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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拔萃女書院向以追求卓
越的全人教育作為辦學方針，素
來極為重視學生們在學術、音
樂、體育、社會服務和靈性培育
五方面的均衡發展。

    音樂，充滿著我們校園生活
中的每一處角落。音樂不僅陶冶
同學們的品德性情，也讓她們開
拓視野，面向世界進行心靈和文
化上的交流，令我們的學生在國
際舞台上，得以展現個人絢麗的
風采！

    這次，本校100位學生有幸
來台舉辦音樂演奏會，很感謝香
港富邦人壽和富邦文教基金會的
協力贊助。歡迎大家一同分享這
場動人心弦的音樂盛會！

演出前
的話

香港拔萃女書院
劉靳麗娟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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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靳麗娟校長

布烈頓：布里奇變奏曲(選段)
弦樂團

夏蜜娜德：長笛小協奏曲，作品107
交響樂團；長笛獨奏 - 趙子芯；指揮– 梁建楓

八木澤教司：交響樂集I 
管樂團；指揮– 蔣頌恩

- 中場休息 -

聖桑：G小調第二鋼琴協奏曲，作品22，第一樂章
交響樂團；鋼琴獨奏 - 鍾穎林；指揮– 梁建楓

華斯曼：卡門幻想曲
交響樂團；小提琴獨奏 - 黃沛盈；指揮– 梁建楓

艾尼斯高：第一號羅馬尼亞狂想曲
交響樂團；指揮– 許加樂

香港拔萃女書院全校樂團台北音樂會 2018

「此次音樂會會錄音錄影， 請音樂會進行中保持安靜」



    

   榮獲 2002 年香港十大傑出青年的梁建楓，

為首位香港音樂家贏取 1992 年紐約青年演奏
藝術家比賽第一名及 1991 年第 19 屆威廉．普
林士國際中提琴比賽第二名。梁氏於 1986 年
獲得全費獎學金赴美深造，入讀伊士曼及曼哈
頓音樂學院，並獲取音樂學士及碩士名銜。 
1992 年榮獲美國茱利亞音樂學院之全費獎學金
入讀該校。 2004 年，梁氏被列入由星島出版
社出版的《香港特區名人錄》。梁氏在 2005
年民政事務局局長嘉許計劃中獲得嘉許，以表
揚他在推動文化及藝術發展方面的卓越成績。 
2015 年，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年度音樂
家—音樂」大獎。

    梁建楓在演奏生涯上非常活躍，其演奏足
跡包括意大利、比利時、俄國、紐西蘭、香
港、中國、日本、台灣、韓國、亞洲其它國家
及美國多個城市，並定期與亞洲多個交響樂團
合作演出協奏曲。梁建楓經常以香港音樂家的
身份，出席及參與多個國際音樂盛會。自 1989
年梁氏就擔任多份要職，於 1989 至 92 年出
任紐約布魯克林音樂學院的小提琴教席，並於
1990 年獲委任為該校的室內樂總監。從 2000
年樂季開始，梁氏擔任香港管弦樂團第一副團
長，香港純弦和澳門精英室樂團藝術總監，並

總監

梁建楓

任教於香港演藝學院和香港中文大學。2014 年
開始擔任香港女拔萃書院表演藝術總監 , 2017
年獲邀擔任香港理工大學管弦樂團藝術總監及
指揮。2017 年開始，擔任深港青年文化交流藝
術季香港節目總策劃。梁建楓與香港雨果唱片
公司，為香港純弦，澳門精英室樂團及個人錄
製及出版多張 CD 及 DVD，最特別的一張，與鋼
琴家羅乃新一起灌錄布拉姆斯全套 21 首匈牙利
舞曲。



    

   許加樂於大學主修鋼琴，師承 Martha Fischer，並在大學時期學
習合唱及管弦樂指揮，得 Bruce Gladstone, James Smith, Beverly 
Taylor 等教授指導，在學期間，獲得多項獎學金。
   許氏畢業於拔萃女書院，於 2012 年從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畢業後，
於母校中學任教音樂並指揮樂團及合唱團，至今近六載。樂團與合唱
團在她領導下，於數屆香港校際的音樂比賽中奪得驕人成績，並於
2016 年第六十八屆香港校際音樂節中帶領學校的初級合唱團奪得年度
最佳合唱團。許氏亦曾獲邀於澳門青年交響樂團擔任客席指揮。   

   蔣頌恩為中文大學音樂系之畢業生，隨陳少君習聲樂。畢
業同年獲香港賽馬會音樂獎學金前往英國倫敦大學皇家霍洛
威學院修讀碩士課程，主修音樂學，並隨男中音伊姆勒習聲
樂。
   蔣氏曾參與 Stephen Layton、Rolf Beck、James Jordan
及 William Weinert 之大師班，現於母校任教。2012 及 2014
年度帶領其女聲合唱團於世界合唱比賽獲得金獎，並在 2016
年第三屆新加坡國際合唱節贏得總冠軍。同年蔣氏兼任學校
管樂團指揮，並於本年三月帶領樂團在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
奪冠。

指揮 許加樂

指揮 蔣頌恩

鍾穎林，現年十六歲，就讀於香
港拔萃女書院。自七歲開始學習
鋼琴，師隨宋可樟女士，現於香
港演藝學院修讀少年音樂課程。
穎林熱衷於參與不同的比賽，她
的成就包括第八十一屆施坦威國
際青少年鋼琴比賽亞軍，第十八
屆香港亞洲鋼琴公開比賽少年組
及公開貝多芬組冠軍，香港校際
音樂節柏斯音樂鋼琴協奏曲獎和
少年傑出鋼琴獎冠軍，及金牌獎
第二名等。穎林屢獲校內音樂獎
學金，並積極參與校外內大型演
出。除了積極為學校女聲合唱團
擔任鋼琴伴奏，亦將與合唱團赴
南非參與世界合唱比賽。

青年長笛樂手趙子芯活躍於香港
音樂界，從小對音樂產生了濃厚
興趣, 常以獨奏及室樂形式與香
港音樂家合作。趙氏長笛演奏上
表現優異,考獲英國皇家音樂學
院長笛演奏級文憑，並於香港校
際音樂節中屢奪桂冠。
趙氏演出經驗豐富，為香港活躍
長笛演奏樂手之一。由中學三年
級起擔任拔萃女書院管弦樂團長
笛首席，更擔任管樂團主席一職 
。此外，趙氏曾舉辦多場獨奏會
及參與學校樂團的演出，更多次
於香港愛樂交響樂團的慈善音樂
會中演出，被譽為香港未來新一
代的長笛演奏家。

鋼琴獨奏
鍾穎林

長笛獨奏
趙子芯

小提琴獨奏
黃沛盈

黃沛盈生於香港，現年13歲就讀於
拔萃女書院。3歲半開始學習小提
琴，2014年開始隨葉氏兒童音樂實
踐中心老國茵老師學習至今。十歲
考取英國聖三一LTCL小提琴演奏文
憑。2015第二屆《香港國際音樂節》
小提琴兒童組第一名,更榮獲優勝者
最終決賽的全場總冠軍，2016年3月
榮獲《第68屆香港校際音樂節》19歲
以下小提琴協奏曲組冠軍。2017年3
月榮獲《第69屆香港校際音樂節》弦
樂獎學金公開賽榮獲第二名。2017
年5月榮獲第七屆俄羅斯少年組冠
軍。2018年5月參加在俄羅斯舉行的
第四屆楊克列維奇國際小提琴比賽
（9-15歲組別榮獲冠軍。



    

弦樂團

演出人員 名單

管樂團

第一小提琴	
李珈蔚	 LEE	KA	WAI
蕭雪妍	 SHIU	SUET	YIN	ATHENA
黃沛盈	 WONG	PUI	YING
徐曉慧	 CHAY	HIU	WAI
何樂瑤	 HO	SERENA	LOK	YIU
葉曼芯	 YIP	MAN	SUM	VANESSA
楊雪晴	 YEUNG	SHUET	CHING
柯澄曦	 QUAH	CHENG	XI	INEZ
湯芷賢	 TONG	ASHLEY	TSZ	YIN
黃莎	 WONG	SA
陳栩姸	 CHAN	HUI	YIN	CHLOE
張冉亭	 CHEUNG	YIM	TING
	
第二小提琴	
吳子珩	 NG	TSZ	HANG	VICTORIA
蔡鎧汶	 CHOI	HOI	MAN	HELENA
黃絲	 WONG	SI
關瑋寧	 KWAN	WEI	LING	CHLOE
梁臻瑤	 LEUNG	JOANNE
羅希堯	 LO	HEI	YIU

中提琴	
黃泳	 WONG	WING	NICOLE
馬倬琳	 MA	CHEUK	LAM
倫凱晴	 LUN	HOI	CHING	SHERRI
鄭曉善	 CHENG	HIU	SIN	HILLARY
陳安琳	 CHEN	ON	LAM
王愷鍒	 WONG	HOI	YAU	BERTHA
陳臻怡	 CHAN	AMANDA	CHUN	YI
梁睿珈	 LEUNG	RUI	JIA	ANNABELLE
張凱琳	 CHEUNG	HOI	LAM
 
大提琴	
吳家希	 NG	KA	HEI
陳允希	 CHAN	WAN	HEI
蔡詠琛	 TSOI	VALERIE
謝敏德	 SHIE	MAN	TAK	MINDY
温皚盈	 WAN	HOI	YING
陳心弦	 CHAN	SUM	YIN	SONIA
梁曉晴	 LEUNG	HIU	CHING

低音大提琴	
麥晞靖	 MAK	HEI	CHING
李卉婷	 LI	WAI	TING	STEFANIE
陳暉鏇	 CHAN	FAI	SUEN	BERNICE
李依澄	 LI	YEE	CHING
盧炤碧	 LO	KATRINA
韓啓妤	 HON	KAI	YU

短笛	
趙子瑜	 CHIU	JANICE	TSZ	YU
	
長笛	 Flute
趙子芯	 CHIU	TSZ	SUM	CANICE
錢詩淇	 QIAN	SHI	QI
葉靖晞	 IP	INGRID
陳穎雯	 CHAN	WING	MAN
楊潔雯	 YEO	VICTORIA	ANNA
王熙晴	 WONG	HEI	CHING
何坤妍	 HO	KWAN	YIN	ZABRINA
	
雙簧管	
黃莎	 WONG	SA
黃絲	 WONG	SI
	
巴松管	
黃樂恆	 WONG	CHARLOTTE	LOC	HENG
徐誦禧	 CHUI	CHUNG	HEI	JANICE
廖嘉泳	 LIU	KA	WING
程皓詩	 CHING	DANICA	HO	SI
	
單簧管	
王靖芸	 WONG	CHARISSA	HANNAH
吳皚瀅	 NG	ESTHER
程皓怡	 CHING	CHLOE	HO	YI
戴紫君	 TAI	GRACE	TZU	CHUN
黃愷呈	 WONG	EPONINE	KATE
康穎芝	 HONG	WING	CHEE	NATALIE
	
低音單簧管	
李睿盈	 LI	YUI	YING	ANTHEA
岑熙婷	 SUM	HEI	TING	ANGEL

薩克管、中音薩克管	
吳子珩	 NG	TSZ	HANG	VICTORIA
余瑞琦	 YU	SUI	KI	RITA
張琛悅	 KIM	SUM	YUET	KARIS
劉佩瑩	 LAU	PUI	YING
	
圓號	
羅愷妍	 LO	OCEANA	MIMI
王麗嘉	 WANG	LAI	KA	NATALIE
洪穎心	 HUNG	WING	SUM	ANGELA
姚芷沇	 YIU	TSZ	WAN

小號	
吳昕華	 NG	YAN	WA
林頌恩	 LAM	CHUNG	YAN	MAVIS
倪昕彤	 NI	YAN	TUNG
趙善容	 CHIU	SEEN	YUNG
林藹淇	 LAM	OI	KI	MIRANDA
何希臨	 HO	HEI	LAM
	
中音號	
黃蔚晴	 WONG	RAE	CHING	RACHEL
	
長號	
伍芷君	 NG	TSZ	KWAN	CHLOE
葉蔚琳	 IP	WAI	LAM
盛紹敏	 ZANG	CHARMAINE		
															STEPHANIE
	
敲擊樂	
黃穎璿	 HUANG	YING	XUN	WING
莫穎琛	 MOK	WING	SUM	JESS
金以念	 KAM	YEE	NIM	SARAH

黃曉瑜	 WONG	HIU	YU
喬紫琦	 GILBERT			
																JACQUELINE	RUBY
吳愷弦	 NG	HOI	YIN
	
低音大提琴	
陳暉鏇	 CHAN	FAI	SUEN		
															BERNICE
李依澄	 LI	YEE	CHING



    

交響樂團

低音大提琴	
麥晞靖	 MAK	HEI	CHING
李卉婷	 LI	WAI	TING	STEFANIE
陳暉鏇	 CHAN	FAI	SUEN	BERNICE
李依澄	 LI	YEE	CHING
盧炤碧	 LO	KATRINA
韓啓妤	 HON	KAI	YU

黃曉瑜	 WONG	HIU	YU
喬紫琦	 GILBERT			
																JACQUELINE	RUBY
吳愷弦	 NG	HOI	YIN
	
低音大提琴	
陳暉鏇	 CHAN	FAI	SUEN		
															BERNICE
李依澄	 LI	YEE	CHING

第一小提琴	
吳子珩	 NG	TSZ	HANG	VICTORIA
蕭雪妍	 SHIU	SUET	YIN	ATHENA
徐曉慧	 CHAY	HIU	WAI
蔡鎧汶	 CHOI	HOI	MAN	HELENA
梁臻瑤	 LEUNG	JOANNE
張冉亭	 CHEUNG	YIM	TING
楊雪晴	 YEUNG	SHUET	CHING
陳紀言	 CHEN	JI	YAN
	
第二小提琴	
李珈蔚	 LEE	KA	WAI
湯芷賢	 TONG	ASHLEY	TSZ	YIN
何樂瑤	 HO	SERENA	LOK	YIU
羅希堯	 LO	HEI	YIU
方津蔚	 FONG	CHUN	WAI	KIRSTEN
黎頌恩	 LAI	CHUNG	YAN
	
中提琴	
馬倬琳	 MA	CHEUK	LAM
黃泳	 WONG	WING	NICOLE
倫凱晴	 LUN	HOI	CHING	SHERRI
鄭曉善	 CHENG	HIU	SIN	HILLARY
陳臻怡	 CHAN	AMANDA	CHUN	YI
梁睿珈	 LEUNG	RUI	JIA	ANNABELLE
葉曼芯	 YIP	MAN	SUM	VANESSA
張凱琳	 CHEUNG	HOI	LAM
王愷鍒	 WONG	HOI	YAU	BERTHA
陳安琳	 CHEN	ON	LAM
	
大提琴	
王爾琪	 WONG	YI	KI	ERICA
謝敏德	 SHIE	MAN	TAK	MINDY
蔡詠琛	 TSOI	VALERIE
陳允希	 CHAN	WAN	HEI
温皚盈	 WAN	HOI	YING
梁曉晴	 LEUNG	HIU	CHING
曾鈺嵛	 TSANG	YUK	YUE	CHERRY
李以琳	 LI	YI	LAM	KRISTY
陳心弦	 CHAN	SUM	YIN	SONIA
張樂澄	 CHEUNG	LOK	CHING	TIFFANY
吳爾月	 NG	YEE	YUET	BERNICE
何樂瑤	 HO	EVELYN	LOK	YIU

低音大提琴	
李依澄	 LI	YEE	CHING
李卉婷	 LI	WAI	TING	STEFANIE
陳暉鏇	 CHAN	FAI	SUEN	BERNICE
韓啓妤	 HON	KAI	YU
	
豎琴	
潘懿芯	 POON	CHARLOTTE	YI-SUM
梅穎心	 MUI	WING	SUM

	
長笛	
趙子芯	 CHIU	TSZ	SUM	CANICE
錢詩淇	 QIAN	SHI	QI
葉靖晞	 IP	INGRID
趙子瑜	 CHIU	JANICE	TSZ	YU
	
雙簧管	
黃莎	 WONG	SA
黃絲	 WONG	SI
	
單簧管	
吳皚瀅	 NG	ESTHER
王靖芸	 WONG	CHARISSA	HANNAH
程皓怡	 CHING	CHLOE	HO	YI
戴紫君	 TAI	GRACE	TZU	CHUN
李睿盈	 LI	YUI	YING	ANTHEA
	
巴松管	
黃樂恆	 WONG	CHARLOTTE	LOC	HENG
廖嘉泳	 LIU	KA	WING
徐誦禧	 CHUI	CHUNG	HEI	JANICE
程皓詩	 CHING	DANICA	HO	SI
	
圓號	
羅愷妍	 LO	OCEANA	MIMI
王麗嘉	 WANG	LAI	KA	NATALIE
洪穎心	 HUNG	WING	SUM	ANGELA
姚芷沇	 YIU	TSZ	WAN
黎在恩	 LAI	CHOI	YAN

小號	
吳昕華	 NG	YAN	WA
林頌恩	 LAM	CHUNG	YAN	MAVIS
倪昕彤	 NI	YAN	TUNG
趙善容	 CHIU	SEEN	YUNG
黃尉嵐	 WONG	WAI	LAAM	ALVIS	SONIA
	
長號	
伍芷君	 NG	TSZ	KWAN	CHLOE
盛紹敏	 ZANG	CHARMAINE	STEPHANIE
黃蔚晴	 WONG	RAE	CHING	RACHEL
葉蔚琳	 IP	WAI	LAM

敲擊樂	
曾采妍	 TSANG	CHOY	YIN	JOCELYN
黃穎璿	 HUANG	YING	XUN	WING
黃曉瑜	 WONG	HIU	YU
吳愷弦	 NG	HOI	YIN
唐芷蕾	 TONG	TSZ	LUI	AUDREY
李慧欣	 LEE	AMELIA	NICOLE



「富邦人壽保險（香港）有限公司（「香港富邦人
壽」）十分榮幸贊助香港拔萃女書院2018飛樂青春音
樂會，以音樂作橋樑，促進文化交流，連繫人心。」

全力贊助/ 特別鳴謝

香港富邦人壽

感謝協助：

富邦文教基金會執行董事陳藹玲女士
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
智冠科技文化藝術基金會
大雲文創公司
中國時報趙靜瑜小姐
Muzik 古典樂刊
歐普思音樂藝術公司
齊亮畫廊
武錚老師
陳佩琪老師
王美文老師（行雲樂集台灣統籌）

主辦單位：行雲樂集
協辦單位：洄瀾室內樂團
贊助單位：香港富邦人壽
錄音音響：藝聖音樂工程

行雲樂集 : 
執行長 王美慧
台灣統籌 王美文
行政秘書 楊玫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