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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至 2020 年度聖樂培育課程 

1.  Choral Song and Fugue Samuel Sebastian Wesley 

(1810-1876)  獨奏: 張詠詩 (風琴課程第二年) 

 導師: 馮浩哲老師 
 

2.  Panis Angelicus César Franck 

(1822-1890)  獨唱: 何耀芳 (聲樂課程第二年) 

 導師: 陳的怡老師  

 司琴: 陳鏡存  

3.  Marche Triomphale Paul Wachs 

(1851-1915)  獨奏: 溫凱然 (風琴課程第二年) 

 導師: 黃志偉老師 
 

4.  Ave Maria Jacob Arcadelt  

(1507-1568)  獨唱: 謝志慧 (聲樂課程第二年) 

 導師: 陳安安老師  

 司琴: 劉藹恩  

5.  聖母讚 劉榮耀 

(1908-1986) 

 獨唱: 林淑儀 (聲樂課程第二年) 

 導師: 蔡文慧老師  

 司琴: 李芷瑩  

6.  Trio on the chorale 'Jesu, meine Freude' Friedrich Wilhelm Marpurg 

(1718-1795)  獨奏: 張鈞棓 (風琴課程第二年) 

 導師: 蘇明村博士  

7.  Heart of Jesus  

 合唱: 陳翠碧、黎嘉恩 (聲樂課程第二年)  

 導師: 陳啟靈老師  

 司琴: 陳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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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Toccata and Fugue in D minor 

(BWV 565) 

J.S. Bach 

(1685-1750) 

 獨奏: 何詠茵 (風琴課程第二年) 

 導師: 蔡詩亞神父  

9.  Pie Jesu Gabriel Fauré 

 (1845-1924)  獨唱: 張敏儀 (聲樂課程第二年) 

 導師: 陳啟靈老師  

 司琴: 溫凱然  

10.  The Holy City Stephen Adams 

(1841-1913)  

arr. By Ellen Jane Lorenz 
 獨唱: 劉藹恩 (聲樂課程第二年) 

 導師: 陳啟靈老師 

 司琴: 謝志慧 
 

11.  Toccata (from Suite Gothic, Op.25) Léon Boëllmann 

 (1862-1897)  獨奏: 林  澄 (風琴課程第二年) 

 導師: 黃志偉老師 
 

12.  學員大合唱  

 I. O SACRUM CONVIVIUM Roberto Remondi (1851-1928) 

 II. TECUM PRINCIPIUM Jan Smit  

 III. LAUDATE DOMINUM Lorenzo Perosi (1872-1956) 

 指揮: 

司琴: 

奚家麟老師 

陳韻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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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合 唱  導 師 

基本樂理課程第一／二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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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位及和聲學課程第三年 ： 蔡詩亞神父 

聲樂課程第一／二年 ： 區嘉為執事 陳啟靈老師 陳錦儀老師 

陳安安老師 陳的怡老師 蔡文慧老師 

風琴課程第一／二年 ： 蔡詩亞神父 蘇明村博士 馮浩哲老師 

司徒靜儀老師 溫錦屏老師 黃志偉老師 

電子管風琴構造課程 ： 何柏濠老師 

合唱指揮入門課程 : 馮映筠老師 

拉丁文課程第一年 ： 白敏慈神父 

額我略音樂課程第一年 ： 蔡詩亞神父 

 

13. 天主教香港教區聖樂團獻唱 
 

I. 對位及和聲學課程第三年作品 - 彌撒曲 (首演) 

導師：蔡詩亞神父 

垂憐頌.........................................................................林皓貞 

光榮頌.........................................................................顏之頴 

指揮：羅明正老師 

聖聖聖.........................................................................吳君臨 

羔羊頌.........................................................................戴淑茵 

指揮：奚家麟老師 

司琴：馮浩哲老師 
 

II. 愛德歌.......................................................................................劉榮耀 

指揮：羅明正老師 

司琴：馮浩哲老師 
 

14. 勉 語【范錦棠神父】 

15. 致謝各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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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頒發證書【系統課程、短期課程】 

A. 基本樂理課程 (第一年)  

導師: 馮浩哲老師 

 朱蓉芳 徐叠玲 李光華 李雲嫦 林筱瑜

 潘子建 楊潔玲 

基本樂理課程 (第二年) 

導師: 蔡文慧老師 

 周楚安 劉廣文 梁慰君 蘇兆麟 譚榮傑  

B. 視唱訓練課程 (第一年) 

導師: 趙慧凝老師 

 陳詩敏 許偉明 林秀珍 李淑賢 李葦兒 

視唱訓練課程 (第二年) 

導師: 許碧茵老師 

 陳翠碧    陳玉崑 李靜儀  廖艷虹 謝思俊

 徐莉鋒 

C. 對位及和聲學課程 (第三年) 

導師: 蔡詩亞神父 

 林皓貞 吳君臨 顏之頴 戴淑茵 黃志威 

D. 聲樂課程 (第一、二年) 

導師: 區嘉為執事 

 李海林 李振雄 

聲樂課程 (第一、二年) 

導師: 陳啟靈老師 

 陳翠碧 張敏儀 黎嘉恩 劉藹恩 陳詩敏

 余姵賢 余淑青 

聲樂課程 (第一、二年) 

導師: 陳錦儀老師 

 夏潔雯 陳惠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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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樂課程 (第一、二年) 

導師: 陳安安老師 

 謝志慧 李葦兒 

聲樂課程 (第二年) 

導師: 陳的怡老師 

 何耀芳 

聲樂課程 (第一、二年) 

導師: 蔡文慧老師 

 鍾雅齡 林淑儀 姚潔雯 錢鳳明 莫宜定 

E. 風琴課程 (第一、二年) 

導師: 蔡詩亞神父 

 何詠茵 伍月敏 

風琴課程 (第二年) 

導師: 蘇明村博士 

 張鈞棓 

風琴課程 (第一、二年) 

導師: 馮浩哲老師 

 張詠詩 蔡均澤 黎慧儀 

風琴課程 (第一年) 

導師: 司徒靜儀老師 

 曾家聰 

風琴課程 (第一年) 

導師: 溫錦屏老師 

 黃子倩 

風琴課程 (第二年) 

導師: 黃志偉老師 

 林 澄 溫凱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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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合唱指揮入門課程 

導師: 馮映筠老師 

 陳麗嫦 陳凱欣 盧碧珊 丘卓盛 楊偉民 

G. 電子管風琴構造課程 

導師: 何柏濠老師 

 賴婉茵 

H. 拉丁文課程 (第一年) 

導師: 白敏慈神父 

 李海林 陳苑芹 周華恩 莊斯韻 林美怡 

 劉  皙 單  玲 鄧綺珊 

I. 額我略音樂課程 (第一年) 

導師: 蔡詩亞神父 

 陳漢洪 關慧恩 郭英明 蘇  子 謝輕盈 

 黃學彥 余樂寧 

 

 多謝各位蒞臨分享  

鳴  謝 

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主任司鐸陳志明神父 

范錦棠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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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