneyland Para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