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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至 2012 年度聖樂培育課程 

學員結業聖樂分享會 

 

 
01. ALLEGRO            ANTONIO VIVALDI (1678-1741) 

 

獨奏: 黃嘉浩 (風琴課程第二年 ) 

導師: 容幸璣老師 

 

 
02. O LORD ON HIGH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1756-1791) 

 

獨唱: 趙燕玲 (聲樂課程第二年 ) 

導師: 陳的怡老師 

司琴: 李唯德 

 

 
03. I’LL WALK WITH GOD      NICHOLAS BRODSZKY (1905-1958) 

 

獨唱: 胡銳南 (聲樂課程第二年 ) 

導師: 陳啟靈老師 

司琴: 胡懿中 

 

 
04. (1)

 AVE MARIA 
(2)

 AVE MARIS STELLA         修譯: 胡健挺OFM 
(3)

 HOSANNA + MAGNIFICAT 

 

獻唱: 拉丁文及額我略音樂學員 

指揮: 郭家良老師 

 

 
05. PRÄ LUDIUM UND FUGE Ü BER DAS THEMA B-A-C-H     FRANZ LISZT (1811-1886) 

 

獨奏: 趙慧凝 (風琴課程第二年 ) 

導師: 司徒靜儀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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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LACRIMOSA       ZBIGNIEW PREISNER (b. 1955) 

 FROM REQUIEM FOR MY FRIEND 

 

獨唱: 吳詠恩 (聲樂課程第二年 ) 

導師: 蔡文慧老師 

司琴: 馮浩哲 

 

 
07. AVE MARIA          CHARLES GOUNOD (1818-1893) 

 

獨唱: 郭 謙 (聲樂課程第二年 ) 

導師: 簡頌輝老師 

司琴: 洪采蕎 

 

 
08. 和聲學[第二年]作品 
 

獻唱: 陳玄玉 吳建勲 張瑞馨 林鳳翔 梁少兄 

獻唱: 林桂芬 趙燕玲 吳雅雯 羅玉麟 李恩潮 

導師: 鄭汝森博士 

司琴: 鄺鎂瑩 

 
(1)

 圓滿的愛 [若一: 4:12,18] (2012)         陳玄玉 

 

如果我們彼此相愛 天主就存留在我們內 

祂的愛 在我們內才是圓滿的 

如果我們彼此相愛 在愛內沒有恐懼 

反之圓滿的愛 把恐懼驅逐於外 

 
(2)

 求恩祈禱 [詠: 122:6-9] (2012)         張瑞馨 

 

請為耶路撒冷祈禱和平 願愛慕您的人獲享安寧 

願您的城垣內有平安 願您的堡壘中有安全 

為了我的兄弟和同伴 我要向您說祝您平安 

為了上主我們天主的殿宇 我為您懇切祈禱祝您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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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LA MARCHE       GEORGE FRIDERIC HANDEL (1685-1759) 

 

獨奏: 梁展源 (風琴課程第二年 ) 

導師: 溫錦屏老師 

 

 
10. THE EARTH IS THE LORD’S        FRANK LYNES (1858-1913) 

 

獨唱: 文浩然 (聲樂課程第二年 ) 

導師: 郭家良老師 

司琴: 林浩恩 

 

 
11. PIE JESU       ANDREW LLOYD WEBBER (b. 1948) 

 

獨唱: 伍靄雯 (聲樂課程第二年 ) 

導師: 陳錦儀老師 

司琴: 尹凱欣 

 

 
12. TIERCE EN TAILLE       FRANÇ OIS COUPERIN (1668-1733) 

 

獨奏: 譚愷忻 (風琴課程第二年 ) 

導師: 容幸璣老師 

 

 
13. 學員大合唱 

 
(1)

 PRAELUDIUM CHORALE AND FUGHETTO (1998)      鄭汝森博士 

 

指揮: 蔡志明老師 

司琴: 吳芷茵 (風琴課程第二年) 

 
(2)

 AVE MARIA (1998)           鄭汝森博士 

 

指揮: 蔡志明老師 

司琴: 李婉怡 (風琴課程第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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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天主經 (2011)            羅玉麟 (對位及和聲學第三年)

導師: 蔡詩亞神父 

指揮: 鄭 韻 (指揮課程第一年) 

導師: 阮慧玲老師 

司琴: 林綺雯 (風琴課程第二年) 

 

大 合 唱  導 師 

基本樂理課程第一／二年 。 鄭加略老師 陳小慧老師 

視唱訓練課程第一／二年 。 趙慧凝老師 許碧茵老師 

和聲學課程第二年 。 鄭汝森博士 

對位及和聲學第一／三年 。 蔡詩亞神父 

聲樂課程第一／二年 。 簡頌輝老師 陳啟靈老師 蔡文慧老師 

陳的怡老師 陳錦儀老師 郭家良老師 

風琴課程第一／二年 。 蘇明村博士 蔡詩亞神父 黃志偉老師 

司徒靜儀老師 吳美瑩老師 容幸璣老師 

溫錦屏老師 

指揮課程第一年 。 阮慧玲老師 

拉丁文第一／二年 。 黃國華神父 李子忠老師 

額我略音樂第一年 。 郭家良老師 
 

 
14. (1)

 SANCTUS (PER CORO E ORGANO) (2012)        陳永華教授 
(2)

 THE CROWN OF ROSES   PYOTR ILYICH TCHAIKOVSKY (1840-1893) 

 

獻唱: 天主教香港教區聖樂團 

指揮: 阮慧玲老師 

司琴: 馮浩哲先生 

 

 
15. 勉 語 【陳永華教授】 
 

 
16. 致謝各導師 
 

 
17. 頒發證書【系統課程‧短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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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基本樂理課程 (第一年) 

導師: 鄭加略老師 

 周婉雯 譚懿玲 黃燕玲 卓敏輝 聶致良 

 鄧智威 楊雯晴 

基本樂理課程 (第二年) 

導師: 陳小慧老師 

 陳潔盈 陳微茜 張靄賢 張佩儀 何詩琪 

 李淑賢 彭淑燕 曾綺文 黃娟娟 劉德政 

 黃凱聰 

II. 視唱訓練課程 (第一年) 

導師: 趙慧凝老師 

 歐陽苑珊 冼麗梅 吳惠玲 胡惠英 

視唱訓練課程 (第二年) 

導師: 許碧茵老師 

 曾麗珠 梁少兄 吳鳳蓮 吳慧萍 

III. 和聲學課程 (第二年) 

導師: 鄭汝森博士 

 陳玄玉 張瑞馨 

IV. 對位及和聲學 (第一、三年) 

導師: 蔡詩亞神父 

 范凱傑 馮浩哲 羅玉麟 

V. 聲樂課程 (第一、二年) 

導師: 簡頌輝老師 

 莊若璋 盧文浩 林偉傑 郭 謙 余綉芬 

 黃娟娟 

聲樂課程 (第一、二年) 

導師: 陳啟靈老師 

 詹立逑 雷淑雯 鍾耀明 梁祖和 胡銳南 

聲樂課程 (第一、二年) 

導師: 蔡文慧老師 

 吳惠玲 林鳳翔 吳詠恩 何詠儀 

聲樂課程 (第一、二年) 

導師: 陳的怡老師 

 歐陽苑珊 趙燕玲 吳雅雯 王瑞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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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樂課程 (第一、二年) 

導師: 陳錦儀老師 

 吳紫瑩 吳慧萍 伍靄雯 

聲樂課程 (第二年) 

導師: 郭家良老師 

 張沛豪 陳博彥 文浩然 張騫文 

VI. 風琴課程 (第一、二年) 

導師: 蘇明村博士 

 顏天樂 李婉怡 

風琴課程 (第一、二年) 

導師: 蔡詩亞神父 

 李唯德 劉慧韻 林綺雯 

風琴課程 (第一年) 

導師: 黃志偉老師 

 蔣穎珊 王可欣 

風琴課程 (第一、二年) 

導師: 司徒靜儀老師 

 鄭彩琳 趙慧凝 

風琴課程 (第一、二年) 

導師: 吳美瑩老師 

 林天耀 尹凱欣 吳芷茵 

風琴課程 (第二年) 

導師: 容幸璣老師 

 譚愷忻 黃嘉浩 

風琴課程 (第二年) 

導師: 溫錦屏老師 

 龔 梅 梁展源 

VII. 指揮課程 (第一年) 

導師: 阮慧玲老師 

 鄭 韻 李雅荼 倪敏珈 文浩然 張秀琳 

VIII. 電子管風琴構造 

導師: 何柏濠老師 

 羅家歡 顧汝儀 馬安琪 梅靜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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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拉丁文 (第一年) 

導師: 黃國華神父 

 黎月華 梁美寶 盧鳳珊 盧碧珊 莫小燕 

 吳淑嫻 黃小莉 劉國豪 劉德譽 陳祐祈 

拉丁文 (第二年) 

導師: 李子忠老師 

 李淑賢 鄧紫君 張麗馨 劉國豪 黃勁思 

X. 額我略音樂 (第一年) 

導師: 郭家良老師 

 趙燕玲 夏美儀 黎月華 吳雅雯 饒芳睿 

 劉國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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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德光神父 

陳永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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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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特價：港幣６２元。公教進行社有售 

 

 

即將出版：主日感恩祭答唱句［丙年］ 



 
天主教香港教區聖樂團 

誠 意 邀 請 您 加 入 

 

我們是一群來自不同堂區的兄弟姊妹，為推廣傳統及中文聖樂和服務教會而聚在

一起，藉着團體內的生活與服務，體驗基督的愛與臨在，並在基督內一同成長。

只要您是： 

1. 教友或慕道者 

2. 年滿 16 歲或以上 

3. 熱愛聖樂 

4. 具基本音樂知識 

5. 具閱五線譜能力 

6. 逢星期三晚上 7:30-9:30 能抽空與我們在主教座堂聚會和練習 及 

7. 願意參與教區禮儀活動 

我們都歡迎您加入。請填妥下列申請表寄交或傳真：香港堅道 16 號教區中心 10

樓香港教區聖樂委員會轉交教區聖樂團收 

 

電話：2522-7577 網址：www.musicasacra.org.hk 

傳真：2521-8034 電郵：info@musicasacra.org.h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姓名：(中)________________ (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男／女 

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屬堂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屬合唱團：_____________________ 

音樂學歷：(樂器/聲樂)____________________ 已考獲級數：_____________________ 

曾修讀的音樂課程或音樂程度：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申請者經試音合格後，便可成為本團體驗團員。試音內容包括頌唱一首自選曲目、視唱及音域測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