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2018 年 7 月 7 日 

時間:上午 11 時至中午 12 時 30  

地點:天水圍循道衛理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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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音樂訓練基金 

「有教無類 學而不厭 誨而不倦」—孔子 

MOY 不是音樂學校，絕對不是。 

MOY 教授的，是年輕人的人生觀，及面對困難、挑戰時應有的態度。音樂？音樂當

然重要。但音樂衹是 MOY 的教學工具。 

MOY 重視學生們生的努力和毅力。MOY 的口號：自律盡責，努力求上進；紀律

51%，愛心 49%。 

MOY 珍惜有天份的孩子，但更樂意教導那些天資不⾼，以勤補拙的學員。  

MOY 收學生，來者不拒。家境清貧，學費全免。買不起樂器， MOY 提供。但小心，

管你腰纏萬貫，天才橫溢。出席率不到 80%，請回家去，MOY 沒你那⼀份。  

MOY 鼓勵學員學習我國源遠流長的國樂，但也堅持同學們排、演世界各地，不同背

景，不同風格的音樂作品。我們部分孩子能同時演奏多種樂器，能拉二胡，也會彈

鍵琴，能拉大提琴，也會吹長笛。古今並重，中西兼容是 MOY 的精神。我們演的

曲目 From Bach to the Beatles，從絲綢之路的音樂到香港流⾏的街舞。 

青年音樂訓練基金董事局  

 

主席：范偉廉 

副主席：馬餘雄  佘純安 

創會主席及訓練總監：蕭炯柱,C.B.E., G.B.S., J.P.  

審計委員會主席：潘錦華 

薪酬委員會主席：李成業 

董事局成員： 

何光耀  王志峰  潘國榮  區達雄  程志輝  蕭硯文 

William A. Wilson III  陳國源  范致貞  簡培基 

⾏政總裁：蕭黃樂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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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表  

MOY 管弦樂團  

6. 小時候  作曲：顧嘉煇   配器：郭謙老師 指揮：郭謙老師 

雙簧管及巴松管合奏 

2. 《小魚舞》  作曲：何百基老師 指揮：何百基老師 

 雙簧管演奏者：周茉 3E 馮希同 2C 黃凱莛 4D 

巴松管演奏者：楊冠陞 何澔權 2A 

 

單簧管演奏 

3. 5 Divertimentos, K.229. 439b  作曲：莫札特 

演奏者：甘睿智 李顏宜 譚德同 6D 

4. Amazing Grace  演奏者：韓無雙 3B 梁俊熙 3E 張靜浠 3A  

              陳芷晴 4B 李樂怡 3C 龐貝拉 2A  

小號二重奏  

5. Santa Lucia  演奏者：鄧栢楠 4B 梁家嗚  

敲擊小組 

1. Beethoven Percussion Ensemble 作曲：貝多芬 

演奏者：麥瑋彤 3E 岑俊雄 王悅怡 2A 楊文塱 2C 姚佳妤 2D  

              羅仲庭 馮子琦 2B 羅灝峰 6A 夏伊晴 陳肇恆 3E  

              黃婉菁 3E 羅栢熙 林子軒 6C 陳頌希 2D 張凱淳  

              徐銘謙 黎子諾 2A 林皓絢  

MOY 管樂小組  

7. Rum-bah  作曲： Brian West  指揮：吳偉犖老師 

MOY 民族樂團  

8. 金蛇狂舞  作曲：聶耳  指揮：高國健老師 

MOY 管弦樂團  

9. Peer Gynt Suite Selections  作曲： Edvard Grieg  指揮：郭謙老師 

MOY Pacific Coffee 弦樂小組  

11.Hausmusik, No. 2, Loure  作曲： Carl Bohm  

MOY 管弦樂團及 MOY 民族樂團 

12. Trumpet Voluntary  

13. Londonderry Air 

14. 《萬水千山縱橫》  

15.  Auld Lang Syne  

作曲： Jeremiah Clarke  

朗誦：陳煥晴，楊進希  

作曲：顧嘉煇 配器 : 蕭炯柱老師 

指揮：蕭炯柱老師 

圓號示範表演 

長號示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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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曲介紹 

《小時候》                                      作曲：顧嘉煇  配器：郭謙老師 

《小時候》是一首家傳戶曉的兒歌，由香港作曲家顧嘉煇博士為香港電
台電視部製作的兒童劇所創作。此劇最早於 1977 年播放。 

《小魚舞》                                                        作曲：何百基老師 

《小魚舞》是特別為 MOY 初級同學創作的輕快舞曲。樂曲雖然簡單，
但各樂器都有表現的機會。 

5 Divertimentos, K.229. 439b                                       作曲：莫札特 

5 Divertimentos;K.229. 439b 是莫扎特於 1781 年的作品，原曲是由兩支
單簧管和一支巴松管組成的三重奏，音樂會演奏的版本是三支單簧管
組成的三重奏。 

Amazing Grace                                                   傳統美國民俗音樂 

Amazing Grace 是一首傳統美國民俗音樂，原曲是一首詩歌，詩歌所傳
達的信息讓人們看到不管人所犯下的罪惡有多深，神仍然會賜下他的
赦免和救贖，並且人的靈魂通過神的憐憫，可以在絕望中被挽救和拯
救，即是要人學會原諒。 

Santa Lucia                                                       傳統那不勒斯音樂 

Santa  Lucia 聖盧 西亞，是一 首傳 統的那 不勒 斯的 歌曲（Neapolitan 
song），原曲是有歌詞的，而內容為慶祝風景如畫的博爾戈聖戲西亞
（Borgo Santa Lucia）海濱區一個位於那不勒斯的海灣，人們被邀請上
小船遊覽海灣及享受黃昏的情境。 

Beethoven Percussion Ensemble                                    作曲：貝多芬 

Beethoven Percussion Ensemble 是敲擊英國皇家音樂學院第一級課程其中
一首鍵琴練習曲，音樂會演奏的版本由基金的導師配器，加入了鼓及金屬
樂器的元素，目的是讓更多學生可以參與演出，也令樂曲的層次提升。 

Rum-bah                                                             作曲： Brian West 

Rum-bah 是一首拉丁美洲音樂風格的樂曲，由 Brian West 為管樂小組編
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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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蛇狂舞》                                                           作曲：聶耳 

這是一首旋律昂揚，熱情洋溢，熱烈奔放的曲子，描繪了民間喜慶時
巨龍舞動、鑼鼓喧天的歡樂情景。 

Peer Gynt Suite Selections                              作曲： Edvard Grieg 

Peer Gynt Suites（皮爾金組曲）是挪威作曲家 Edvard Grieg（愛德華
·格里格）的作品，管弦樂團將會演奏其中兩個選段︰《晨歌》以及
《山魔王的宮殿》。 

Hausmusik, No. 2, Loure                                   作曲： Carl Bohm 

Hausmusik 是德國作曲家 Carl Bohm（卡爾貝姆）所寫的一組 12 首小
提琴二重奏，弦樂小組將會演奏第二樂章 Loure。 

Trumpet Voluntary        作曲： Jeremiah Clarke  配器：蕭炯柱老師 

此曲原是為英國教會主日祟拜時演奏的一種管風琴小曲，是英國巴
洛克時代特有的曲種，其後被改編為小號與管弦樂合奏曲，樂曲充滿
古樸莊重的氣氛，也經常被用在結婚典禮上。 

Londonderry Air                           愛爾蘭民歌   配器：蕭炯柱老師 

樂曲是來自北愛爾蘭倫敦德里郡的一個小調， 表現了因戰爭失去士
地的悲傷，旋律優美而傷感。 北愛爾蘭沒有自己的州歌或區歌，在
某些場合中被使用為國歌。 

《萬水千山縱橫》           作曲：顧嘉煇  作詞：黃霑  配器：蕭炯柱老師 

這歌曲是香港電視劇《天龍八部之虛竹傳奇》的主題曲，整首歌氣勢磅
礡，表現了英雄豪傑的氣勢。歌詞如下： 

萬水千山縱橫，豈懼風急雨翻 

豪氣吞吐風雷，飲下霜杯雪盞 

獨闖高峰遠灘，人生幾多個關 

卻笑他世人，妄要將漢胡路來限 

曾想癡愛相伴，一路相依往返 

誰知心醉朱顏，消逝於煙雨間 

憑誰憶...意無限… 

別萬山...不再返… 

(重複) 

《Auld Lang Syne 友誼萬歲》        蘇格蘭民歌   配器：蕭炯柱老師 

這首家傳户曉的蘇格蘭民歌，是勉勵人們人生總有分離，但只要是
朋友，大家的友誼會長存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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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器班 

單簧管 Clarinet 大提琴 Cello 
長笛 Flute 

小提琴 Violin 

小號 Trumpet 長號 Trombone 
雙簧管 Oboe 圓號 French Horn 

敲擊 Percussion 風笛 Bagpipe 

樂器班／樂團報名表格  

長號班 

上課時間: 逢星期六 8:00-9:00 

上課地點:天水圍循道衛理小學 

學費: $360 一個月 

要求: 認真負責，努力求上進，出席率須

達八成或以上。 

名字：（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   性別：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_____________ 

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擬報讀的樂器班/樂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填妥表格，電郵 info@hkmoy.com 或傳真 3487 6881。查詢電話： 3487 6880 

圓號班 

上課時間: 逢星期六 8:00-9:00 

上課地點:天水圍循道衛理小學 

學費: $360 一個月 

要求: 認真負責，努力求上進，出席率須

達八成或以上。 

巴松管 Bassoon 

mailto:或電郵info@hkmo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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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學生 
基金管弦樂團  基金民族樂團 

  

  

  

 

 

 

 

 

 

 

 

 

 

 

 

 

 

 

 

 

  

小提琴  陳樂家 *#  大提琴  何栢瑤 * 圓號 韋燁斐** 3D 

 余靖曦 *  莊棋鈞 * 巴松管 楊冠陞 ** 

 陳展熙 *  魏臻 *  何澔權 2A 

 林藹怡 *   陳煥晴 * 小號  王靖瑜 ** 

 陳茗沁*  譚筱蒨  鄧栢南 **4B 

 林皓熙*  陳樂瑤 *  梁家鳴 ** 

 李靜彤* 雙簧管  周茉 3E  樊健宇 4D 

 黃穎儀 *  馮希同 2C  劉炫樂 3A 

 鍾曦尤 *  黃凱莛 4D  龍翰軒 3E 

 黃梓軒 * 單簧管  甘睿智 **@  戚樂兒  

 徐芷盈 *2C   李顏宜 **@  王逸朗 5B 

 劉渝程 *6C  譚德同 **6D 敲擊  羅栢熙 @ 

 劉浩林 *6A  韓無雙 3B  林子軒 6C 

 江栢衡 *  李樂怡 3C  陳頌希 2D 

 陳芷瑩 *4B  梁俊熙 3E  徐銘謙  

 陳愷柔 2A  龐貝拉 2A  楊文塱 2C 

 張晉菲 2B  陳芷晴 4B  黎子諾 2A 

 羅謙恩   張靜浠 3A  林皓絢  

 黎婉晴 3C 長笛  鄧心玥 **  麥瑋彤 3E 

 張心月 4A  黃焯楠 4C  岑俊雄  

 王怡 *  王盼琳 2C  王悅怡 2A 

 黃宛瑩 *6B  梁善彤   姚佳妤 2D 

 陳思叡 *4B  馮珮珊 ^4B  羅仲庭  

 鄭明澤 *  朱祉縈 4D  馮子琦 2B 

 羅詩懿   陳軻晗 2C  陳肇恆 3E 

 田曉澄 3B  李瑞瑤 3D  羅灝峰 6A 

 廖洇蕎 3A  潘倩妤 3A  黃婉菁 3E 

 羅嘉琪 *4C  鄧恩陶 4C  夏伊晴  

 羅安琪 *4D 長號  孫卓平 **   

 何晞諾 *  蔡佾瞳 **6A   

 李卓頎 *     

中提琴 楊博賢 *     

二胡 蕭景新 #  敲擊 鄭翠芝 

 甘慕芍   黎翰然 

 鄺浩堔   黃頌誠 

 鄭 雄 澤    馮迅朗 

 陳思瑾   楊進希 

 林婧盈   王信軒 

 黃詠榆   李瑋君 

 曹裕峰   李東洛 

 周裕簾  大提琴 陳樂瑤 

 陳翔安   張凱淇 

 方培煒  笛子 梁曉彤 

 王奕橋   何 浚 弘  

柳琴 張凱晴   陳權輝 

 莊明柔   曾子芮 

 陳芷妍  笙 陳樂峰 

 陳展熙   歐陽俊熙 

中阮/大阮 陳鳳婷   歐陽穎熙 

琵琶 張嘉琳  哨吶 楊朗希 

 張嘉晴   唐晞桐 

 謝楓儀   唐瑞廷 

 蔡尚燕   # =樂 團 首 席   

 林言蔚   ** =管樂小組  

揚琴 范芷諺   * =弦 樂 小 組   

 楊欣然   ^ =司 儀   

@ =天水圍循道衛理小學舊生 

附有班別名稱的是天水圍循道衛理小學學生 

2 0 1 8 年 活 動 預 告  
 

2018 年 7 月 13 日（星期五） 
立法會午間音樂會演出  

2018 年 7 月 21 日（星期六） 
MOY 與王道學會交流活動  

2018 年 8 月 26 日（星期日） 
九周年籌款餐舞會  

2018 年 12 月 24 日（星期一） 
青年音樂訓練基金 2018 年國際青年音樂會 1 

2018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五） 

青年音樂訓練基金 2018 年國際青年音樂會 2 

2018 年 12 月 29 日（星期六） 

青年音樂訓練基金 2018 年國際青年音樂會 3 

聯絡我們 

網址： www.hkmoy.com 

電郵： info@hkmoy.com 

電話：(852) 3487 6880 

傳真：(852) 2111 9336/3487 6881 

聯絡地址： 香港夏愨道 16 號遠東
金融中心 10 樓 1005 室 



基金精神: 

不怕苦﹑不畏難﹑ 

自律盡責，努力求上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