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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我們曾經期盼：	《城訊》能跟隨合唱團的成長而成長，能跟隨合
唱團的進步而進步。。。。。，是的，半年過去了，合唱團又前
進了一大步。

我們有中山音樂分享之旅的美好回憶；我們有葵青社區演出的快
樂體驗；	我們有凝聚團友的友情茶聚；我們舉辦了旨在提高演唱
水平的視唱研習班；更有每周一次的認真排練；最重要的是我們
成功地舉辦了《向大師致敬音樂會系列 II》的演出。。。。。。

半年時光，我們有如此豐富多彩的活動內容。我們相信，每一位
團友都從中感受到歌唱的意義和快樂，體會到團隊友誼的可貴和
重要。

本期《城訊》正是團友們上述體驗的心聲表達。我們向所有團友，
特別是積極撰稿的團友表示最衷心的感謝。真誠希望團友們繼續
關注《城訊》，永遠支持《城訊》，讓它越辦越好，不斷成長和
進步！

恭祝大家聖誕，元旦佳節快樂！新年萬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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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萬」語千言

如何欣賞合唱																				萬建平老師	

我的經驗是從感性體驗和理性觀察兩個層面和角度。

感性體驗即是聽作品前沒有任何主觀預判 , 全身心地去感受表演
者的藝術感染力 , 然後 , 你問自己 , 舞臺上傳出的聲音碰到你哪條
神經了，是點到你心房了,還僅僅是觸動你感官神經,或感覺麻木,
甚至令人心煩 , 當然 , 如果你被感動 , 那就身不由己 , 被一路吸引
下去。

所謂理性觀察 , 即是無論被感動或麻木 ,
都理性地找出其中原因 , 可在以下方面入
手 :

1. 音色 ( 聲音悅耳嗎？音色豐滿嗎？ )
2. 歌詞 ( 歌詞表達清楚嗎？ )
3. 音準 ( 旋律、和聲的音準好嗎？ )
4. 情感表達 ( 作品風格多種多樣，把握恰	
當嗎？ )
5. 視覺效果 ( 演唱者是否投入到作品的情
境中？ )

除此之外 , 仔細地審度作品的創作風格、
類別 , 以及感受不同時代的氣息 , 和大師
的偉大、精妙和對生命的態度。當然 , 劣
作也不泛其中。

寫於呼和浩特回香港的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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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一」語表心懷

 排除萬難																					團長		劉偉一
今次九月廿日的 "向大師致敬音樂會系列 II" 十分成功，除了各團員
大家通力合作，私底下非常努力外，亦因為有 ' 心窗非洲鼓樂聚 ' 旗
下的	SHARINGS	AFRICAN	BAND	的坐陣，使音樂會生色不少。

萬老師在慶功宴時說過初初根本沒想過要邀請非洲鼓樂隊演出，只
是一新團員的提議，覺得唱 CIRCLE	OF	LIFE	時，如加上非洲鼓伴奏
會精彩很多！其實，當時我們排這歌時，根本捉不到節奏，非常亂，
我想若加上非洲鼓伴著，可幫助我們拿到這首歌的感覺，比較容易
跟上應有的節拍。所以我便照一張長長的名單，嘗試逐一聯絡有關
的組織。那天是七月一日 ( 我記得非常清楚，因那晚我是在慶祝診
所成立周年的晚宴上，用手機聯絡他們 )，我出了第一份電郵給名單
上第一個組織，意外地不到幾分鐘便收到對方的回覆，說很有興趣
與我們合作，這組織就是 ' 心窗非洲鼓樂聚 '。跟著幾次接觸後，就
擬定了今次音樂會的合作形式，過程非常順利，我們亦得益不少！

我對今次的經歷有一些感受，覺得真是「自古成功在嘗試」，在今
次籌備音樂會及排練過程中，聽到不少聲音，首先說 SINGING	IN	
THE	RAIN	太難了，所以練了幾次就放棄 ;	跟著說背譜太難了、銷票
太難了、找廣告太難了、安排時間加班太難了、	在舞臺上跳動太難
了、最後再加一首MEGURU太難了…………但幸好大部份團員都能
懷著同一目標，排除萬難奮力向前。

今次的成功可成為我們合唱團日後發
展的借鏡，每人都要盡力發揮潛能，
挑戰自己，合力創新，但最重要的是
要先由打好基本功做起。

為了更美好的未來，大家繼續努力、
加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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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故事

為了提升歌唱技巧及增進各
團員合唱默契 , 康樂部	在六月尾於中

山舉辦了兩天一夜的音樂分享夏令營。	據說
這類活動是我們合唱樂團首次舉辦的 ,	是次有大約

30 位團員同行。行程為免舟車勞頓 ,	保留精力，全力參
加各精心安排節目，特別安排乘船來回直達中山及回港。

午餐後就是活動的重頭戲環節	-	萬老師的合唱團音樂講座 ,	在萬老師
的悉心指導及教授下 ,	增加了我們對品評不同合唱團表現優劣的知識 ,	
不但提升團員音樂造詣 ,	並能拓闊音樂視野 ,	使我們獲益良多。

晚飯過後 ,	康樂部安排互相認識的遊戲 ,	之後我們就舉行了一個 "天才表演 ",	
讓各團員盡展所長 ,	除了唱家班的獨唱、小組合唱 ,	及 " 夫唱婦隨 "	外 ,	還有
口琴大師 , 大家盡情發揮 ,	盡顯才能。

另外 ,	女低音組表演了 " 時代版的卡門 ",	又唱又跳。男子組亦不遑多讓 ,	把老
師平日教我們唱歌的要訣竅門 ,	生鬼地用趣劇表現出來 ,	詼諧得令大家捧腹大
笑。	最後壓軸齊齊大跳排排舞 , 連老師也一時技癢，一起參予呢	!	這個笑聲不
絕的晚上，使我們重拾那些年 -年輕學生時代的快樂回憶。

次日，我們遊覧了香山商業文化博物館 ,	加深了對國父出生地 - 中山這地
方文化的認識。團長即場爆料，原來中山也是劉團長的鄉下。

這個充滿歡樂音樂氣息的夏令營 ,	不但令各參加團員留下快樂人生
片段，並提升了我們對音樂的造詣 ,	更令團員互相加深認識 ,	增
進彼此合唱默契。

希望在萬老師及劉團長的悉心指導及帶領下 ,	我
們這群志趣相投的團員，能令香港城市合
唱團躍進一大步 ,	綻放異彩。

6月 27-28	日中山夏令音樂分享之旅
-	那些年難忘愉快之片段	

男低 1		李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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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故事
今晚我是一名聽眾

女低 2		陳明

加入城市合唱團十多年，參與演出和比賽那麼多次，
可從來沒有機會以觀眾的角度欣賞本團的表演。每次
表演之後，都聽不少的喝彩聲和讚賞，雖然明知團的
本身有很多缺點，但仍然感到飄飄然，感到辛苦排練
是值得的，內心好不興奮。

今年九月廿日在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本團成功地完成了 " 向大師
致敬音樂會系列 II" 的演出 ;	果然台下掌聲如雷，事後好評如潮。演
出當天我因嗓子啞了，做了一次觀眾，這次的旁觀經驗，令我又驚
又喜！

喜的是：第一，只有八個人出場的 Alto，沒有辜負 Anita 給我們的
頻頻集訓，唱得不但整齊悅耳，而且音量和其他各聲部非常配合，
還有，八位 Alto 全都沒有 "讀譜 "，全都專注在指揮的身上。其次，
整體來說，這次的演出給人的感覺比較輕鬆，一改以前的木納呆板。
	
慶功宴席間，在各團員歸納了觀眾和親友們的讚賞和意見後，我也
說了一些自己的感想，也許不太對，也許是期盼太高的失望。在此
我逐一說說我當時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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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韻 -- 那場表演處理得超好，韓倩的舞蹈令人眼睛一亮，可能
排練不夠，以致柔軟度不夠。我一直知道韓倩會舞蹈，只是沒給她
機會。合唱的部份強弱急緩欠明顯，激情不夠。

2.	 清流 -- 不夠清。

3.	 山在虛無飄渺間 -- 沒有迷濛感。

4.	 春天裡 -- 我父母也是抗戰時的流亡學生，後來父親做電影事
業。所以這首歌我很有感受。

	 a.	 大家對這首歌的背景了解不透澈，當時的學生很窮，但浪	
	 	 漫、調皮、搗蛋。

	 b.	 唱這首歌大家要回到學生時代，曲詞可以奔放一點。阿	
	 	 耀、劉偉一、鄭汝鴻演出活潑。

	 c.	 最欣賞鄭、劉的開場，非常逗笑好玩，可惜其他人進場	
	 	 時，整個氣氛變得欠朝氣、沉悶、拖時間。

5.	 漁陽鼙鼓動起來及游擊隊歌 -- 力度不夠，沒有氣魄，不夠雄
壯。雖然萬老師說以後不讓我們唱這類歌，但我覺得應該多試試這
類歌。大家收集一下當代材料，讓大家了解那時的歷史背景，可以
激發大家的情緒，歌是可以唱得好的。

6.	 黃水謠和保衛黃河 -- 也是要有氣魄才行，同時強弱音對比要清
楚。

7.	 至於音樂劇 (我們少時稱歌舞劇 )	-- 這類歌，咬字一定要清楚，
因為是說話，句子是說出來的，要乾淨，不能含糊。

8.	 兩首非洲歌都很好，有動感，可惜各人走位 (移動 )	時不利落，
有人如夢初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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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故事 新團員的心聲 -
堅持不懈 ,	終有成果

女低 2
鄧美犀

臺上一分鐘，	臺下十年
功，	苦練自始終，	畏難難成功！

這幾句話概括了我第一次參加香港城市合
唱團演出的體會。

我是今年 3-4 月參加合唱團的，	從來沒有歌唱經驗的我
被安排到 Alto 組，頭幾次參加訓練我完全糊裏糊塗，	一個
晚上跟不了幾句，	回家努力，	自以為唱熟了，	但回團訓練，
高音的一開口，	我又不知自己在唱什麼了，	好幾次打算放棄，	但
熱愛音樂的我又捨不得，	後來多得 Anita 等前輩們的熱情幫助，	我
慢慢適應了。

九月份要演出，	剛好我八月份不在香港，	原本沒有打算參加演出的，
但作為學習，也為了興趣，我把所有譜子都帶上了，整個假期，只要一
有空就練，	好不容易把所有中文歌曲都拿下來了，	但英文歌曲因為要背，	
我試了試就打退堂鼓了，	難，實在太難了！把這些歌詞和歌譜背下來是
不可能的事情！

九月初回來後，	參加了幾次訓練，	發覺英文歌曲真有人可以背下來！
後來也因為劉團長的一句話，	我決定挑戰自己，	為了能趕上和把音唱
準，	我馬上買了個電子琴，	先把 Alto 的譜子彈好，	用手機錄音，
把歌詞濃縮在手機了，	工作之餘一有空就練習….. 練到發開口夢都
在唱歌 !

功夫不負有心人，	到演出那天，	我基本都能背了，	好慶幸
自己沒有中途放棄！參加這次演出，	我收穫良多，最
大的便是面對困難，不要放棄，只要堅持不懈，就
終會有成果！

大家加油呀 !	希望下一次的演出
更加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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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故事 歌譜的誕生

男低 2
鄭定國

城市故事
各位可有想過您每次拿取或收到電郵的歌譜，其實需
要經過很多程式，才能靚靚放在你的面前；想知道香
港城巿合唱團的歌譜是如何誕生的嗎？

經萬老師挑選歌曲後，交到譜務小組準備製譜的工
作。程式的複雜與否要視乎歌譜原稿的條件如何－

修改歌譜前的準備

先在家裡將歌譜逐頁掃描（scan）成一個個 pdf 檔案；如原稿紙張
太薄，需要用黑色卡紙托底才影印，避免連同背頁的字及譜也影印
下來。如是歌書，很多時會影到摺位的邊，及有機會把靠邊的五線
譜及歌詞影到變成弧形，原因是影印機的蓋板不夠重而讓壓著的歌
書走了位；為防止變成弧形需要用手壓著歌書四角來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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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歌譜步驟

a)	 先在 Photoshop	放大歌譜的圖像以便修改。
b)	 較正傾斜歌譜的水平。
c)	 盡量按比例裁放歌譜至最大；單數頁預留左邊位多些以作打孔																		
						用，相反，雙數頁則預留左邊位少些。
d)	 清除污點及舊有頁數。
e)	 補回五線譜缺少的線。
f)	 補回音符缺少的線。
g)	 補回譜號的線，有時因原稿早已打孔關係，很多時打在譜號上。
h)	 加樂譜「統一編號」在右上角。
i)	 加音節的數目在左邊譜號上。
j)	 加樂譜頁數。

整個程式最繁複的是修改污點、多餘的線條，以及手寫文字，尤其
是「複雜頁」，每改一頁需要的時間要一整天，不要說我誇張，因
為要好小心將五線譜「每一間」都要抹去底頁反影上來的字及譜，
一不小心可能會抹去五線譜及音符，又要按「undo」重做。

如字面太多雜線，需要再放大歌譜方便清除雜線，又要顧及不要抹
去原字的筆劃。通常一頁需要清除污點 1,000 點次是平常事。經過
修改後，大大提高了每頁的容量（MB數）。少的修改，每首歌容
量由幾MB改至拾幾MB; 較多的修改，每首歌改至百多MB是等閒
事。

為了縮小歌譜的容量，先在印表機印出已修改了的歌譜，再將歌譜
放在自動輸送器（ADF）上掃描一次成為 pdf 檔案，這樣等於未做
修改時的容量。直至此時，終於可以發電郵給各團員，附上經修改
後的檔案，其實這時只是完成工作的三份之二，尚有一些團員因為
不方便列印而需要本會代為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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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我會在星期一到灣仔影印店 ( 選這間是無論紙質及影印都有一定
的水準 )，等候期間往午膳，跟著取回影印本；各位可想過譜的重量，
就取最近的中文歌加聖詩歌共 12 首為例，每首歌影 40 份，加起來
重量也不少。然後再過佐敦童軍會進行打釘及打孔工作。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歌譜打釘是 45 度角並盡量貼近左上角 ( 作用是方
便大家掀頁向後)，同時釘的後面是扁平的嗎（需要特別的釘書機)？
直至帶返尖沙咀文化中心給各團員取用，終於可以鬆一口氣又完成
了一次任務。

譜務小組
鄭定國Henry

後註：多謝合唱團給我擔任譜務小組這工作的機會，因做譜務關係，
讓我加深瞭解我自己的三合一影印機，將它的效能發揮至最大。但
也令我後悔買了這部影印機，因為炭粉的價錢實在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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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故事 聲部長的話 -
[ 樂 ] 在城市

女低 1
鄧萍愛

加入城巿合唱團轉眼已
八年有多了，非常感謝萬老師

多年來帶領我去感受合唱之美，也要
多謝團友，讓我能在互相包容和支持的氣
氛下享受合唱之樂！							

城巿每年都會有周年大型演出，我除了有一年因要事
未能抽身出席，其餘都一盡己任及義務參與了；感覺
今年很多團友真的相當積極勤奮，除了基本綵緋外，表
演前多次自發性組合，加班練習，務求先對歌曲旋律、拍
子等掌握好，再配合萬老師對歌曲的處理，以達到更佳演
出，真是可喜的現象！	相信這種合唱態度如能堅持，每位
團員在平日多抽時間將歌曲練熟，城巿的水準一定會更向前
邁進！											

作為城巿的一分子，對今次城巿的演出有相當的突破及好
評，實在感到非常興奮和令人鼓舞！期望自己的歌唱技
巧也能和城巿一起進步，不辜負老師的心血。願城巿
能伴我再走過另一個八年，再另另一個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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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故事 8月30日	
-	社區演出的回想

女高 1	
李懿君 CAT

香港城市合唱團應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邀請，8月 30
日在葵聯邨有個戶外的演出。

收到通知後，我想這是個很好的體驗，尤其是對於我這個新丁，自
從離開學校後就未曾有過演出的機會，再者，9月 20 日更要在尖沙
咀文化中心演唱了，所以就趁這一次好好熟習上台的經驗！

在演出大約兩星期前，團長給了我一個附加的任務	-	做當日的司儀。
其實，我從來沒正式做過司儀的工作，不過都希望可以為合唱團出
一分力、做點事。心想，以前在學校有朗誦，加上以前工作時也是
有做項目報表的機會，便答應了團長，即管嘗試吧！

初步瞭解一向演繹的模式後，再收到團長傳來的歌曲背景資料，便
和拍檔開始準備當日用的司儀稿，有些內容節錄了歌曲的背景資料，
有些內容便取材於歌詞的含意來編寫。

幸虧，總算草草地完成了當日的司儀稿，還在家裏練習了數遍，找
到適當的聲調去演繹，希望不負團長的寄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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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去到現場，才知道曲目要有所調動，我想，先後次序調動應該
沒有問題吧！開始表演時，總算可以依著編好的稿去進行，但後來，
由於時間緊迫，而團長說最重要的是盡量把所有歌都為觀眾送上。

所以，後來大部份的歌曲介紹也簡化了很多，除了要懂得如何即場
串連簡化了的內容外，更加考驗我的就是即時和拍檔如何呼應，突
發的對答，如何使觀眾聽得順耳和帶些幽默的元素。這真感謝我的
好拍檔 Anita 聰敏的配合，使我的使命能順利完成！

我和她，仍要參加演出，所以一邊又唱、一陣又講，確是連走位也
要臨時去應付。真是一個頗具挑戰的體驗！

對於當天的戶外演出，雖然天公不造美，全場總是下著微微的細雨，
幸虧多得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悉心安排，我們有個專業的舞臺，觀
眾也有遮蓋的座位，即使在這惡劣的天氣下，也有不少的觀眾來聽
我們為他們唱歌呢！更使我們鼓舞的，是大部份的觀眾都很熱情，
掌聲不斷，這使我們唱得更加起勁，不經不覺，這兩個多小時便很
愉快的過去了。

雖然天公不造美，但那下午，我們的歌聲，仍然被觀眾的濃濃的熱
情環抱著，像是和絲絲的銀雨混合了一起，你試想一下，這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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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故事
在美妙的合唱藝術裏洗滌心靈

女高 2	
陳士珍

亦對合唱音樂有追求，有空逛唱片舖就看看有那些好的合唱作品，
多年前的一次經歷實在難忘，唱片封面的非洲酋長頭像吸睛效應下，
要求試聽，感覺好特別便把唱片買下了，回家後不斷上網查看作者
及作品的背景資料，這樣大大增加我對整個樂章的興趣及瞭解。

在遊走網頁之間似乎已跟范曉先生穿行於非洲大陸的叢林山澗之中，
帶著笨重的攝影及錄音器材，日以繼夜，冒險地將不同部族的精神
面貌丶表達悲傷或喜樂的歌舞記錄下來，然後回到英國編撰了一首
盛極達三十多年的聖哉經。

因網上資料全用英文，此前獲邀到臺北國際合唱節的宣傳單張是中
文，臨出發前心血來潮地細讀單張，驚喜地發現音樂節閉幕將聲演
大衛範曉的《非洲聖哉經》，那不就是	David	Fanshawe 的	African	
Sanctus 嗎？

合唱創作靈感及安排，我想是很罕有的，范曉先生結合了圖像丶錄
音丶敲擊樂丶獨唱及過百人混聲合唱，現場演出肯定會觸動了觀眾
體內每個細胞。

抵達臺北當晚已遇上范曉先生，很開心 ; 之後聽畢先生的講座那天還
自薦作收銀員幫忙推銷產品，最後獲贈先生精美的攝影明信片。閒
談間得知先生年輕時曾來港探親，原欲選址香港為亞洲首演非洲聖
哉經，可惜 .....，閉幕音樂會的情境仍歷久常新。

自那時起便多聽了人聲的音樂，就今年初的香港藝術節，十場中七
場是有唱歌的，包括赤腳女聲丶庭院之聲學院獨唱家與繁花古樂團
丶大同丶歌劇沙皇的新娘丶 Pink	Martini、聲音劇場及狄杜娜朵 ( 戲
劇女王 )。

個人前段日子對合唱的認識很膚淺，被動的跟足老師
及指揮的要求，99合唱節以後感動的事件接踵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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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欣賞過的也有 Tallis	Scholars	及 Chanticleer 的全男班無伴奏合
唱。

與 Chanticleer 多年前的「偶遇」也是在唱片店內，他們除擅演文藝
復興時期及中世紀的樂曲，亦能無暇地演譯爵士樂曲丶福音歌曲及
現代作品，當中包括了用普通話灌錄陳儀（一度是他們的註團作曲
家）的作品，他們的歌聲讓聽眾一起走進充滿詩意的境界－很有洗
滌心靈的力量 ....

這次雄雞合唱團的「醉人月色」音樂會帶來很不一般的感動，十二
位歌手聲音時而豐厚丶時而清透，當演唱難度高的曲目如用上兩個
調的「天籟之音，作品五十三之一」，多聲部作品如「我心鎮日歌唱」
也唱得很協和，經典名曲的演繹亦出神入化，本領高強絕對配得起
「人聲交響樂團」。

每次音樂會前都盡可能瞭解曲目的內容以取得共鳴，往往在排練新
歌前都上網找資料，然後牢記老師的指導，用心丶耳聽為求達到和
諧的一把聲。

同意陳明老師的觀點，	我們演繹外國作品尤其是音樂劇及黑人靈歌，
在咬字丶語氣方面都較弱，真心希望有辦法提升，至少聽上去有八
分似外國人唱歌。

那麼中國人唱中文歌是否一定被受落呢？又未必，話說當年無歌手
願意唱的「彎彎的月亮」被事業走下坡的呂方唱紅了，記得那年臺
北聽了芬蘭五人無伴奏組合唱這首歌，甫一開聲簡直優雅，渾厚低
沈及婉約的歌聲，月亮丶小橋丶小船及流水立即拼出一幅詩意的圖
畫，令整個音樂廳都充滿著濃濃的鄉情。

Pink	Martini演唱「恭喜，恭喜」簡直大大提升了這首通俗的賀年曲，
旋律及和聲配得恰到好處，好聽又優美。

在此我承認有少許崇洋，若外國人也能唱好中文歌，雖然我們是業
餘的，亦應責無旁貸的將中文曲目演繹到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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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故事 演後感言

女高 1
	謝錦霞

2015 年 9 月 20 日是我
團 ( 香港城市合唱團 ) 在文化中

心音樂廳演出的曰子。在排練初期，心
中總嘀咕著 : 明明是《向中國大師致敬》的，
怎不只是大師們的樂章呢？加了整半場的西方歌
曲，哎喲！更不得了，最後還添加了一節非洲鼓呢！
哈！真想不透，這會融合嗎？後果會怎樣？

不置可否地在排練。經過了一段時間，在大家團員的努力下，
更在臨門一腳時，老師更添加了一些搓手，打響指，拍腿等招
風喚雨的神技後，我團的演出終於有醒神的回報，頗得好評。

很多反映，都認同比以前進步了，很成功，不沉悶。這才令我醒
悟到，不是一成不變的，可靈活安排。只要做得好，結果就會好
的了！

大家繼續努力吧！追求更突破的成績啦！更要強調 :	老師靈活
的頭腦，真能起招風喚雨的作用呢！！！

值得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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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內城外 城內
2016	年上半年排練計劃

內務	關錦萍

萬老師提及，我們的排練主要不是為演出，重點是需要將所有團員的
音樂修養提升，包括音準、拍子、視唱、發聲，同時亦希望團員多欣
賞不同合唱團的演出，從而提高聽辨能力，所以本團委員會盡快推行
提升合唱水準的各項活動。

現已落實的項目有：

	I.	萬老師教授的小組聲樂班，第三期已上課中，報名團員十分踴躍，
報了名之團員，亦需要排期至 2016 年初才可上課。

	II. 視唱訓練班	已於 2015 年 10 月尾開課，為期 10 堂。名額亦火速
爆滿，每次的練習座無虛席，上課時團員間亦積極互動學習，態度認
真。

	III. 逢星期一回團排練的形式上，也起了一些變化，以往比較著重排
練演出歌曲，最近萬老師在每次的排練中，大部份時間用作練習發聲
及視唱，並即席抽查，令學員更明白自己的弱點在哪，從而可加以改
善。

在未來幾個月內，將會舉行冬季音樂分享謍、音樂講座、音樂觀摩會
等等，我們舉辦的各項活動都需要各團員支援及參與，合唱團之水準
才得以提升。希望經過 2016 年之密集基礎訓練後，城市合唱團的演
唱水平將達至新的高峰，大家共同努力，為城市創造驕人成績！

內務
Anita

回顧 2015 年 9月 20 日本團的周年演出大獲好評，實在
衷心感謝各團員出席演出前之所有排練，同時亦欣賞各
聲部自發組隊練習的精神。因是次演出的迴響，引發重
新制定 2016 年排練計劃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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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唱訓練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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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內城外 城內
康樂部有話說

2016 年上半年康樂活動安排

康樂	李建國	

20

康樂部竭誠為全體團員服務，特安排 2016 年上半
年活動如下，希望團員們踴躍參加！

冬令營

四

四月十日 ( 星期日 )	
內部觀摩 ( 北角聖猶達堂禮堂 3-7pm)	

五月八日 ( 星期日 )		
城市青年合唱團周年音樂會作表演嘉賓 ( 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	



城內城外 城外
9月20日音樂會
聽眾問卷小統計

	共收回有效問卷 36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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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內城外
	

城外
9月20日音樂會
聽眾問卷小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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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內城外
	意見反饋 :	

1.	和非洲鼓樂合演，頗有新鮮感，但此次演出份量太重，不大配合主
題。

2.《	海韻》意境不俗，歌舞俱佳，海浪聲有創意。

3.	男聲合唱《春天裡》節奏明快，諧趣生鬼。

4.	小組表演出色，司儀大方壓臺。

5. 上半場服裝高貴典雅，很配合歌曲，下半場若能改變一下形象，
更有氣氛。

6. 女聲領唱聲音很美，但唱英文歌咬字不太好。

7.<Circle	of	Life>	打手打腳有氣氛，但不明白是何意思。

8. 雖是藝術歌曲，但不沉悶。

9. 有些團員表情較木納。

10. 男低音較弱。

如欲重溫當日表演片段，可到以下連結：

向大師致敬音樂會系列 II	( 上半場 )
https://youtu.be/nSfkQufC9vw

向大師致敬音樂會系列 II	( 下半場 )
https://youtu.be/wK0_ZwKfp_o

城外
9月 20日音樂會
聽眾問卷小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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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內城外 城外
2016年上半年
香港聲樂節目演出訊息

	

1.	都靈皇家劇院歌劇：父女情深		SIMON	BOCCANEGRA
					Feb	26	2016	7:30	pm;	Feb	28	2016	2:30pm；	Mar	1	2016	7:30pm
				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2. 都靈皇家劇院音樂會：	威爾第與華格納歌劇盛宴		VERDI	and
					WAGNER	OPERA	GALA
				Feb	27	2016	8:00	pm
				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3. 都靈皇家劇院音樂會：	諾斯達的威爾第，蕭斯達高維契及普羅科
				菲夫	NOSEDA	CONDUCTS	VERDI,	SHOSTAKOVICH	
				and	PROKOFIEV
				Mar	3	2016	8:00pm;	Mar	4	2016	8:00pm
				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4.	安娜	涅翠科	與	尤西夫		伊瓦佐夫	演唱會	ANNA	NETREBKO	and	
				YUSIF	EYVAZOV	IN	CONCERT
					Mar	8	2016	8:00	pm
				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5. 萊比錫聖多馬合唱團與萊比錫布業大廳樂團音樂會	聖馬太受難曲
				ST	MATTHEW	PASSION
				Mar	5	2016	7:00	pm
				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19.2-20.3.2016	時值香港藝術節，世界各國藝術家匯聚香江，除上述
古典聲樂節目之外，還有其他各類音樂節目，豐富多彩，敬請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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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知識 聲樂知識

歌唱的聲音是世界上最為古老的“樂器”，	也是一件非常脆弱
的“樂器”，也是唯一一件不能復原，沒有備用的“樂器 '	. 想
盡可能長時間地享受健康的聲音，唯一的辦法就是好好地照顧
它。

水和休息是保護聲帶，預防病癥，解決各種聲帶問題的兩大擧
措。

1)	 喝足夠的水：	這是所有歌手們的共識。足夠的水意味著每	
	 天攝入兩到三公升的水。要喝常溫的水，不加冰，	聲帶不	
	 喜歡熱飲和冷飲。

2)	 適當的休息 :	聲帶有問題時，需要強制性休息。避免演出前	
	 後說話太多，有充足的睡眠。睡覺的環境要保持適當的濕	
	 度和空氣流通。

資料來源《音樂小百科。聲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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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知識 樂理知識

降 fa 升 ti 找調子

26

T

上期城訊說到音名及唱名，音名是固定的，但唱名卻是根據已
知的調（key）來確定 do，re，mi，fa，sol，la，ti 七個唱名在
五線譜上的位置，如 C調便是以 C音唱 do，G調則是以 G音唱
do。但怎樣知道一首歌曲的調（key）？

要	了	解	一	份	樂	譜	，	就	要	先	清	楚	這	份	譜	是	甚	麼	調	子	(Key)	
，	而	調	子	(Key)	是	由	調	號	(Key	Signature)	來	表	示	，	而	調	號	
是	放	在	每	行	樂	譜	的	最	前	端	。

在	音	樂	上	有	十	二	個	調	，	即	說	有	十	二	個	調	號	，	它	們	分	三	
類	：



小知識 樂理知識

降 fa 升 ti 找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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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知識 樂理知識

降 fa 升 ti 找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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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小知識 樂理知識

降 fa 升 ti 找調子

29

除了	Go		Down		And		Eat		Break		Fast 和	Fat		Boy		Eats		A	
Dead		Goat 這兩個口訣，還有一個更易記的口訣：「降
fa 升 ti」，即是有降號的話，最右邊的降號唱 fa，有升
號的話，最右邊的升號唱 ti，那自然就可以找到 do 音所
在位置，大家又認為哪個口訣更易記呢？

資 料 來 源 :	http://www.lckps.edu.hk/cysr/new_
page_28.htm

b

b

b

b



合唱團委員會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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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招募表格：
http://www.hkcitychoir.org/wp/wpgforms/recruit/



官方網頁 :	
http://www.hkcitychoir.org/

Facebook	專頁 :	
https://www.facebook.com/hongkongcitychoi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