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年⾳音樂訓練基⾦金 

聚餐及⾳音樂會 
MOY Dinner & Concert 

 

 

2016 年 12 ⽉月 26 ⽇日 

港麗酒店⼤大宴會廳 

Ballroom, Conrad 
	  

	  
青年音樂訓練基金職員、導師、學生、家長	  

衷心感謝 	  
范偉廉主席及夫人	  
馬餘雄副主席及夫人	  
王志峰先生及夫人	  
贊助晚宴 	  

謹祝 	  新年快樂！ 	  
	  

Heartfelt	  thanks	  to	  
Mr	  and	  Mrs	  William	  Fan,	  Mr	  and	  Mrs	  Samuel	  Ma	  and	  

Mr	  and	  Mr	  Wong	  Chi	  Fung	  
for	  hosting	  this	  dinner	  

 
We wish you a Happy New Year! 



節目表 Programme 
⼤大宴會廳⾨門外 At the foyer (6:00 pm-7:00 pm) 
1. Violin Duet op 48: Allegro, Andante, 

Rondo 
作曲：Pleyel 李卓頎、︑莫喬  

2. Twelve Duets K.487 No.5 & No.6 作曲：Mozart 林譪怡、︑余靖曦  
3. Twelve Duets K.487 No.4 作曲：Mozart 李靜彤、︑陳紀衡、︑江柏衡 
4. Rondo from Duo 1 of 3 Easy Duos for      

2 Cellos op.114 
 何栢瑤、︑張宏志、︑魏臻、︑莊

棋鈞、︑陳煥晴、︑陳鳳忻 
5. String Sextet (2nd mvt) 作曲：Tchaikovsky MOY 新加坡樂⼿手 
6. Flute Quartet 作曲：Mozart MOY 新加坡樂⼿手 
7. Oboe Quartet (for Bassoon) 作曲：Mozart MOY 新加坡樂⼿手 
8. Terzetto for 2 Violins and Viola 作曲：Dvorak MOY 新加坡樂⼿手 
9. Trumpet Duo  MOY 新加坡樂⼿手 
10. Erhu ensemble  MOY 新加坡樂⼿手 
 
 
晚餐 At Dinner (7:30 pm onwards) 
青年⾳音樂訓練基⾦金民族樂團 MOY Chinese Orchestra 
11. 《在那遙遠的地⽅方》 第 2 及 3 樂章   指揮：徐錦棠⽼老師 

指揮：徐錦棠⽼老師 12. 《⽔水庫凱歌》   
13. 《節⽇日拉薩》   指揮：⾼高國健⽼老師 
14. 《豐收鑼⿎鼓》   指揮：⾼高國健⽼老師 
15. 《台灣追想曲》   指揮：彭振順⽼老師 
16. 《阿哩哩》   指揮：彭振順⽼老師 
    
青年⾳音樂訓練基⾦金管弦樂團 MOY Symphony Orchestra 
17. The Typewriter    指揮：洪承晉⽼老師 
18.  Leroy Anderson Favorites 
 

  指揮：洪承晉⽼老師 

青年⾳音樂訓練基⾦金弦樂團及青年⾳音樂訓練基⾦金新加坡弦樂團 
MOY String Orchestra and MOY Singapore String Orchestra 
19. Capriol Suite 作曲：Peter Warlock 指揮：薜東怡同學 
20. Raging Fire 作曲：⿈黃天鐸⽼老師 指揮：⿈黃天鐸⽼老師 
21. Double Viola Concerto in G 作曲： Telemann 指揮：陳偉信博⼠士 
22. Concerto for Four Violins in B minor 作曲：Vivaldi 指揮：陳偉信博⼠士 
23. A Moorside Suite - III. March 作曲：Holst 指揮：陳偉信博⼠士 
24. Sinfonia Concertante 1st mvt 作曲：Mozart 指揮：葉凌⽼老師 

獨奏：王涵琳⽼老師(⼩小提琴)、︑陳偉信⽼老師(中提琴) 
 
 

   

晚餐後 After Dinner (9:00 pm)   
青年⾳音樂訓練基⾦金聯合樂團 MOY Combined Orchestra 
25. Pomp and Circumstances No. 4  作曲：Elgar 指揮：薜東怡同學 
26. 《璀璨的陽光》   指揮：陳舒程同學 
27. 《MOY 的⼩小獨奏家，我們的世界,他們的舞台》 
       Our World, Our Stage, for Our Small, Future Soloists 

編曲：蕭炯柱⽼老師 
指揮：薜東怡同學 

MOY 家庭合唱團 With the MOY Family Choir 
獨奏：陳⾳音慧同學 (⼩小提琴) 、︑鄭亦真同學、︑鄭亦竣同學 (低⾳音⼤大提琴) 

  
 

 
  



青年⾳音樂訓練基⾦金 Music for Our Young Foundation 
 
MOY 不是⾳音樂學校，絕對不是。︒ 
MOY 教授的，是年輕⼈人的⼈人⽣生觀，及⾯面對困難、︑挑戰時應有的態度。︒ 
⾳音樂︖？⾳音樂當然重要。︒但⾳音樂衹是 MOY 的教學⼯工具。︒ 
MOY 重視的，是學⽣生們的努⼒力和毅⼒力。︒ 
MOY 珍惜有天份的孩⼦子，但更樂意教導那些天資不⾼高，但努⼒力求上進，以勤補拙的學員。︒ 
 
MOY 收學⽣生，來者不拒。︒ 
家境清貧，學費全免。︒ 
買不起樂器︖？MOY 提供。︒ 
但⼩小⼼心，管你腰纏萬貫,天才橫溢。︒出席率不到 80%，請回家去，MOY 沒你那⼀一份。︒ 
MOY ⿎鼓勵學員學習我國源遠流長的國樂，但也堅持同學們排、︑演世界各地，不同背景，不同
風格的⾳音樂作品。︒我們部分孩⼦子能同時演奏多種樂器，能拉⼆二胡，也會彈鍵琴。︒能拉⼤大提琴，
也會吹長笛。︒古今並重，中西兼容。︒ 
 
甚麼是 MOY 的精神︖？三⾔言兩語，很難說明。︒ 
 
Eh.......想起⼀一事。︒ 
九⽉月中，⼀一位 70 年代跟我學中提琴的學⽣生來電： 
"⽼老師，我也退休了。︒我找到新的⼯工作。︒" 
"那你忙什麼︖？"我問。︒ 
"Curling。︒我在⾹香港推廣 Curling。︒" 
"Cur......cur......甚麼︖？"我問。︒ 
" Curling。︒冰上滾球。︒在加拿⼤大很流⾏行的運動。︒" 
"你瘋了吧！在亞熱帶的⾹香港推廣冰上滾球!!!" 
"對。︒我在訓練⾹香港 Curling 代表隊。︒" 
"那你真的瘋了........." 我說。︒"吃飽飯，找事做......" 
"不是瘋，是學你........" 
"學我??????" 
"就是。︒你不是也退休了嗎︖？那你為何跑到天⽔水圍開辦 MOY?"  
 
我無⾔言以對。︒ 
 
上星期收到他的 whatsapp 圖⽚片。︒ 
⾹香港 Curling 代表隊在⼩小組比賽拿了冠軍。︒ 
 
MOY 的精神。︒ 
 
 ‘Music’ is in the MOY's title, but it's never a goal; it’s only an instrument.   
 

The goal?  Character building, through the study of music. 
 

The MOY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all young people who are prepared to work hard to study 
music.  Talent?  Not needed.  Not even a premium.   
 

Discipline?  Now that's an absolute requirement. 
 

The MOY encourages its students to study all forms of music: from works by Jeremiah Clarke, to 
the Beatles, to the latest creation by Pop stars in Hong Kong.  Many MOY students play two or 
more instruments, from the Er Hu to the trumpet, from the cello to the bamboo flute. 
 

The MOY started work in 2009 at Tin Shui Wai, a satellite new town with 260,000 residents, 
named 'the City of Sadness' by some news reporters.  Tin Shui Wai is right at our border with the 
Mainland.   
 

Now the MOY has branch units operating on the Mainland, in Singapore, and in Malaysia.   
 

Next goal?  Taiwan, and some ASEAN countries, through the Singapore Wing. 
 

蕭炯柱 Gordon Siu 
訓練總監 Director of Training 

 
 



青年⾳音樂訓練基⾦金董事局  Board of Directors of MOY 
 

主席  Chairman 
范偉廉 William Fan 
 
副主席 Vice Chairmen 
⾺馬餘雄 Samuel Ma 
佘純安 Shi Shun On 

董事  Directors 
區達雄 Au Tat Hung 
陳國源 Patrick Chan 
程志輝 Ching Chi Fai 
何光耀 Mark Ho Kwong Yiu 
李成業 Eddie Li 
潘錦華 Benny Poon 
潘國榮 Jimmy Pun 
 

董事  Directors 
蕭硯⽂文 Andrew Siu 
王志峰 Wang Chi Fung  
William A. Wilson III 
⿈黃樂怡 Cynthia Wong  
（⾏行政總裁 Executive Director） 
蕭炯柱 Gordon Siu GBS CBE JP 
（訓練總監 Director of 
Training） 

青年⾳音樂訓練基⾦金團隊 MOY Team 
導師  導師  新加坡導師   
蕭炯柱 GBS CBE 太平紳⼠士 ⿆麥頌天先⽣生 Dr Tan Wee-Hsin  
⿈黃樂怡女⼠士 吳偉犖先⽣生 Ms Lillian Wang  
⾼高國健先⽣生 楊斯竣先⽣生 Mr Pang Chin Soon  
徐錦棠先⽣生 ⿈黃⼤大明先⽣生 Mr Yap Ling  
衛承發先⽣生 吳佳蓓女⼠士 職員   
孫允⽂文先⽣生 何百基先⽣生 陳麗君女⼠士  
郭謙先⽣生 洪承晉先⽣生 黎燕琼女⼠士  
包曉燕女⼠士 胡國佳先⽣生 楊博賢先⽣生  
⿈黃天鐸先⽣生 ⿈黃璿橋女⼠士 ⿈黃達成先⽣生  
張俊⽂文先⽣生 教學助理／學⽣生指揮  義⼯工   
徐鳳珍女⼠士 薛東怡⼩小姐 蔡詩朗女⼠士  
鄺⽂文蔚女⼠士 陳舒程⼩小姐 陳張靜嫻女⼠士  
孫允豪先⽣生 倫鍚輝先⽣生   

 

 

演出者  Performers 
 

⼩小提琴 楊博賢*# ⼤大提琴 吳昊賢* ⼆二胡 鄭雄澤 琵琶 張嘉琳 
 薛東怡*  魏臻*   王卓霖  謝楓儀  
 何晞諾*  何柏瑤*  ⿈黃耀彬  陳舒程 
  丘凱儀*  張宏志*  ⿈黃詠榆  蔡尚燕 
 林譪怡*  陳鳳忻*  蕭景新    
  莫喬*  陳樂瑤  曹裕豐 笛⼦子 陳權輝 
  余靖曦*  陳芷芯  陳婧盈   曾⼦子芮 
 陳茗沁*  張凱淇  陳翔安  梁曉彤 
 李靜彤*  葉藝^^  ⽅方培煒  羅曉慧 
 陳展熙*    鄭展駿   
 李珈澔* 低⾳音⼤大提琴 鄭亦真  ⽢甘慕芍 敲擊  倫錫輝 
 劉穎霖*  鄭亦竣  鄺皓堔  黎翰然 
 陳芷瑩    林建滔  戴斯⾙貝 
 江栢衡* 長笛 鄧⼼心玥  陳思瑾  ⿈黃頌誠 
 葉琴^^  陳亦仙  韓佳敏^  鄭翠芝 
 許菽恩^  張少銘^  許綺涵^  馮迅朗 
 林嘉⽟玉^    彭曉涵^  王信軒 
 王君乔^ 單簧管 ⽢甘睿智    朱倩瑩 
 陳慧敏^  譚德同 柳琴 張凱晴  楊進希 
 陳⾳音慧^    莊明柔  張綽⾔言 
 徐潁琦^ 巴松管 楊冠陛  陳芷妍  周柏倫 
 楊柳依^  吴⽊木昌^     羅栢熙 
    中阮/⼤大阮 陳鳳婷#  馮楚晴 
中提琴 鄭勤翰^ 長號 陳澤鋒 中阮 吳嘉瑤  盧卓岭 
 陳明穎^       
 ⿈黃欣頤^ ⼩小號 李恩諾* 揚琴 陳鳳忻  * 弦樂⼩小組成

員 
 胡⽂文佳^  王靖瑜  范芷諺  # 樂團⾸首席 
 徐潁葳^  王祺权^    ^新加坡樂⼿手 
 李佳敏^  李嘉怡^    ^^⾺馬來西亞樂

⼿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