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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至 2018 年度聖樂培育課程 

 

1. AVE MARIA G Caccini (1551-1618) 
  

獨唱: 簡錦嫦 (聲樂課程第二年 ) 

導師: 區嘉為執事 

司琴: 蘇栢麟 
 
2. LAUDATE DOMINUM WA Mozart (1756-1791) 

  

獨唱: 陸慧欣 (聲樂課程第二年 ) 

導師: 陳啟靈老師 

司琴: 陳韻明 
 

3. 禮儀古典結他課程(第三年)學員 
 

I. Polacca (J K Mertz) 周詩明 

II. Largo from Concerto in D major (A Vivaldi) 周詩明、吳君臨 

III. Sonata in A major (Scarlatti) 吳君臨 

IV. Jesu, Joy of Man’s Desiring (JS Bach) 周志堅 

V. Study in B minor (F Sor) 周志堅、羅玉麟 
 

導師: 李紹偉老師 
 

4. AVE MARIA JS Bach (1685-1750) / Gounod (1818-1893) 
  

獨唱: 文儀娟 (聲樂課程第二年 ) 

導師: 蔡文慧老師 

司琴: 黃學彥 
 
5. HE J Richards 

  

獨唱: 黃凌鋒 (聲樂課程第二年 ) 

導師: 陳錦儀老師 

司琴: 盧詩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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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VE MARIA F Schubert (1797-1828) 
 

獨唱: 盧幹輝 (聲樂課程第二年 ) 

導師: 陳錦儀老師 

司琴: 陳倩儀 
 
7. 對位及和聲學(第三年)學員 (首演) 
  

FUGHETTINA IN C MINOR (2018)  羅明輝 (導師: 蔡詩亞神父) 
 

8. HOW BEAUTIFUL ARE THE FEET from Messiah  

  Handel (1685-1759) 

獨唱: 程美琪 (聲樂課程第二年 )  

導師: 陳啟靈老師 

司琴: 馮浩哲 
 

9. AVE MARIA G Caccini (1551-1618) 
 

獨唱: 吳梓榮 (聲樂課程第二年 ) 

導師: 郭家良老師 

司琴: 薛雁蘋 
 
10. TRIO IN D MINOR (BWV 583) JS Bach (1723-1729) 
 

獨奏: 李浩維 (風琴課程第二年 ) 

導師: 李茵怡老師 
 

11. 學員大合唱 
 

I. ECCE PANIS P de Doss 

II. LAUDATE DOMINUM K Ett (1788-1847) 

III. LAUDATE DOMINUM L Perosi (1872-1956) 

IV. 萬物萬民都要讚美上主 江文也 (1910-1983) 
 

指揮: 奚家麟老師、郭家良老師 

司琴: 吳宛澄 (風琴課程第一年) 導師: 馮浩哲老師 

      李慧琳 (風琴課程第一年) 導師: 司徒靜儀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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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合 唱 
 

 導 師 
 

基本樂理課程第一／二年 ： 蔡志明老師 馮浩哲老師 蔡文慧老師 

視唱訓練課程第一／二年 ： 趙慧凝老師 許碧茵老師 

指揮課程第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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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阮慧玲老師 

蔡詩亞神父 

李紹偉老師 

聲樂課程第一／二年 ： 區嘉為執事 陳啟靈老師 陳錦儀老師 

蔡文慧老師 郭家良老師 梁蔭娟老師 

風琴課程第一／二年 ： 蔡詩亞神父 蘇明村博士 馮浩哲老師 

李茵怡老師 司徒靜儀老師 溫錦屏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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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丁文課程第一年 ： 白敏慈神父 

意大利文課程第一／二年 ： 嘉畢主神父 

德文課程第一／二年 ： 李紹偉老師 
 

 

12.  天主教香港教區聖樂團獻唱 
 

I. 聖母經……………….....……………………………….….司馬榮 

指揮: 羅明正老師 

II. 聖母經 …………………………………..………………劉志明 

指揮: 李健斌老師 

III. AVE MARIA……..………………………………….Vavilov/Caccini 

指揮: 林泳怡老師  /  長笛演奏: 李頴晴 
 

司琴: 馮浩哲老師 
 

 

13.  勉 語【林祖明副主教】 
 

 

 

14. 致謝各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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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頒發證書【系統課程、短期課程】 
 

A. 基本樂理課程 (第一年) (香港班) 

導師: 蔡志明老師 

 陳淑儀 江志平 陸蔚琪 梅潔玲 吳麗群 

 楊俊聲 

基本樂理課程 (第一年) (九龍班) 

導師: 馮浩哲老師 

 陳玉珍 周玉琼 關仲廉 林秀珍 黎福泉

 李葦兒 黃燕芬 余淑青 

基本樂理課程 (第二年) 

導師: 蔡文慧老師 

 陳國偉 陳玉崑 許偉明 廖艷虹 彭玉霞

 謝思俊 徐莉鋒 

B. 視唱訓練課程 (第一年) 

導師: 趙慧凝老師 

 錢鳳明 傅秀雯 何綺雯 葉錦興 郭英明 

 李倩雯 梁國柱 鄧秋凝 楊莉莉 

視唱訓練課程 (第二年) 

導師: 許碧茵老師 

 陳惠瑛 曾玲玲 林淑儀 李適君 文儀娟

 徐 美 李海林 

C. 對位及和聲學課程 (第一至三年) 

導師: 蔡詩亞神父 

 羅明輝 關慧恩 李雋康 黃學彥 林皓貞

 顏之頴 吳君臨 戴淑茵 黃志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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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禮儀古典結他課程 (第一至三年) 

導師: 李紹偉老師 

 周志堅 周詩明 羅玉麟 陳雅各 劉子榮

 彭細珠 余成群 吳君臨 

E. 聲樂課程 (第一、二年) 

導師: 區嘉為執事 

 簡錦嫦 楊志光 

聲樂課程 (第一、二年) 

導師: 陳啟靈老師 

 程美琪 陸慧欣 陳淑芬 何詠懿 郭英明

 李適君 盧燊權 鄧秋凝 

聲樂課程 (第一、二年) 

導師: 陳錦儀老師 

 盧幹輝 黃凌鋒 蘇 子 

聲樂課程 (第一、二年) 

導師: 蔡文慧老師 

 文儀娟 何綺雯 李倩雯 

聲樂課程 (第一、二年) 

導師: 郭家良老師 

 吳梓榮 譚寶嫻 

聲樂課程 (第一年) 

導師: 梁蔭娟老師 

 苗璧君 

F. 風琴課程 (第一年) 

導師: 蔡詩亞神父 

 湯藹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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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琴課程 (第一年) 

導師: 蘇明村博士 

 陳開宏 

風琴課程 (第一年) 

導師: 馮浩哲老師 

 梁家欣 盧詩雅 吳宛澄 

風琴課程 (第一年) 

導師: 司徒靜儀老師 

 李慧琳 

風琴課程 (第一年) 

導師: 溫錦屏老師 

 葉琳琳 

風琴課程 (第一、二年) 

導師: 李茵怡老師 

 李浩維 林蘊琪 

G. 合唱指揮入門課程 

導師: 馮映筠老師 

 黎慧茵 胡詠雯 陳卓邦 陳照朗 李明瀚 

 葉盈章 戴立人 溫柏喬 

H. 電子管風琴構造課程 

導師: 何柏濠老師 

 趙朗希 謝兆基 

I. 拉丁文課程 (第一年) 

導師: 白敏慈神父 

 石碧詩 關仲廉 羅衍德 李祥薇 吳文英

 謝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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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意大利文課程 (第一、二年) 

導師: 嘉畢主神父 

 鍾雅齡 陳雅庭 林鳳翔 劉 琛 鄧秋凝 

 胡菀寧 余佩佩 

K. 德文課程 (第一、二年) 

導師: 李紹偉老師 

 歐陽美源 陳貴恩 李玉貞 李葦兒 盧幹輝 

 吳君臨 譚潔薇 黃雅彥 楊俊聲 葉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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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祖明副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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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