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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教無類 學而不厭 誨而不倦」 

 

     

青年音樂訓練基金是一個於香港註冊的慈善團體，成立於 2009 年。基金本着有教無類

的精神，以音樂培育年青人的素養，鼓勵年青學員努力不懈、力求上進。 

基金按以下叁個原則，在香港及廣東省開辦器樂及樂隊訓練課程。 

第壹， 由於資源有限，基金刻意選擇在香港及廣東省發展較緩慢的地區，開辦音樂訓

練活動。 

第貳， 基金以培育年青人德育、素養為首要任務，音樂訓練只是一種教育工具。基金

珍惜有天份的孩子，更重視天資不高，但願意努力求上進的莘莘學子。 

第叁， 基金堅持年青學員古、今兼學，中、西並重。基金同學們要學習有中國風格，

源遠流長的古曲，要認識源自歐洲文藝復興，五百多年來，歐、亞、美、非音樂大師的作品，

也要排演改編自中國、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及歐、美各國流行的新、舊「金曲」。 

 

過去八年，基金在香港及廣東省成立了五個青年管弦樂團及中樂團，為一千七百多位

年青學員開辦器樂和訓練班。截至 2016 年 12 月，29 間來自香港、澳門、中國大陸、新加坡

及馬來西亞的學校參加了基金的國際網絡。這些網絡學校的學生每年皆有機會參加基金在中

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及香港舉辦的音樂交流及訓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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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表 

青年音樂訓練基金民族樂團 

1. 《紫竹調》 改編：馬聖龍  指挥：徐錦棠老師 

2. 《鳳陽花鼓》 編曲：王甫建  指挥：高國健老師 

青年音樂訓練基金弦樂小組  

3. Raging Fire 作曲：黃天鐸老師 指揮：黃天鐸老師 

青年音樂訓練基金新界西北區管弦樂團  

4. Forrest Gump-Main Title 改編：Paul Lavender  指揮：洪承晉老師 

5. The Typewriter 作曲：Leroy Anderson 指揮：郭謙老師 

6. 《道理真巧妙》 編曲：郭謙老師  指揮：郭謙老師 

青年音樂訓練基金管樂小組  

7. Mickey Mouse March 編曲：Michael Sweeney 指揮：吳佳蓓老師 

8. Star Wars 編曲：Carl Strommen 指揮：吳佳蓓老師 

青年音樂訓練基金聯合樂隊 

9. 《春節序曲》  編曲： 蕭炯柱老師 指揮：何晞諾同學 

10. 《新春樂》 編曲：蕭炯柱老師 指揮：李恩諾同學 

聯合樂隊及合唱團   

11. 《大包》 編曲： 蕭炯柱老師 指揮：薛東怡同學 

12. 《父母恩》  

13. 《不再猶豫》 

14. 《喝采》 
     演出學生 

 

     青年音樂訓練基金新界西北區管弦樂團         青年音樂訓練基金民族樂團 
  

小提琴 楊博賢*  長笛 鐘欣緻** 二胡 鄭雄澤 琵琶 張嘉琳 
 薛東怡*  黃玟瑋**^  王卓霖  謝楓儀  
 何晞諾*    黃耀彬  陳舒程 
 林譪怡* 單簧管 甘睿智**  黃詠榆  蔡尚燕 
 莫喬*#  李顏宜**  蕭景新  馮穎楠 
 余靖曦*    曹裕豐  盧靄楹 
 陳茗沁* 巴松管 楊冠陛**  陳婧盈   
 李靜彤*    陳翔安 笛子 陳權輝 
 陳展熙* 長號 陳澤鋒**  方培煒  曾子芮 
 李珈澔*  蔡佾曈**  鄭展駿  梁曉彤 
 劉穎霖*    甘慕芍    
 禤沛琳* 小號 李恩諾*   鄺皓堔 敲擊 黎翰然 
 江栢衡*  王靖瑜**  林建滔  戴斯貝 
 陳芷瑩*@  黃庭軒^  陳思瑾  黃頌誠 
 鐘曦尤^  鄧栢楠^    鄭翠芝 
 鄭明澤^   柳琴 張凱晴  馮迅朗 
 黃穎儀^ 圓號 韋煒斐^  莊明柔  王信軒 
 劉渝程^    陳芷妍  朱倩瑩 
 劉浩林^ 敲擊 張綽言    陳紀衡 
 黃梓軒^  周柏倫** 大阮/中阮 陳鳳婷#  楊進希 
 陳思叡^  羅栢熙** 中阮/柳琴 吳嘉瑤   

大提琴 吳昊賢*  馮楚晴**     
 魏臻*  盧卓岭** 揚琴 陳鳳忻   
 莊棋鈞  潘浚軒^  范芷諺 首席#  
 何柏瑤*  羅灝鋒^   弦樂小組＊  
 張宏志*  陳肇恆^ 大提琴 陳樂瑤 管樂小組** 
 陳鳳忻*  陳梓儒^  陳芷芯 2016 年加入樂器班^  
 危心頤^    吳昊賢 司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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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2017 年活動預告  

 

 

2 月 9 日  慈善籌款高爾夫球比賽（粉嶺高球會） 

2 月 25 日 Hip Hop 音樂會（尖沙咀文化中心） 

4 月 14-17 日    飲水思源Ｖ: 廣州之旅  

7 月 1 日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周年音樂會 

7 月 8-18 日 夏季音樂交流: 倫敦之旅  地址: 香港夏愨道 16 號遠東金融中心 10 樓 1005 室 

8 月 26 日  八周年籌款餐舞會（香港港麗酒店） 電話: 34876880 傳真: 34876881 

12 月 24 日 聖誕音樂會（青年廣場 Y 綜藝館） 電郵: info@hkmoy.com 

12 月 26 日 音樂會及聚餐（香港港麗酒店） 網址: www.hkmoy.com 

父母恩 
在世間飄泊 孤身彷似浮雲 

心底裡每思親添百感 

 

父母恩千丈 一生把我護蔭 

有若明燈驅黑暗 

 

父母恩 勝萬金 春暉寸草心 

推衾送暖 舐犢情深 

盡孝守本份 

此生遵照父訓 掛念慈親悲不禁 

 

父母恩 勝萬金 春暉寸草心 

推衾送暖 舐犢情深 

 

父母恩千丈 一生把我護蔭 

有若明燈驅黑暗 

喝采 
為甚要受苦痛的煎熬 快快走上歡笑的跑道 

剩一分熱仍是要發光 找緊美好 

春風一吹草再甦 永遠不見絕路 

明日變遷怎麼可知道 何事悲觀信命數 

似朝陽正初升 你要自信有光明前路 

願知生命誠可貴 能為你鼓舞 

  

路上我願給你輕輕扶 你會使我感到好驕傲 

幸福歡樂陪著你去找一生美好 

將一聲聲歎息 化作生命力 

懷著信心解開生死結 雲霧消失朗日吐 

以真誠我祝福你 會踏上那光明前路 

願將一腔熱誠給你 常為你鼓舞 

  

願將一腔熱誠給你 常為你鼓舞 

大包 
大包整多兩籠 大包整多兩籠 大包整多兩籠唔怕滯  

大包整多兩籠 大包整多兩籠 大包整多兩籠唔怕滯 

食曬個包 腳瓜大隻 孝順我阿媽  

  

大包整多兩籠 大包整多兩籠 大包整多兩籠唔怕滯  

大包整多兩籠 大包整多兩籠 大包整多兩籠唔怕滯 

食曬個包 手瓜大晒 去奉獻國家 

不再猶豫 
無聊望見了猶豫 

達到理想不太易  

即使有信心鬥志卻抑止 

  

誰人定我去或留  

定我心中的宇宙  

只想靠兩手向理想揮手 

  

問句天幾高心中志比天更高  

自信打不死的心態活到老 

  

woo ho ho 我有我心底故事  

親手寫上每段得失樂與悲與夢兒 

woo ho ho 縱有創傷不退避 

夢想有日達成找到心底夢想的世界 終可見 

  

woo ho ho 我有我心底故事  

親手寫上每段得失樂與悲與夢兒 

woo ho ho 縱有創傷不退避 

夢想有日達成找到心底夢想的世界 終可見

woo ho h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