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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至 2017 年度聖樂培育課程 

學員結業聖樂分享會 

 

 

 

1. TOCCATA          Charles-Marie Widor (1844-1937) 

 (FROM SYMPHONIE NO.5) 
 

獨奏: 林皓貞 (風琴課程第二年 ) 

導師: 馮浩哲老師 
 
2. O HOLY NIGHT        Adolphe-Charles Adams (1803-1856) 
 

獨唱: 郭家珍 (聲樂課程第二年 ) 

導師: 陳錦儀老師 

司琴: 黃雅彥 
 
3. PIE JESU          Gabriel Fauré (1845-1924) 
 

獨唱: 石碧詩 (聲樂課程第二年 ) 

導師: 蔡文慧老師 

司琴: 劉凱琪 
 
4. O FOR THE WINGS OF A DOVE    Felix Mendelssohn (1809-1847) 
 

獨奏: 關慧恩 (聲樂課程第二年 ) 

導師: 蔡文慧老師 

司琴: 李雋康 
 
5. THE HOLY CITY          Stephen Adams (1841-1913) 
 

獨唱: 黃小慈 (聲樂課程第二年 ) 

導師: 陳啟靈老師 

司琴: 馮浩哲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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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HE HOLY CITY          Stephen Adams (1841-1913) 
 

獨唱: 陳永業 (聲樂課程第二年 ) 

導師: 陳啟靈老師  

司琴: 鄭美恩 
 
7. YOU ARE MINE           David Haas (1996) 
 

獨唱: 陳卓邦 (聲樂課程第二年 ) 

導師: 陳啟靈老師 

司琴: 朱俊謙 
 
8. RORATE CAELI 
 

獨唱: 王展滔 (聲樂課程第二年 ) 

導師: 陳啟靈老師 

司琴: 劉凱琪 
 
9. PASSACAGLIA (BUX WV161)        Dietrich Buxtehude (1637-1707) 
 

獨奏: 戴淑茵 (風琴課程第二年 ) 

導師: 馮浩哲老師 

 

10. 學員大合唱 
 

(1) MASS in RE (KYRIE, GLORIA, SANCTUS, AGNUS DEI) 

 Dom L Laurence Bévenot, OSB(1901-1990) 1954 Westmonasterii 
 
(2) TANTUM ERGO 

 
(3) VIDI LA CITTÀ  SANTA 
 

指揮: 奚家麟老師 

司琴: 李雋康 (對位及和聲學第一年) 

導師: 蔡詩亞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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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合 唱  導 師 

基本樂理課程第一／二年 ： 蔡文慧老師 馮浩哲老師 

視唱訓練課程第一／二年 ： 許碧茵老師 趙慧凝老師 

指揮課程第一年 

對位及和聲學課程第一至三年 

禮儀古典結他課程第一至三年 

 

： 

： 

馮映筠老師 

蔡詩亞神父 

李紹偉老師 

聲樂課程第一／二年 ： 蔡文慧老師 陳錦儀老師 陳啟靈老師 

郭家良老師 區嘉為執事 梁蔭娟老師 

陳的怡老師 丁鴻華老師 

風琴課程第一／二年 ： 蔡詩亞神父 司徒靜儀老師 

馮浩哲老師 李茵怡老師 

合唱指揮入門課程 ： 馮映筠老師 

電子管風琴構造課程 ： 何柏濠老師 

額我略音樂課程第二年 ： 白敏慈神父 

拉丁文課程第一年 ： 梁定國神父 

意大利文課程第一年 ： 黃啟堯老師 

德文課程第一年 ： 李紹偉老師 
 

 

11. 天主教香港教區聖樂團獻唱 
 

(1) SANCTUS (首演)……………….....……黃雅彥(對位及和聲學第三年) 

導師: 蔡詩亞神父 

指揮: 奚家麟老師 

(2) 主任爾為傳訊者 ……………………………..………………劉志明 

指揮: 李健斌老師  

(3) 天主聖神請降臨 ……………………………….……….……劉志明 

指揮: 羅明正老師 

(4) SEASONS OF LOVE ……………………………….....……陳永華 

指揮: 林泳怡老師 
 

【司琴: 馮浩哲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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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勉 語 【夏志誠輔理主教】 
 

 

13. 致謝各導師 
 

 

14. 頒發證書【系統課程、短期課程】 
 

 

A. 基本樂理課程 (第一年) 

導師: 蔡文慧老師 

 陳國偉 陳玉崑 陳惠珠 廖艷虹 謝思俊 

基本樂理課程 (第二年) 

導師: 馮浩哲老師 

 錢鳳明 方奕雄 林美儀 羅佩儀 羅淑明

 鄧秋凝 楊玥頤 

B. 視唱訓練課程 (第一年) 

導師: 許碧茵老師 

 陳美蓮 陳惠瑛 曾玲玲 林淑儀 李適君 

 文儀娟 徐 美 李海林 

視唱訓練課程 (第二年) 

導師: 趙慧凝老師 

 陳卓邦 程美琪 李玉貞 盧幹輝 苗璧君 

C. 指揮課程 (第一年)  

導師: 馮映筠老師 

 陳卓裕 方宇浩 夏美儀 李卓悠 吳泳楠 

 譚惠儀 

D. 對位及和聲學課程 (第一至三年) 

導師: 蔡詩亞神父 

 關慧恩 羅明輝 李雋康 黃學彥 黃雅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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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聲樂課程 (第一、二年) 

導師: 蔡文慧老師 

 關慧恩 文儀娟 石碧詩 胡達文 

聲樂課程 (第一、二年) 

導師: 陳錦儀老師 

 郭家珍 盧幹輝 黃凌鋒 

聲樂課程 (第一、二年) 

導師: 陳啟靈老師 

 陳卓邦 陳永業 程美琪 王展滔 陸慧欣

 黃小慈 

聲樂課程 (第一年) 

導師: 郭家良老師 

 吳梓榮 

聲樂課程 (第一年) 

導師: 區嘉為執事 

 簡錦嫦 

聲樂課程 (第二年) 

導師: 梁蔭娟老師 

 李玉貞 

聲樂課程 (第二年) 

導師: 陳的怡老師 

 陳美媚 

聲樂班 

導師: 丁鴻華老師 

 李適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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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風琴課程 (第一年) 

導師: 司徒靜儀老師 

 游 慧 

風琴課程 (第二年) 

導師: 馮浩哲老師 

 林皓貞 戴淑茵 

風琴課程 (第一年) 

導師: 李茵怡老師 

 李浩維 

G. 合唱指揮入門課程 

導師: 馮映筠老師 

 陳偉明 程偉豪 何淑儀 龔 梅 劉慧妍

 盧幹輝 梁家欣 吳君臨 謝穎熙 游葦茵 

H. 電子管風琴構造課程 

導師: 何柏濠老師 

 李永澤 盧詩雅  

I. 額我略音樂課程 (第二年) 

導師: 白敏慈神父 

 陳惠瑛 張靄賢 周婉雯 李倩芝 潘可兒

 鄧斌衡 

J. 拉丁文課程 (第一年) 

導師: 梁定國神父 

 張新玲 方兆文 李琴瑗 麥麗嫦 吳詠恩

 譚寶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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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意大利文課程 (第一年) 

導師: 黃啟堯老師 

 陳雅庭 陳筱婷 張意文 鍾雅齡 林鳳翔

 李啟超 

L. 德文課程 (第一年) 

導師: 李紹偉老師 

 歐陽美源 林鳳翔 李倩芝 譚潔薇 黃雅彥 

 

 

 

 多謝各位蒞臨分享‧敬請留步共享簡單晚膳  
 

鳴   謝 

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主任司鐸陳志明副主教 

夏志誠輔理主教 

天主教香港教區聖樂團 

聖樂培育課程各導師 

香港明愛堅道服務中心 

以及一切協助聖樂分享會順利進行的兄弟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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