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稿
即時發布
2013 年 5 月 7 日
香港管弦樂團公布第四十個職業樂季（
香港管弦樂團公布第四十個職業樂季（2013/14 樂季）
樂季）

下載樂季節目綜覽 [PDF]
下載 2013/14 樂季手冊
樂季手冊 [PDF]
- 梵志登大師擔任音樂總監的第二個樂季，指揮七套精彩節目，包括馬勒、
馬勒、蕭斯達高維契、
蕭斯達高維契、巴赫、
巴赫、白遼
士、貝多芬及德伏扎克等交響傑作
- 梵志登大師帶領港樂首演完整演出巴赫曠世巨作《馬太受難曲》
馬太受難曲》
- 兩套特別音樂會以慶祝香港管弦樂團第四十個職業樂季－「港樂四十周年復刻音樂會」
港樂四十周年復刻音樂會」及「港樂四十
周年音樂會－
周年音樂會－幻想交響曲」
幻想交響曲」
- 全新音樂會系列：
馬捷爾系列以慶祝華格納誕生二百周年及布烈頓誕生一百周年
舒曼系列（共五套節目）獻上作曲家全套四首交響曲、兩首協奏曲、室樂作品、獨唱會及座談會
- 國際知名音樂家包括阿殊堅納西、
阿殊堅納西、麥克基根、
麥克基根、艾斯、
艾斯、郎朗、
郎朗、曹秀美、
曹秀美、葛納、
葛納、嘉貝蒂及寧峰等
- 大受歡迎的太古輕鬆樂聚及太古周日家+賞系列載譽回歸
- 何鴻毅家族基金贊助為期三年的駐團作曲家及新作計劃正式展開，首年駐團作曲家林丰的新作將於
2014 年 6 月由港樂首演
- 香港管弦樂團合唱團將演出布烈頓《
布烈頓《戰爭安魂曲》
戰爭安魂曲》、拉威爾
、拉威爾《
拉威爾《達夫尼與克羅依》
達夫尼與克羅依》以及孟德爾遜《
孟德爾遜《仲夏夜
之夢》
之夢》
- 第二年錄音計劃將推出由著名作曲家盛宗亮指揮港樂演奏其作品
[2013 年 5 月 7 日，香港] 香港管弦樂團（
香港管弦樂團（港樂）
港樂）隆重宣布 2013/14 樂季音樂會詳情及全新計劃。1974 年，
港樂成為香港第一隊職業樂團，四十年來一直為廣大市民帶來美樂。2014 年是港樂的第四十個職業樂季，
新樂季的 64 場音樂會涵蓋管弦、合唱及器樂樂曲及多媒體，演出陣容鼎盛，匯聚中外超過 50 位音樂家、
演出團體及合唱團。
梵志登與香港管弦樂團
進入梵志登擔任港樂音樂總監的第二個樂季，他將帶領樂團演出 7 周共 14 場精彩音樂會。當中包括夥拍鋼
琴家蒂博代為 2013/14 樂季打響頭炮的「樂季揭幕音樂會：
樂季揭幕音樂會：帝皇與新世界」
帝皇與新世界」。其他與梵志登攜手演出的音樂
家包括再度來港演出的鋼琴大師比拉索夫斯基、男中音葛納、小提琴家寧峰、倫敦巴赫合唱團、香港兒童
合唱團及來自荷蘭的 Jussen Brothers。
全新音樂會系列
馬捷爾系列
2014 年不單是港樂慶祝四十周年的日子，更是慶祝兩位偉大作曲家－華格納誕生二百周年及布烈頓誕生一
百周年的大日子。港樂十分榮幸邀請當今最傑出的指揮大師之一－馬捷爾與樂團演出兩部經典傑作－華格
納的《無言的指環》（由馬捷爾親自改編）以及布烈頓的《戰爭安魂曲》。馬捷爾以提拔和培育年輕藝術家
聞名樂壇，他更將即席訓練一個由本港年青樂手組成的樂團，成功通過網上試音的樂手，將與港樂樂師並



肩而坐，攜手為大家演出。
承蒙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慷慨支持，促成馬捷爾與港樂的演出。
舒曼系列
舒曼是浪漫時期的代表人物，他把最自我、最真摯的感情全部寫進交響曲裡。港樂將於一連兩周的舒曼系
列以五套節目探索這位音樂天才的樂思與靈感，獻上全套四首交響曲、兩首主要協奏曲、精選室樂作品、
一場獨唱會，以及一場和大家漫談舒曼的座談會。首場音樂會請來指揮格拉夫獻上作曲家第一及第二交響
曲，而大提琴家秦立巍將帶來清新、幽默而抒情的大提琴協奏曲。年青鋼琴好手張昊辰緊接其後，先夥拍
港樂一眾首席樂師送上一場室樂音樂會，再於另一場音樂會演出舒曼鋼琴協奏曲，同台演出的指揮懷德納
將領導港樂演出作曲家第三及第四交響曲。整個系列將以一場舒曼獨唱作品音樂會作結。
漫談舒曼座談會由香港歌德學會全力支持
大會堂系列
1974 年 1 月 11 日，港樂正式以職業樂團身份首次亮相香港大會堂。四十年後，港樂將重返老家，前任音
樂總監艾德敦將聯同鋼琴家陳薩為大家演出這場別具意義的音樂盛會。另外兩場不能錯過的音樂會包括「梵
志登的大組曲」
志登的大組曲」以及港樂新任團長王敬與首席中提琴凌顯祐攜手演出的「年青的莫扎特」
年青的莫扎特」音樂會。
不可不看的國際巨星
多位國際知名的音樂巨星將於港樂第四十樂季登場獻藝，當中包括格林美得獎鋼琴家艾斯、郎朗、蒂博代、
比拉索夫斯基
比拉索夫斯基，歌唱家曹秀美及葛納，大提琴家嘉貝蒂，以及小提琴家寧峰及科帕欽卡雅等。
除了一眾獨奏家，港樂亦邀得多位享譽國際的指揮家同台演出，當中包括載譽榮歸的阿殊堅納西、格拉夫、
麥克基根、利茲、胡薩、馬卻及余隆等。
矚目新星閃耀登場
新樂季將有一系列耀眼新星登上港樂舞台，當中包括鋼琴好手張昊辰、來自荷蘭的 The Jussen Brothers
以及來自香港的鋼琴新力量李仲欣。此外，太古音樂大師系列本季將為香港帶來美國兩位最有前途和才華
洋溢的年輕指揮家－格蘭斯及紐約管弦樂團助理指揮斯卡利安。
太古輕鬆樂聚及太古周日家
太古輕鬆樂聚及太古周日家+賞
港樂去年的全新音樂會系列太古輕鬆樂聚及太古周日家+賞一推出已廣受歡迎，今年將繼續將音樂帶給更廣
闊的觀眾層。太古輕鬆樂聚將為樂迷送上三套別開生面的九點鐘音樂會，包括由歌舒詠「親身」演出的「藍
色狂想曲」
色狂想曲」、慶祝差利‧卓別靈誕生 125 年的「差利‧卓別靈─
卓別靈─城巿之光」
城巿之光」以及結合探索新舊世界的音樂四
季的「四季‧四季」
四季」。太古周日家+賞系列自推出以來，迅即成為小朋友萬分期待的周日節目。演出前後在
文化中心均有精彩活動，讓一家大小有機會與樂師近距離接觸，與樂師打成一片。
節日流行精選
港樂一直以來和大家歡度無數歡樂節日，分享天馬行空的創新音樂，也和一家大小共度快樂的音樂家庭日。
今季，港樂的垂誼．
垂誼．鄉思─國慶音樂會請來上海指揮家張國勇將以連串經典中國民樂作品，同場並有最精彩
的浪漫時期樂曲之一─德伏扎克情感深邃的大提琴協奏曲，由傑出香港大提琴家李垂誼擔任獨奏。
新華集團及永隆銀行分別為首場演出及 9 月 28 日演出贊助
港樂的年度聖誕音樂會－環遊世界聖誕夜將為樂迷展示世界各地的獨特聖誕傳統，搜羅多首膾炙人口的佳
節頌歌，再加上精心準備的特選作品，為一家大小送上滿載喜樂的管弦聖誕夜。

冠名贊助：鷹君集團有限公司
奧地利指揮家懷德納把家鄉的維也納新年傳統帶來香港。在 The Macallan Bravo Series: 維也納除夕音樂
會上，樂迷將會欣賞歡欣愉悅的圓舞曲和波爾卡，伴隨各位度過衣香鬢影的除夕晚上，舉杯迎接 2014 年。
冠名贊助：The Macallan
陪伴許多人成長的 Bugs Bunny，將聯同一眾好友來港賀歲！港樂以現場演奏配合投影大銀幕的精彩片
段，引領觀眾走進華納兄弟 LooneyTunes 卡通片裡熱鬧非凡的奇妙世界，在農曆新年前夕率先和樂迷拜年。
重要計劃
香港管弦樂團合唱團
香港管弦樂團合唱團重組後首演《彌賽亞》大受好評。今年，合唱團將繼續於多個音樂會亮相，送上更多
合唱作品，包括布烈頓的《
布烈頓的《戰爭安魂曲》
戰爭安魂曲》、拉威爾：
拉威爾：《達夫尼與克羅依
《達夫尼與克羅依》
達夫尼與克羅依》以及孟德爾遜《
孟德爾遜《仲夏夜之夢》
仲夏夜之夢》。
《仲夏夜之夢》冠名贊助：The Macallan
全新駐團作曲家及新作委約計劃
港樂全新的駐團作曲家及新作委約計劃由何鴻毅家族基金慷慨贊助，旨在為新晉年輕華裔作曲家提供與樂
團合作的機會。作曲家將透過創作一系列短曲，探索中國文化與西方交響樂傳統的關係，為樂手與觀眾帶
來嶄新體驗。第一年的駐團作曲家是香港土生土長的林丰，他的作品將於明年六月的四十周年音樂會上演。
錄音計劃
港樂與拿索斯合作的錄音計劃進入第二年。今年將推出由著名作曲家盛宗亮親自指揮他的創作，包括《絳》
─馬林巴琴與管弦樂隊的幻想曲、《歌、舞、淚》—笙，琵琶，大提琴，鋼琴與樂隊的四重協奏曲以及《燦
影》—為大提琴與弦樂隊而作。參與錄音的音樂家包括鋼琴家陳薩、馬林巴琴演奏家張鈞量、大提琴家李
垂誼、笙演奏家吳彤以及琵琶演奏家李暉。
錄音計劃由 AIA International Limited 贊助
教育及外展計劃
港樂的音樂教育計劃每年將美妙音樂及開心經歷帶給超過四萬名學生，承蒙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三
年贊助，賽馬會音樂密碼
馬會音樂密碼教育計劃
密碼教育計劃讓港樂能透過特別設計的學校專場音樂會、室樂小組到校表演、樂器大
師班和音樂教師講座，致力推廣管弦樂及為香港未來播下音樂種子。
廣受全港市民歡迎的最大型的免費戶外交響樂音樂會太古港樂．
太古港樂．星夜．
星夜．交響曲將於 2013 年 11 月 29 日於中
環新海濱
環新海濱舉行，預期吸引超過 15,000 名樂迷參加。
緊貼港樂
緊貼港樂
港樂會
港樂會自成立以來一直秉承作為樂團與樂迷之間的橋樑，令會員不再只是音樂廳台下的觀眾。透過後台之
旅、與藝術家會面、公開綵排等會員專享活動，會員更能發現其鍾愛的樂團神秘而有趣的一面。港樂會誠
意為樂迷度身訂造各式多姿多彩的優惠和服務：門票折扣優惠、優先訂票計劃、定期速遞最新港樂和音樂
會資訊，以及客戶服務熱線等等。
bravo.hkphil.org

香港董氏慈善
香港董氏慈善基金會青
董氏慈善基金會青少
基金會青少年聽眾計劃
聽眾計劃
青少年聽眾計劃
聽眾計劃一直為六至十八歲的青少年朋友提供接觸樂團的機會。會員可享門票特別折扣、免費欣賞
精選的音樂會及活動、於特選商戶以優惠價購物，還可感受到音樂帶來的無限樂趣！青少年聽眾計劃會籍
是您送給孩子最佳的音樂禮物。
yas.hkphil.org
青少年聽眾計劃由香港董氏慈善基金會贊助
社交媒體
港樂的網頁 hkphil.org 為樂迷提供第一手音樂會及票務資訊。樂迷亦可透過 Facebook
www.facebook.com/HKPhil、Twitter www.twitter.com/hkphilharmonic 及新浪微博
浪微博
www.weibo.com/hkpo 緊貼港樂。有關音樂會的影片可於 Youtube www.youtube.com/HKPhilharmonic
欣賞。
香港電台
香港電台音樂會
電台音樂會轉播
音樂會轉播
港樂與香港電台
香港電台合作，定期錄音及錄影轉播港樂音樂會，讓本地以至海外樂迷可以重溫精彩演出。
香港管弦樂團衷心鳴謝以下機構的慷慨贊助和支持：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首席贊助：
首席贊助：太古集
太古集團
節目贊助
節目贊助（以公司英文名稱序）
- AIA International Limited
- 中國銀行（香港）
- 鷹君集團有限公司
- The Macallan
- 新華集團
- 永隆銀行
教育項
教育項目贊助（以公司英文名稱序）
-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 何鴻毅家族基金
- 香港董氏慈善基金會
- 永亨銀行

月 3 日發布會暨午宴傳媒圖片
布會暨午宴傳媒圖片（
暨午宴傳媒圖片（攝影：
攝影：張志偉
張志偉）
[按圖放大下載]
01. 香港管弦協會董事局主席劉元生先生致歡迎辭
5

02.

主禮嘉賓（由左起）香港管弦樂團行政總裁麥高德先生、音樂總監梵志登大師、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
暉女士以及劉元生先生為新樂季揭幕

03.

梵志登與港樂藝術策劃總監韋雲暉暢談新樂季

04.

梵志登

05. + 06.

主禮嘉賓與一眾來賓合照留念

編輯注意事項
- 香港管弦樂團 2013/14 樂季由 2013 年 9 月 6 日（星期五）
期五）開始
- 樂季套票優先訂購
樂季套票優先訂購截止日期 2013 年 7 月 1 日（星期一）
期一）
- 樂季手冊可於香港文化中心
香港文化中心、香港大會堂等表演場地、各城市電腦售票網、各大書店及影音店索取。
亦可登上港樂網頁 hkphil.org 下載電子版本
- 2013/14 樂季套票查詢
樂季套票查詢：
票查詢：2721 2332 或 ticketing@hkphil.org

資資資資
- 資資2013/14樂樂樂樂資資樂(IE7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我我我我」貼或貼貼貼貼) / 貼

貼：ftp://1314_pc:0503@202.60.244.165/
- 下載樂季節目綜覽 [PDF]
- 下載 2013/14 樂季手冊 [PDF]

---

完 ---

傳媒查詢，敬請聯絡：
陳幗欣 / 市場推廣總監
電話 ：+852 2721 9035 手提：+852 9776 8445
陸可兒 / 企業傳訊助理經理
電話：+852 2721 1585 手提：+852 6280 01 56

電郵：doris.chan@hkphil.org
電郵：alice.luk@hkphil.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