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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第三期城訊終於和大家見面了。非常感謝萬老師和團長的關
心和指導，非常感謝團友們的大力支持。我們希望： 城訊能
成為全體團友的精神家園。大家在這裡分享不同的歌唱體
驗，交換各自的學習心得，發表對排練，演出和康樂活動的
意見和建議，表達對本團未來發展的希望和憧憬。。。。 我
們相信，只要有全體團友的關心和支持，城訊就一定能跟隨
合唱團的成長而成長，就一定能跟隨合唱團的進步而進步。

合唱團委員名單———–——p.13
招募新團員———–———–-p.14

懇請批評指導，懇請踴躍投稿！謝謝大家。

專欄

城訊第三期

PAGE

2

「萬」語千言

Q&A 合唱與獨唱

萬建平老師

老師，大家都知道合唱與獨唱在演唱上有很大的
不同，那麼，究竟有哪些不同呢？

有很大的不同，
1.

首先，合唱是口聽耳朵的指令發聲，聽同聲部、不
同聲部的音准、音色、音量。獨唱不用。

2.

合唱的演唱其音色必須擁有充分的共鳴，因為每個
隊員必須與其他隊員保持音色上的一致性。而獨唱
相對自由些。

3.

合唱在演唱進行中，聲音要很穩定，因為要考慮到
與同聲部特別是與其它聲 部的和聲效果。而獨唱聲
音過於穩定，聽起來少了些律動。

4.

合唱咬字的子、母音過度要一致，起音、收音要一
致，當然，獨唱不需要啦。

5.

合唱演唱時的力度有所控制，聲音寬度有所保留，
因為要考慮到聲音與其它隊員的諧調。

以上只是大的不同，當然還有很多，正因為有這些那
些不同。合唱的魅力才得以顯現，我們才為之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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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語表心懷

内外觀摩

劉偉一

在九月、十月聽了兩場觸動心靈的音樂會，有幸這些年得到萬老師的啟迪，開始略懂得欣賞合唱音樂，
並且可以陶醉於優秀的合唱音樂中。
第一場是梵蒂岡西斯汀教堂的合唱團，此團成立於六世紀(嘩！好耐世紀)，他們於教宗所有禮儀慶典
活動當中詠唱。今次演唱的全是宗教音樂，全男班。我可以聽到主旋律與内聲部的和諧與不和諧關係
帶出人類情感的不同層次，有熱切渴望的、有温馴聆聽的、有歡樂的交流、有含蓄内斂的、有活躍激
昂的、有如泣如訴的……，又聽到低音聲部的穩固根基引出向上主全然交托的深情，真是妙不可言，使
我陶醉其中。

另一場是英國塔利斯學者(The Tallis Scholars)。今次有
八位成員來港獻藝，他們選了多首宗教歌曲及二首非
宗教作品，他們運用超卓的發聲和合唱技巧，將歌曲
演譯得細膩精緻，而且感情豐富但內斂，尤其是延音
部分，特別打動人心，扣人心弘，真令我神魂超拔。

聽完此兩場優秀的音樂會，令我心中疑問和感慨，我們香港城市合唱
團何時才能有此水準，演出能感動觀眾的心？幸好我們有萬建平老師
孜孜不倦的教導。還有，我們在十月開始，亦會安排定期觀摩音樂會，
藉著小組各自排練、當日演出及老師的評語指正，希望我們能逐漸掌
握到基本的發聲及合唱技巧，以能表達出我們心目中的感情與思想，
與聽眾溝通，從而感動他們。 當然路是漫長並不平坦 ，但研究藝術是
終身的，我們要彼此鼓勵，排除生活上種種障礙，不要氣餒，而得到
的是心靈的洗滌、更精彩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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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倩

16 年前, 我們一班學生在跟萬老師學聲樂, 後來聽老師說他成立
了一個合唱團, 叫”室內合唱團”, 他正挑合適的人選加入這個團, 我
當時心里想”不知道我會不會被挑中呢?”, 自己又不好意思問, 因為
當時萬老師是我的偶像, 在我心中的地位簡直高不可攀, 所以就托另
外一位師兄去打探, 過不久那師兄答話 : “我也不好意思問(可能他
當時也一樣崇拜老師, 呵呵), 不過我看到團員名單上你的名字是第
一位.” 我當時有點懵, 心想不會吧……
這不知不覺中 16 年過去了, 從”室內”到”城市”, 我見證了這個
小宇宙的所有變遷! 這 16 年走的路萬老師絕對可以寫本書. 每個人心
中對於成功的理解不一樣, 時至今日, “城市”的成功我個人認為應
該見證在”過程”中而非結果! 而這過程體現的是兩個字 : 堅持! 老
師堅持”精挑細啄追求上層”的理念十幾年來從未改變, 或者執行的方
式方法會應因實際情況而改變, 但追求的核心價值未曾變過, 因此
“城市”這個小宇宙永遠有不少擁護者環繞, 在香港也小有名氣! 新
來的團員一撥又一撥, 不合適的早沒了蹤影, 留下來的都是有着同樣
的理念, 或者正進行着改變.
對於聲部長來說, 適應新人也是種挑戰, 新團員進來, 質素參差不一, 很多聲音技術都不錯的,
但由於家庭或工作等等客觀原因要暫停或離團, 雖然心裡婉惜和不捨, 但也別無他法只有等待! 一個
聲部音色音質的完美創造需要每個團員的合作付出, 聲部長只是起了一點點帶動的作用(或者本人不
濟, 只能起到少許帶動的作用), 所以排練中當老師要求的聲音達不到時, 我很着急, 有時候會很氣
餒. 但轉而一想, 藝術就是如此! 如果太容易達到完美就不是藝術了, 也失去了追求的快感, 就當我
們每次來排練是一次學習的良機吧, 因為每次的人員都不同, 出來的聲音也不同, 借此機會訓練耳朵
和快速反應吧!
當然, 心底還是有個盼望, 城市的明天
會更好, 真正能用聲音來創造奇蹟! 音樂會的
門票供不應求……不曉得這個願望幾時能實現,
但我想還是那兩個字”堅持”, 終有一天能實
現! 就像我人生中最好年華的那十幾二十年,
默默地沒有二心地堅持把這寶貴的工餘時光獻
給了唱歌和合唱團上, 不覺得怎樣辛苦, 反而
樂此不疲! 所以, 堅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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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星

第一次聆聽高水平的合唱,是近五十年前的事了 ,當我還是一名高中學生
的時候.1965 年,中央樂團全國巡演,來到重慶,為山城觀眾奉上一台豐盛的音
樂饗宴.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合唱團的精湛演出.一闋古曲<陽關三疊>,男
女和聲完美融和,淋灕盡致地唱出了為友人送行時的依依惜別之情,以及分別
後天高地遠的悠悠思念....歌者傾情演唱,聽者淚盈眼睫; 一首墨西哥民謠<
燕子>,女聲合唱以其特有的婉約柔美,唱出想要展翅飛翔的渴望(燕子,我多想
象你一樣地自由飛翔)和不能飛翔的感傷(可命運沒有給我一雙翅膀)......還
有男聲合唱美國歌曲<故鄉的親人>,蒼涼的高音在厚重沈鬱的和聲上面飄蕩,
讓我彷彿看見那個流浪的人在看不到盡頭的路上獨行,一無所有,只有對故鄉
和親人的思念與他同在........
從此愛上了合唱. 1966 年高中畢業前夕,我鼓起勇氣報考了中央樂團合唱團,
但隨即而來的文化大革命,摧毀了我們那代年青人的一切夢想,所有藝術團體,高等院
校全部停止招生,搞運動.我們三屆高,初中學生成了廣闊天地裡扛鋤頭,挑糞水的知
識青年.....

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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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陰荏苒,歲月磋砣 終於,我們一家來到香港......
我要衷心感謝萬老師的鼓勵和支持,使我成為城市合唱團的一員; 我要衷心感
謝團友們的關心和幫助,使每一次排練和演出都成為難得的學習機會和令人愉悅的歌
唱體驗; 我更衷心希望: 在萬老師的嚴格指導和訓練下,我們能演唱更多中外名曲,用
我們的美妙和聲,去努力展現合唱藝術的無窮魅力!

麗莎的感想

謝錦霞

Hi，大家好，好，好，好，愈來愈好！ 我是(S1)的謝錦霞 Liza，以前同事都管我叫謝麗莎，隨大家喜歡，
怎麼叫都行。我負責團的財務事。

記得小學時，已參加校際音樂比賽，中學起已在台上經常演出，及至

工作期間，亦因工作需要，經常在舞台上活動。雖然這樣經常性演出，但都是自己胡亂的，自以為是的演譯，
而且從小受父庭訓(由吃飯，拿筷，說話，行路，都要斯文，輕聲細語等)，所以幾十年都不慣大聲，好像無氣
一樣，有時講話，別人都聽不到的，所以就這樣學人唱歌，都自知不足，那能唱得好呢！
曾師從一位由瀋陽移居香港的女高音歌唱家，但可惜，幾個月後，她因病離世了！！

於是在 93 年時
後來再在機緣

下，99 年欣賞了萬建平老師的男高音獨唱會，之後，拜師在萬老師門下，學習聲樂，直至如今。

猶記當年

第一課時，老師叫我試唱，哎，現回想，也為老師難受呢，，你想，他聽我吱吱………………吱吱的聲音，能
不難受嗎？！多謝老師都收了我為學生。

跟隨老師這些年間，聽到老師的理論…………不要有口，口在額

頭，不要用聲帶，不要打開軟口蓋，不用氣，要用力，不唱出去，唱回來。

哈，真抽象，我用很長時間去

理解，盡量去模仿。我真是要全個由頭學起呀！因我連呼吸都是錯的，要從呼吸做起，再加上我誤以為<字正
腔圓>是逐個字去唱的，所以唱時往往跟字走。

這麼多的不對，好在跟住老師！！

現自覺

雖然未能完全做到老師的要求，完全改變以前，但感覺已逐步向好的方向靠攏，希望盡快能把自然變成不自然，
謝謝老師！！！

再者，還要謝老師的是一一從來我都是(井底蛙)，只懂唱中國藝術歌曲，這些年間，由老

師推介，引領，我才會接觸到外國歌曲，世界的著名經典樂章，及歌劇等的不朽作品，更有幸可參與演譯它們，
這真是我極大的改變，更者，老師帶領我們衝出香港，衝出中國，衝向世界，使我眼界大開，開拓了我的接觸
城訊

面，太不簡單了！非常非常感激老師，希望大家團員都一齊向前，達到老師的要求，做出更好的成績。
我們都由自然變成不自然吧！！！

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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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錦萍

很高興在「城訊」，同大家分享歌唱點滴。
我是關錦萍(Anita)2012 年 10 月加入城市合唱團，屬女低音
I 聲部及在常務委員會協助處理內務事宜。現職兒童興趣中心主管，
曾學習鋼琴、樂理、舞蹈，閒時喜歡放放狗、兜兜風、聽音樂、及
旅遊。
回想，接觸美聲是在中學時期的音樂老師，她在堂上即興的演繹給
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時宜配合 2008 年遇上萬老師教授的聲樂課，
被他那嘹亮廣濶的音色，及對藝術的堅持和遠瞻，引發了我加入城
市合唱團的動機。
老師常說:合唱不同獨唱，一定要聽其他聲部唱的音，自己才
放聲，還要記自己的和聲，這就給我一個很大的考驗。從練習中感
受到，互相用聲音共融、磨合、表達、創作美妙的音色絕不容易，
好聽與否會影響整個團隊，需要共同努力才能成事，這亦是我享受每星期返團排練的動力！
慶幸加入合唱團不久，有機會參與「威爾第誕生 200 周年音樂會」之演出，在排練的過程
中，萬老師及胡指揮一絲不苟的精神，把每一個音準，每一個咬字，都要做到最好；各團友在密
集的課堂中努力用心排練。演出當日，百多人在臺上打造了一場高水準的音樂會! 每次翻看這視
頻時，我都很感動，真的感受到動心的喜悅!
在城市合唱團裡，人和事都替我的生命增添色彩，豐富了我的音樂世界。
多位團友前輩在創團至今仍不離不棄，為「城市」放歌；演出過百多場音樂會，用歌聲打動了不
同國界、不同民族的心扉，這種種都是萬建平老師領導下的魔力!
祝願「城市合唱團」再創高峯，將合唱藝術發熱發光，響遍四方！

美好回憶

命
增
添
色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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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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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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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

在
城
市
合
唱
團
裡
，
人
和
事
都
替
我
的
生

劉麗珠
回想起來，這幾年在城市合唱團的日子，全部都是載滿歡樂和美好。
第一次和大家到廣州比賽是 08 年 12 月 3 號(因為當天是我生日，所以特別
記得)大家在旅遊車上送上生日歌，實在令我感動不已！
在圑裏，大家也就像一家人，互相關照，無分彼此。最開心的是大家可
以分享不同的東西，不只是好歌、正音樂會，仲有來自不同地方的手信
還有家裡的大小事，喜事一齊高興，喪事互相問候安慰。
我覺得慶幸來到這裏和大家一起，尤其大家覺得我很可愛(哈哈)，對自
己特別的關愛，實在感激萬分！在以後的日子希望與大家共渡更多美好的
時光，我也會繼續努力唱好歌以及安排愉快的每月聚餐。謝謝各位！
康樂
珠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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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慶華

我是梁慶華 (Jack)，加入城市合唱團唱歌，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我想，如果三年前今天有人預告我會
加入合唱團唱歌這件事，我一定會覺得是無稽之談。當時我從來沒學過唱歌，事實上對唱歌不大感興趣，這
輩子還未上過卡拉ＯＫ，沒有買ＣＤ音樂的喜好，也沒有上網找尋音樂來聽，更遑論加入甚麼合唱團了。一
向都覺得自己說話的聲線弱，相信一定不是唱歌的料子。
退休之後兩年，我參加了天主教的慕道班（即是引領慕道者領洗入教的教理班），課程持續一年半，
在那裏我認識了慕道班的導師劉偉一（起初不知道他有在合唱團唱歌的）。領洗之後，我在堂區加入了一些
善會，也參與彌撒的各種準備工作和在彌撒中收信眾奉獻等的工作，與歌唱無關。不久教堂的歌詠團勸我加
入她們一同詠唱。這個小小的教堂的歌詠團「人丁」向來單薄，只有單聲部，而且沒有男聲。加入了教會之
後，我變得很積極，很想跟她們一起唱。可是畢竟明白自己的能力，也許可以坐在她們的後一排跟著唱也就
算了。儘管如此，短短幾個月間，和她們一起練習，倒也認識了不少在彌撒常唱的歌。
接著，我便看見教區「聖樂委員會」的音樂課程的宣傳小冊子，謂九月份新課程招生。我便一下子同
時報了兩個課程（視唱、聲樂）。在這兩年的課程的學習中，我發掘了以前沒法想像對音樂、對唱歌的興趣。
一方面增加了不少音樂知識，掌握了基本的視唱能力，另一方面透過學習聖樂，包括拉丁文額我略詠唱(天
主教傳統無伴奏詠唱)等，加深了對天主教的歷史和音樂的認識。還有一點很重要的，就是認識了許多新的
朋友，使我的生活有所改變。這課程的聲樂老師，成了我的好朋友，到現在我還
時常探訪他，很享受和他和他的家人、其他學生、朋友一起唱歌的時光。這段時
期我買了一枝半音階口琴自學，樂趣更多。
偶然在一個場合遇見以前慕道班的導師劉偉一，不知他在哪兒聽說我參加
了教區的音樂課程，於是問我有沒有興趣加入城市合唱團。雖然只學了音樂和歌
唱的皮毛，我那時已毋畏毋懼，對所有新事物都躍躍欲試。就是這樣，在去年底
加入了城市合唱團。對於歌唱經驗淺薄到不可再淺薄的我，加入男高，是一個很
大的挑戰，因為唱的有時不是主音，較難上口，把持不穩就會被其他聲部擊潰，
更談不上和聲了。我正在努力學習中，希望能不斷改進，感謝萬老師、前輩們的
包容和指導。

聲部長的話—新幹事，新作風

鄭汝鴻

在第一期城訊裡，我己曾寫過一篇感受，今次當編緝找我再寫一篇時，我真
的不知寫什麽？何況我不是寫慣文章的人，拿起了筆，一點概念都沒有，想了一
想，不如談一談今屆幹事的看法吧！打從新一屆幹事成立至今，雖然只是短短两
三個月，但從各個幹事的積極參與來看，是歷届所看不到的，各單位的工作表現
不但快，而且很有建設性，他們大都是新人新加入的新幹事，那股衝勁，真是令
人讚賞，我自感不如。 他們除了兼顧眼前的工作外，還要預計两年內一連串的工
作，而這些一連串的計劃都是能提高合唱團的水評和穩定，包括安排一連串的歌
唱技巧和知識的培訓予團員，還安排一連串活動和聚會等來增加新舊團員的凝聚
力，令大家都能融洽在一起，實在不易。 我身為男高音聲部長，做不了什麽，除了只能盡力亦必須去配合
這些計劃外，亦會盡量去維繫各兄弟，包括視譜的練習和溝通，務求能提升本聲部的水準和彼此間的和諧。
但願各聲部都能如此，這樣，一個健康而高水評的合唱團，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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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長兩年計劃(4/2015-3/2017)

劉偉一

計劃一 : 舉辦樂理班、視唱訓練班等
目的 : 提升各團員視唱力，希望兩年後每位團
員都是視唱專家，讓視譜能力成為香港城市合
唱團的强項及特有的標誌。

計劃二 : 定期舉行觀摩互動、合唱技巧
訓練、合唱訓練營或集訓日, 以及合唱
和其他文化藝術欣賞會…
目的 : 提高各團員的合唱技巧及藝術修
養，希望香港城市合唱團兩三年後能
具有國際頂級合唱團的水平。

計劃三 : 組織生日會以及其他康樂活動、香港
境內/外旅遊、外地文化藝術交流等…
目的 : 加强團員的內聚力，各聲部之關心與滿
溝通，特別是對新團員的關注關心, 增加團員
們對”城市”的歸屬感和凝聚力 ! 同時借對外
交流, 讓團員們了解本土和外地的合唱和文化
藝術的水準, 取長補短, 更利自身發展!
計劃四 : 定期對外招募新團員
目的 : 希望兩年後團員人數能增至八十人。

城訊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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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練計劃2015

關錦萍

量背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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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部有話說—康樂活動安排

李建國

我團乃由一羣業餘愛好音樂歌唱人仕組成. 然而我們了解到: 愛好是從興趣開始，再
變成樂趣，最後成為志趣。
興趣是你對這件事情是否有感覺，是否想去做，可以在做的過程中產生做事的衝動感；樂趣是你
能去做，並把它做好，在做的過程中產生快樂感; 志趣是你不僅能把它做好，還能把它做到最好，在做的
過程中產生成就感，並為之努力和奮鬥。
康樂組主要活動將放在圍繞合唱周圍而設置，使團員能產生快樂感, 成就感. 例如多做些音樂的欣
賞，恰巧今年五月萬老師舉行演唱表演, 我們會組團一同支持及欣賞.
為了提升歌唱技巧, 在六月尾我們會舉辦兩日一夜的美食觀光合唱訓練營,另外為了本團的週年表演, 今年
八月至九月的強化訓練日活動後亦會有敍餐。 一來可爭取更多練習時間，二來可加深各團員溝通，增進
合唱默契，並增加聯誼機會。
所以康樂組的重點是希望從各活動中去形成每個成員之間更緊密的聯繫, 能把彼此志向相同，思
想、興趣一致的團員凝聚, 把各自的唱歌愛好, 變成樂趣, 再昇華至志趣. 發展至全合唱團, 彼此成為志同道
合的合唱團戰友。
除了音樂生活等，我們也要照顧我團成員正常娛樂。我部為了解各團員的興趣, 經內務發出問卷,
從問卷回覆分析, 得知最受歡迎節目為聚會聚餐, 及分別次序為:旅行,BBQ, Karaoke 等. 所以來年會舉辦各類
的户內及户外活動如遠足，BBQ, Karaoke 等。 節日歡敍當然不可缺少, 如今年四月的復活節茶敍, 十二月
的聖誕联歡及農曆新年團拜等。希望藉著康樂組舉辦的種種活動, 加深各團員溝通, 增進合唱默契, 並增加
聯誼機會, 團結留住新舊會員，使成員高興來到合唱團唱歌, 一面提升歌唱技巧, 同時增強對本團的歸屬感,
一同進步, 使香港城市合唱團成為香港知名, 有水準的合唱團。

十二月慶生會

四月復活節早晨茶聚

一至四月慶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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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聲樂節目演出訊息
歌劇：浦契尼<<托斯卡>>
7-11.10.2015 19:30
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維也納兒童合唱團
10.10.2015 20:00
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11.10.2015 15:00
元朗劇院演藝廳

博斯捷(男高音 )與楊雪霏(結他手 )音樂會
25.10.2015 20:00
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歌劇︰威爾第《遊唱詩人》
11-12.12.2015 19:45
12-13.12.2015 14:45
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來源： http://www.lcsd.gov.hk/CE/CulturalService/Programme/tc/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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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樂小知識
歌唱的聲音是世界上最為古老的“樂器”。 人類在生活中，慶典
上，儀式中和隨後產生的舞臺上，已經歌唱了成百上千年了。格裡高利聖詠
是有記錄的西方音樂的最早例子之一，可追溯到 1400 年前。
最初，格裡高利聖詠是單旋律的，歌手就是我們知道的男高音。在
1100 年前左右，第二條旋律加進來了，隨後是第三條，第四條律。。。。。
演唱不同旋律的歌手則分別為男高音，男低音，Soprano，Alto。在歷史的演
變中，合唱也就產生了。

資料來源《音樂小百科。聲樂》

樂理小知識—音名和唱名
音名：每個音都有它的名稱（C D E F G A B ）即音名（如鍵盤圖示）。
唱名： 唱歌時，每個音都有一個唱名，即 do，re，mi，fa，sol，la，si。
中國人唱歌，多採用首調唱名法，即根據已知的調（key）來確定 do，re，mi，fa，sol，la，si 七個唱
名在五線譜上的位置。

怎樣知道一首歌曲的調（key）？怎樣確定不同調的七個唱名在五線譜上的位置，請看下期城訊。
資料來源《怎樣讀五線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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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合唱團委員名單 2015-2017
團長

劉偉一 (Laurence)

秘書

賴寶欣 (Pauli)

財政

謝錦霞 (Liza)

內務

關錦萍 (Anita)

外務

曾潔儀 (Florence)、韓倩 (Hazel)

總務

王耀宗、鄭汝鴻 (Joe)

譜務

鄭定國 (Henry)

康樂

李建國伉儷 (Mark & Gladys)、劉麗珠 (Judy)、
李詠欣 (Winifred)

服裝

雷淑燕 (Sandy)

學術統籌

張小群 (Farrah)

網頁統籌

陳士珍 (Ophelia)

團刋負責人

熊星、賴寶欣 (Pauli)

男高聲部長

鄭汝鴻 (Joe)

男低聲部長

劉偉一 (Laurence)

女高一聲部長

韓倩 (Hazel)

女高二聲部長

余麗燕

女中代聲部長

鄧萍愛 (Karen)
Farrah

Mark

Henry

Winifred
Karen

Judy

Ophelia
Anita
Laurence

Hazel

Gladys

Pauli

Liza

Ka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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