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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參 小提琴演奏家
Gao Shen (Violin)

盧 嘉 鋼琴演奏家
Lu Jia (Piano)

呂曉一 指揮
Lü Xiaoyi (Conductor)

李楠 指揮
Li Nan (Conductor)

香港天馬合唱團
Hong Kong Tien Ma Chorus

香港希望之聲少兒合唱團
Hong Kong Hope Through Music Children’s Choir

香港愛樂樂團合唱團
Hong Kong Symphonic Choir

香港青年愛樂樂團
Hong Kong Youth Symphonic Orchestra

節目精選 Selections of Program
貝多芬               第二鋼琴協奏曲
Beethoven            Piano Concerto No.2

喬治・埃內斯庫        羅馬尼亞第一狂想曲
George Enescu Romanian Rhapsody No.1

柴可夫斯基           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
Tchaikovsky            Violin Concerto in D Major

小約翰・施特勞斯 藍色多瑙河圓舞曲
Johann Strauss II The Blue Danube

02/01/201702/01/201702/01/201702/01/201702/01/201702/01/2017（一 （一 Mon

晚上7:30pm
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Hong Kong Cultural Centre Concert Hall

$280  $200  $120  $80

02/01/2017（一 Mon）
晚上7:30pm
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Hong Kong Cultural Centre Concert Hall

$280  $200  $120  $80
折扣優惠只適用於輪椅票區、$120及$80門票
全日制學生、六十歲或以上高齡人士、殘疾人士及陪同人 (半價優惠)
Discounted tickets only available at Wheelchair Zone, $120 & $80 
Discounted tickets for full-time students, senior citizens aged 60 or above,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nd 
the minder (50% off)

10月10日於城市售票網發售 Tickets available at URBTIX from 10 Oct.

一次性購買10-19張正價票95折優惠；20張及以上正價票9折優惠 
5% off for each purchase of 10-19 standard tickets; 10% off for each purchase of 20-40 standard tickets.
查詢Enquiries：主辦機構Presenter: 2366 9991 / 6803 3977   
票務查詢 Ticketing Enquiries：3761 6661（城市售票網URBTIX）
信用咭電話購票 Credit card telephone booking : 2111 5999
網上售票 Internet booking：www.urbtix.hk
流動購票應用程式 Mobile Ticketing App：My URBTIX（Android & iPhone/iPad）

歡迎報名參加演前音樂講座    02/01/2017  4:00pm-5:00pm
講座主題： 貝多芬鋼琴奏鳴曲的創作靈感      演講嘉賓： 盧嘉博士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7樓排演室CR2     費用：憑音樂會入場券免費入場
報名：電郵留座info.hkyso@gmail.com      座位有限，額滿即止

高 參 小提琴演奏家
Gao Shen (Violin)

呂曉一 指揮
Lü Xiaoyi (Conductor)

Discounted tickets for full-time students, senior citizens aged 60 or above,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nd 

5% off for each purchase of 10-19 standard tickets; 10% off for each purchase of 20-40 standard tickets.

小提琴演奏家

盧 嘉 鋼琴演奏家
Lu Jia (Piano)

盧 嘉 

指揮
 (Conductor)

李楠 指揮
Li Nan (Conductor)



樂團赴荷蘭鑽石國際音樂節比賽並前往比利時、德國、奧地利、瑞士
作音樂交流

 應邀在紅磡體育館演出

香港青年愛樂樂團是在香港註冊、非牟利的青年交響樂

團。樂團創立的宗旨是凝聚香港青年管弦樂手，通過持續的排

練和演出，舉辦各類型的國際音樂交流活動，提高團員的技術

水平、個人質素和擴闊團員的國際視野。同時與其他樂團携手

合作，為培養香港的音樂聽眾，提高香港的音樂水平而努力。

在 2012 年 9 月 28 日至 10 月 3 日香港青年愛樂樂團在屢

獲佳績的年青指揮家呂曉一教授的帶領下，赴歐洲参加比利時

青年國際音樂節和荷蘭國際音樂節比賽，榮獲兩個國際音樂節

的樂團獎第一名、指揮獎第一名和最佳樂團管理獎合共 6 個獎

項，成績美滿。

2013 年 8 月 5 日和 6 日香港青年愛樂樂團獲邀在北京國

家大劇院音樂廳舉行專場音樂會演出，並於 8 月 6 日與北京八

中金帆交響樂團、北京市昌平區第二中學金帆民樂團、台灣新

竹青年國樂團和北京七彩夢想合唱團在京港台閉幕音樂會上同

台演出。    

在北京國家大劇院音樂廳舉行專場音樂會

香港青年愛樂樂團

香港青年愛樂樂團不單在北京國家大劇院、中山音樂堂、

廣州星海音樂廳、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香港大會堂音樂廳舉

行過交流音樂會，而且先後成功舉辦了《金牌匯報音樂會》、

《Love Journey 繼續張國榮十周年紀念音樂會》、《感受俄

羅斯音樂的魅力音樂會》、《粵港交響樂交流音樂會》和《永

遠的鄧麗君 20 周年紀念音樂演唱會》等。

2015 年 7 月 25 日至 8 月 2 日香港青年愛樂樂團和香港

愛樂樂團合唱團一行 163 人應荷蘭海爾蒙市政府邀請在歐洲

音樂之都 — 荷蘭王國海爾蒙市參加已達數十年歷史的荷蘭鑽

石國際音樂節比賽，並同時前往荷蘭、比利時、德國、奧地利

及瑞士展開五國的音樂之旅及參觀訪問活動。在比賽中，香港

青年愛樂樂團榮獲“最佳樂團獎金獎”、樂團指揮呂曉一教

授獲“最佳指揮獎金獎”、香港愛樂樂團合唱團獲“合唱表演

獎”、樂團和合唱團總監林啓暉獲“最佳管理獎”。荷蘭海尔

蒙副市長亨利特．發洛登在賽後總結時高度讚賞遠道而來的香

港青年愛樂樂團和香港愛樂樂團合唱團的演出，盛讚香港青年

愛樂樂團和香港愛樂樂團合唱團“是荷蘭鑽石國際音樂節 40

年歷史上表現最好的團隊之一。”香港青年愛樂樂團在四年內

先後在西樂的故鄉歐洲取得獎譽，為港爭光。   

在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主辦的《永遠的鄧麗君 20 周年紀念音樂演唱
會》為歌星表演嘉賓伴奏

Hong Kong Youth Symphonic Orchestra



在 2010 最富盛名的瑞士維爾比耶音樂節上，高參與大提

琴大師麥斯基，中提琴大師巴什梅特共同演奏了理查·施特勞

斯的《堂吉訶德》交響序曲，讓世界音樂界開始認識到這位來

自中國的青年小提琴家。2015 年 3 月，他應邀在博鰲亞洲論

壇閉幕式上為國家領導人和 17 國元首、以及上千名中外政商

領袖嘉賓演出。

2014 年，高參被任命為維爾比耶音樂節 Verbier Festival 

(VFO) 大使，成為這一頂級音樂節唯一的中國籍官方大使。同

年他被中國音樂家協會小提琴學會增補為新任理事。作為當代

中國青年音樂家的傑出代表，2015 年初，他獲選中國郵政“印

象中國”系列，國家郵政為他出版了一套“中國文化名家”個

人集郵套及明信片。

中國錄音藝術與唱片學會 (CRA) 同時全國發行了他的最

新發燒唱片《高參小提琴實況錄音輯》。

高參已經與美國休士頓交響樂團、義大利聖・卡洛大歌

劇院交響樂、南非約翰尼斯堡愛樂樂團、中國國家交響樂團等

眾多國際國內主流樂團合作演出。在中國，他已與幾乎所有主

流的交響樂團及重要指揮家合作演出，得到了如鄭小瑛、黃曉

彤、胡永言和邵恩等泰斗級指揮的肯定。

高  參

高參的老師包括中國已故小提琴教育泰斗林耀基教授，美

國著名小提琴家、辛辛那提大學音樂學院弦樂系主任、美國斯

塔林基金會主席科爾特·薩斯曼斯豪斯教授，以及當代最負盛

名的小提琴大師、教育家紮克哈爾・布朗教授。獲得的獎項包

括美國艾瑪・霍格國際青年藝術家大賽小提琴最高獎、義大利

第十五屆那不勒斯國際小提琴大賽銀獎；2007 紐西蘭麥克・

西爾國際小提琴比賽特別認可獎，以及中國第八屆全國小提琴

比賽“文華獎”金獎。2009 年，他成為文化部外聯局“東方

新快車”對外特別推薦青年藝術家。

高參不但是一位成功的音樂會小提琴家，同時也是藝術學

術領域的傑出拓展者；他是中央音樂學院大學部最年輕的副教

授，並在 2007-2012 年擔任美國辛辛那提大學音樂學院客席

教授（Exchange Faculty）。他同時是國家大劇院的“常客”，

從成立至今，高參已經在那裡做了不下 50 場音樂會和講座。

高參剛剛被保利文化集團任命為全新的面向全國的保利

Wedo 教育專案的音樂總監。

高參先生已將自己塑造為一位精湛的藝術家，他的執著、奉獻的專業精神，還
有超凡的才華在我眼裡沒有疑問。                 — 世界著名指揮大師 柯爾特・馬蘇爾

他是一位少有的天才，演奏豐富而又有色彩，技巧完美，音樂表現完美；他日
後必將為中國乃至世界的小提琴事業作出巨大的貢獻。 

 — 已故中國小提琴教育泰斗 林耀基

聽你拉琴簡直是一種享受！                 — 法國著名小提琴大師 奧古斯汀・杜梅

他是一位非常有經驗並且多才多藝的小提琴家，擁有非凡的技巧和無懈可擊的
音樂品味。                                                                — 當代國際著名鋼琴大師 郎朗

小提琴演奏家

表 演 嘉 賓 Guest Performers

Gao Shen

Violin



盧  嘉

鋼 琴 演 奏 家 盧 嘉 博 士 生 於 音 樂 家 庭， 曾 就 讀 香 港 演

藝學院，多倫多皇家音樂學院，美國歐柏林音樂學院及克

利 夫 蘭 音 樂 學 院， 主 修 鋼 琴 演 奏。 除 師 從 Paul Schenly, 

Daniel Shapiro, Monique Duphil, Boris Lysenko, 及 John 

Winther 之外，並曾受多位大師指導，包括 : Barry Snyder, 

Dmitri Bashkirov, Ferenc Rados, Jerome Lowenthal, Murray 

Perahia, Russell Sherman, Seymour Lipkin, Stephen Hough, 

傅聰，劉詩昆，殷承宗和郭嘉特等。在學習期間，主要研究

分析貝多芬及蕭邦作品的歷史背景和音樂結構，其中兩篇著

作就是以 「貝多芬後期鋼琴奏鳴曲的不尋常賦格規律」，和

「蕭邦二十四首前奏曲的統一特性」為題。 此外，他歷年來

共獲得多項殊榮，如 : 加拿大全國音樂比賽國際組鋼琴大獎，

美國紐約肖邦鋼琴比賽及 Kosciuszko 鋼琴比賽亞軍，阿圖

爾・羅薩 (Arthur Loesser) 鋼琴獎，威廉·克拉斯賓 (William 

Kruzban) 鋼琴獎，路易思・考夫曼 (Louis Kaufman) 室內樂獎，

歐柏林音樂學院最佳伴奏獎，並連續三年被選為利伯拉齊學者

( Liberace Scholar)。

在演奏事業方面，盧嘉一直活躍於南北美洲，中國，及香

港的舞台上。他先後與多倫多交響樂團和克利夫蘭音樂學院樂

團合作演出，亦是首位在美國及加拿大公演貝多芬和舒伯特全

套鋼琴奏鳴曲的華人青年鋼琴家。 在 2006 樂季，他在中國重

慶，成都，貴陽，綿陽，深圳，廣州和北京等地巡迴演出，並

於 2007 年夏在重慶市成功舉辦了一連八場的貝多芬奏鳴曲全

集的中國首演。除了獨奏以外，盧嘉也擅長演奏室內樂。他的

合奏曲目包括貝多芬的全套小提琴與大提琴奏鳴曲，以及勃拉

姆斯的全套中、小提琴奏鳴曲，後者更被美國 WCLV 電臺作

現場直播。

盧嘉的演奏深受各國媒體的一致好評。他的首張 CD 唱片

已由美國 BRIOSO 唱片公司發行，曲目包括貝多芬的最後六

首鋼琴奏鳴曲。 美國權威唱片雜誌 American Record Guide

認為“確實是令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而中國「鋼琴藝術」

雜誌 , 則評論他演繹的貝多芬奏鳴曲具有“一種率直的氣勢和

令人信服的感染力，毫無矯揉造作的意味， 並出色地揭示了

作曲家各首奏鳴曲中不同的風格”。 

2004 年，盧嘉獲美國克利夫蘭音樂學院頒發鋼琴藝術博

士學位，並早於 2002 年已受聘為該校教師，教授鋼琴，樂理

和鋼琴藝術史。由於教學成績優異，他被提名為 2007-08 年

度最優秀教師。多年來他擔任多個美國，香港，及中國的鋼琴

比賽評判，並曾獲廣州星海音樂學院及深圳藝術學校邀請出任

客席考官及導師。近年，盧嘉亦活躍於幕後工作，先後舉辦“香

港優秀鋼琴師生音樂會”及協辦香港演藝學院校友會之“音樂

馬拉松”籌款音樂會。盧嘉博士現為英國聖三一音樂院香港區

顧問，及任教於香港浸會大學和香港演藝學院。

鋼琴演奏家

表 演 嘉 賓 Guest Performers

Piano

Lu Jia



Hong Kong Tien Ma Chorus

中國指揮學會會員。畢業於中國南京藝術學院，現任南
京大學交響樂團（江蘇省大學生交響樂團）常任指揮、南京愛
樂樂團常任指揮。指揮風格簡潔明快，富於歌唱性。2004 年
9 月率領南京大學交響樂團赴英、法、德等歐洲六國巡迴演出
獲得廣泛讚譽。2007 年 7 月赴荷蘭參加 sint-Oedenrode 國
際音樂節獲得最高獎：“優秀指揮獎”。2007 年 8 月，赴德國
Weima-Liszt 音樂學院學習，師從德國著名指揮家：Hüerbin
教授。2008 年 8 月入選捷克國際青年指揮家大師班，隨德國
München 音樂學院著名指揮家 Able 教授學習。2009 年 2 月
和 2012 年 2 月兩次指揮南京大學交響樂團參加中國大學生最
高級別交響樂比賽獲得一等獎，並兩次獲得中國教育部優秀指
導教師獎。2012 年 9 月 29 日和 30 日帶領香港青年愛樂樂團
赴歐參加比利時國際青年音樂節和荷蘭國際音樂節比賽，贏得
兩個音樂節的樂團獎第一名，指揮獎第一名。

呂曉一教授獲香港入境事務處評為優秀人才來港定居。
2015 年 7 月 26 日呂曉一教授帶領香港青年愛樂樂團和香港
愛樂樂團合唱團應邀赴歐參加荷蘭鑽石音樂節比賽，在西樂的
故鄉再次獲得樂團獎金獎和指揮獎金獎，載譽而歸。

呂曉一

李楠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音樂系碩士。她六歲開始學習小
提琴、鋼琴並通過江蘇省音樂家協會十級等級考試。2004 年
開始對音樂進行系統地學習。先後跟隨中央音樂學院教授黑海
濤先生、楊小萍女士學習聲樂。在第九屆中國青少年藝術人才
展演活動江蘇選區的評選活動中 , 榮獲聲樂成年組銅獎。2008
年至今，師從國家一級指揮，著名指揮家閔樂康教授學習指揮
法和師從 James Cuddeford 學習小提琴。李楠曾指揮過多個
交響樂團和合唱團，其中包括南京大學交響樂團。她指揮多個
合唱團在參加公開比賽中都取得優異成績，包括指揮南京市建
鄴區老年合唱團在參加南京市建鄴區合唱比賽中榮獲二等獎；
指揮揚⼦江藥業合唱團參加泰州市合唱比賽榮獲一等獎；指揮
蘇州星港學校合唱團榮獲蘇州工業園區合唱二等獎。

李楠與香港青年愛樂樂團多年來都有緊密的合作關係，包
括 2012 年作為樂團的成員赴歐洲參加比利時青年國際音樂節
和荷蘭國際音樂節比賽，連奪桂冠；2013 年赴北京在國家大
劇院音樂廳專場音樂會演出；2014 年到廣洲星海音樂廳演出
等。在 2016 年始，李楠獲邀擔任香港青年愛樂樂團指揮和香
港南區管弦樂團指揮。

李楠

天馬合唱團成立於 1983 年，源自 1976 年創辦的成明合
唱團，是香港合唱團協會的成員兼本地非牟利音樂團體。

該團以發揚歌唱藝術為宗旨，提倡「正統音樂普及化，通
俗音樂藝術化」，一貫致力於演唱旋律動聽、雅俗共賞的歌曲，
包括中外藝術歌曲、優美民歌、以及流行金曲。該團亦不時應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中樂團、香港交響樂協會及其他社團
機構邀請，參與各類型演出。

 天 馬 合 唱 團

由「成明」至「天馬」期間，該團曾舉辦屈文中、符任之、
江文也、郁慶五之作品音樂會，又參與施金波之作品音樂會演
出。先後蒙吳節皋、于粦、任策、丘天龍、謝芷琳、孫昌、卓
明理、李靜、郭亨基、羅煒綸、劉孝揚、羅國治、呂國璋、鄭
志立、梅廣釗、戴俊彬及現任駐團指揮梁志強等多位指揮家悉
心指導，獲益良多。

2011 年 5 月，「天馬」灌錄首張鐳射唱片《白雲歌》，
同年 11 月並舉辦了一場《成明天馬 35 載音樂情》音樂會，
聯同曾與「天馬」合作的 11 位指揮一同見証由「成明」到「天
馬」的 35 年歷程。

2015 年 7 月，該團參加由香港童聲合唱協會主辦的「世
界青少年合唱節 – 香港 2015」之成人合唱組別中獲得銀獎。

該團除平日排練及正式演出外，亦經常舉辦各種形式的音
樂活動，如團員觀摩音樂會、聲樂訓練研習班及特約講座等，
以提高音樂水平，促進團務發展。

指   揮  Conductor

Lu Xiaoyi Li Nan



香港愛樂樂團合唱團是伴隨香港青年愛樂樂團而組建的合唱團。
成立的宗旨是為推動地區的音樂普及和教育，為在職或退休對音樂有
興趣的人士提供交響合唱的訓練、表演、比賽和交流的機會。香港愛
樂樂團合唱團主要採用混聲合唱的方法，作品多採用交響體裁。學習
和訓練內容以中西合唱經典作品為主，輔以一些合唱課程作為學習和
訓練的內容。

香港愛樂樂團合唱團除由香港優秀人才呂曉一教授訓練和指揮
外，她與眾不同的特色是每次演出都是由香港青年愛樂樂團伴奏。香
港愛樂樂團合唱團在 2011 年初成立，至今已有 120 多位團員，並創
立一支男女《紫荊花組合》。

香港愛樂樂團合唱團先後在上環文娛中心、香港會展中心大會
堂、澳門大學文化中心、香港大會堂音樂廳、灣仔伊利沙伯體育館以
及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演出。2013 年香港愛樂樂團合唱團應邀赴北京
在中山音樂堂與北京市政協合唱團、北京市公安局警察合唱團交流演
出。同時在國家大劇院與南京市工人合唱團、香港警察合唱團交流演
出。

2015 年 7 月 25 日至 8 月 2 日香港愛樂樂團合唱團和香港青年愛
樂樂團一行 163 人應荷蘭海爾蒙市政府邀請在歐洲音樂之都 --- 荷蘭

王國海爾蒙市參加已達數十年歷史的荷蘭鑽石國際音樂節比賽，香港
愛樂樂團合唱團獲“合唱表演獎”。香港愛樂樂團合唱團同時前往荷
蘭、比利時、德國、奧地利及瑞士展開五國的音樂之旅及參觀訪問活
動。

香港愛樂樂團合唱團於 2015 年 12 月 31 日參加香港國際紫荊盃
合唱音樂節比賽，以演唱中世紀古老詩歌卡爾．奧爾夫的《布蘭詩歌》
節選參賽，榮獲紫荊盃銀獎成績，得到普遍的好評。

電話 Tel：2366 9991  
傳真 Fax：2552 5293
電郵 E-mail：infohkuso@gmail.com
網址 Website：www.hkyso.org

希望之聲少兒合唱團創辦於 2014 年初，是香港“希望之
聲”少兒慈善基金會屬下的一個兒童合唱團。

香港“希望之聲”少兒慈善基金會是稅務局批准可根據
《稅務條例》第 88 條獲豁免繳稅的慈善機構，也是獲香港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認同具名作為支持機構的慈善機構。〝希
望之聲〞少兒慈善基金會創立的目標是推行用音樂教育幫助基
層兒童成長的計劃，她以樂團和合唱團的組織和活動形式，為
低收入家庭兒童提供免費的音樂培訓機會，以音樂帶給孩⼦興

趣和歡樂；用音樂教育和訓練帶給他們良好的品格、精神的富
足和自信；讓他們在參與演出和社區服務中感受和獻出愛心與
關懷，並在看到自己的希望中追求積極的人生。

維也納兒童合唱團是享譽國際的兒童合唱團。她在世界享
負盛名，不單是因為維也納兒童合唱團除了合唱了得，歌唱技
巧專業外，更重要的是她培養出的兒童十分優秀。維也納兒童
合唱團音樂學院提供的音樂課程極具特色，她著重啓發藝術的
潛能，加强自信及表達能力、抒發情感、增進溝通技巧，培養
音樂欣賞能力和訓練團體合作精神。

維也納兒童合唱團機構十分認同希望之聲少兒慈善基金會
的目標和理念，除具名作為香港希望之聲少兒慈善基金會的支
持機構外，還與希望之聲少兒慈善基金會合作，從 2016 年 10
月始由維也納兒童合唱團音樂學院派出專業導師負起希望之聲
少兒合唱團的音樂教育和培訓工作。

望之聲少兒合唱團在香港青年愛樂樂團伴奏下於紅磡香港體育館演出

地址： 香港鴨脷洲海怡東商場 350 室
Address：Room350,Marina Square East, 
 South Horizons, Ap Lei Chau, Hong Kong

Hong Kong Hope Through Music Children’s Choir
香港希望之聲少兒合唱團

Hong Kong Symphonic Choir
香港愛樂樂團合唱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