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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管弦樂團公布與梵志登大師的第三個樂季（2014/15樂季） 
 

下載節目綜覽 [PDF] 

下載 2014/15樂季手冊 [PDF] 

 

- 梵志登大師擔任港樂音樂總監的第三個樂季，他將指揮華格納《萊茵的黃金》、李察‧史特勞斯《玫瑰

騎士組曲》和《英雄的一生》，以及馬勒第五交響曲等一連串令人雀躍的曲目。 

- 港樂將演奏華格納《指環》四部曲第一部曲《萊茵的黃金》。 

- 港樂將於 2015年 2至 3月進行歐洲巡演，包括七個主要城市。 

- 本樂季除了梵志登大師，港樂還請來粒粒巨星包括布朗夫曼（Yefim Bronfman）、馬捷爾大師（Lorin 

Maazel）、齊默曼（Frank Peter Zimmermann）、郎朗、葛納（Matthias Goerne）、莉亞莎朗嘉（Lea 

Salonga）、王羽佳等同台獻藝。 

- 馬捷爾大師再度重臨與港樂合作，帶來全套布拉姆斯交響曲，更會在香港文化中心 25周年誌慶音樂會

上演出，同慶歷史時刻。 

- 隆重介紹兩個全新音樂會系列 

 女音樂家特寫 

 經典系列 

- 全年最大型戶外交響樂演奏《太古港樂‧星夜‧交響曲》將於 2014年 11月 21日於中環新海濱舉行！ 

 

[2014年 4月 16日，香港] 香港管弦樂團（港樂）今天公布 2014/15樂季節目。這是港樂與音樂總監梵志

登攜手合作的第三個樂季，港樂將為香港觀眾呈獻更多元化的音樂節目，包括華格納氣勢磅礡的《指環》

四部曲之一《萊茵的黃金》；更會介紹兩個全新音樂會系列，女音樂家特寫將世界舞台上最傑出的其中幾位

女性音樂家帶到香港，而經典系列則由多位頂尖音樂家呈獻古典音樂中的經典作品。 

 

梵志登與港樂 

音樂總監梵志登較早前剛宣佈與港樂續約至 2018/19 樂季，在與港樂攜手的第三個樂季，大師將帶緊隨港

樂 11個星期，並會率領樂團以及中國小提琴家寧峰，於 2015年 2月至 3月期間到歐洲七個城市包括倫敦、

維也納、蘇黎世、燕豪芬、伯明翰、柏林和阿姆斯特丹巡迴演出。樂團在大師指揮棒下亦會演奏華格納《萊

茵的黃金》歌劇音樂會（2015年 1月 22及 24日）。 

 

我們的第四十一個樂季，將由鋼琴家布朗夫曼和梵志登共同掀開序幕，在樂季揭幕音樂會中，兩人將聯手

演出布拉姆斯壯麗的第一鋼琴協奏曲（2014年 9月 5 及 6 日）。其他星光熠熠的巨星亦於隨後與梵志登同

台演出，包括小提琴家齊默曼的西貝遼士小提琴協奏曲（2014年 12月 12及 13日）、鋼琴驕子郎朗的莫扎

特第二十四鋼琴協奏曲（2014年 12月 18日）和柴可夫斯基第一鋼琴協奏曲（2014年 12月 19日）；以及

王羽佳的貝多芬第三鋼琴協奏曲（2015年 6月 12及 13日）和布拉姆斯第二鋼琴協奏曲（2015年 6月 19

及 20日）。 

 

其他梵志登指揮的音樂會還包括馬勒第五交響曲（2014年 10月 17及 18日）和李察‧史特勞斯《英雄的

一生》（2015年 6月 5及 6日）。 

 

http://download.hkphil.org/files/subscription/1415/HKPhil_Season1415_Calendar.pdf
http://download.hkphil.org/files/subscription/1415/HKPhil_Season1415_Brochure.pdf


 

樂季揭幕音樂會和郎朗音樂會為香港文化中心 25周年誌慶節目 

 

華格納《指環》四部曲之一《萊茵的黃金》 

《萊茵的黃金》（2015年 1 月 22及 24日）是華格納聯篇歌劇《指環》的第一部曲。港樂將於其 2014/15

樂季，在梵志登大師的指揮棒下踏上這傳奇旅程，匯聚包括葛納等國際一流歌唱家，娓娓唱出金色指環的

故事。 

 

《萊茵的黃金》為香港文化中心 25周年誌慶節目 

 

馬捷爾系列 

音樂巨人馬捷爾大師再度重臨與港樂合作，是次帶來全套四首布拉姆斯交響曲（2014年 11月 12日演出第

四及第一交響曲；2014 年 11 月 15 日演出第三及第二交響曲）。布拉姆斯的交響作品是德國浪漫主義的代

表作，在這兩場特別的音樂會中，大家可親身感受到馬捷爾的權威演繹，細味布拉姆斯四首交響樂的每一

個音符。 

 

大師馬捷爾熱心音樂教育，以提拔和培育青年藝術家聞名樂壇。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的「賽馬

會音樂密碼教育計劃」將繼續於今年十一月舉行「與馬捷爾及港樂同台綵排及演出」的活動。大師馬捷爾

將於公開綵排中即席訓練於本地學校挑選出來的年輕樂手，讓他們與港樂樂師並肩而坐，為大家獻上精彩

樂曲。 

 

「與馬捷爾及港樂同台綵排及演出」活動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 

 

太古音樂大師系列 

太古音樂大師系列讓本地樂迷有機會看到大師級的指揮家在台上的功架。今年請來三位香港樂迷摯愛的指

揮家為大家獻藝 – 懷德納與港樂首席中提琴凌顯祐攜手，演出白遼士的《哈羅爾德在意大利》（2015 年 5

月 1及 2日）；馬卻指揮的史特拉汶斯基《火鳥組曲》（2015年 7月 3及 4日）；還有梵志登親自指揮馬勒

鉅著 – 第五交響曲（2014年 10月 17及 18日）。 

 

全新音樂會系列 

女音樂家特寫 

為向於古典音樂領域有突出成就的女音樂家致敬，港樂誠意於本樂季推出女音樂家特寫系列，邀請備受推

崇的女性音樂家與港樂同台演出，包括國際知名女高音黃英於國慶音樂會（2014年 9月 26及 27日）選唱

多首經典中國民族藝術歌曲；中國女指揮家張弦指揮陳其鋼世界首演的新作及雷史碧基《羅馬節日》（2015

年 4月 17及 18日）；還有古典迴聲大獎得主女鋼琴家王羽佳，呈上連續三套音樂會節目，包括其鋼琴獨奏

會（2015年 6月）。 

 

國慶音樂會首場演出由新華集團贊助。 

國慶音樂會 9月 27日之演出由永隆銀行贊助。 

 

經典系列 

國際知名的音樂家將雲集港樂舞台，為觀眾呈獻古典音樂中的經典名作。小提琴家齊默曼將於梵志登合演

西貝遼士小提琴協奏曲（2014年 12月 12及 13日）；烏茲別克鋼琴新星阿貝都萊默（Behzod Abduraimov）

則會帶來拉赫曼尼諾夫的第三鋼琴協奏曲（2015年1月9及10日）；香港管弦樂團合唱團則會在韋萬克（Brett 

Weymark）指揮下，與國際著名歌唱家聯手呈獻海頓的神劇鉅著《創世紀》（2015年 5月 22及 23日）。 



 

 

海頓《創世紀》演出由 The Macallan贊助。 

 

特別慶祝節目 

香港文化中心 25周年誌慶音樂會 

過去 25年，港樂一直以香港文化中心為家，並以多年來於此地與眾多頂尖音樂家一同演出為榮。為了紀念

文化中心 25周年誌慶這個特別日子，港樂榮幸邀得馬捷爾大師，聯同鋼琴家張緯晴、港樂及本港的合唱團，

一同獻上多首合唱管弦樂作品（2014年 11月 7日）。 

 

美樂四十年 

香港電台第四台是全港唯一以音樂節目為主的電台頻道，成立至今已經四十年。在這個四十周年誌慶音樂

會上，港樂將會演奏香港作曲家曾葉發特別創作的全新作品，並有港台主持林家琦和杜格尊擔任旁述。而

國際樂壇享負盛名的敲擊樂大師李飈亦將與港樂一同獻技，展示敲擊樂的威力。指揮佛斯特（Lawrence 

Foster）亦會指揮伏扎克第九交響曲「新世界」（2014年 12月 5及 6日）。 

 

香港文化中心 25周年誌慶音樂會為香港文化中心 25周年誌慶節目。 

美樂四十年由香港管弦樂團主辦，香港電台第四台四十周年誌慶節目，此節目同為香港文化中心 25周年誌

慶節目。 

 

節日流行精選 

港樂這個樂季將為大家送上更多與眾同樂及合家歡的節目，包括慶祝聖誕節的 Harry 哥哥的快樂聖誕，由

Harry哥哥與港樂和你一同在普天同慶的日子享受音樂（2014年 12月 23及 24日）。另外港樂的維也納之

聲新年音樂會已經成為香港古典樂迷迎接新一年的傳統活動，一起以多首耳熟能詳的維也納舞曲歡度一個

充滿浪漫情調的除夕夜（2014年 12月 30及 31日）！ 

 

莉亞‧莎朗嘉憑音樂劇《西貢小姐》中的精湛演出獲獎無數，這位獨一無二的歌手將再次和我們的樂團聯

手，送上她一系列來自《孤星淚》及《西貢小姐》等首本名曲及最新歌曲（2015年 1月 30及 31日）。而

喜歡百老匯音樂的歡眾，不容錯過法式‧百老匯音樂會（2015年 5月 29及 30日），琅琅上口的旋律，加

上法式浪漫情懷，讓你度過一個法式的晚上。 

 

法式‧百老匯節目由 The Macallan贊助。 

 

英國 BBC廣播公司攝製的高清紀錄片《天與地》展示出令人嘆為觀止的大自然景觀。從銀幕上一睹由尼泊

爾連綿起伏的山脈、青蔥翠綠的亞馬遜河，加上港樂的現場演奏，這場獨特的 BBC《天與地》音樂會（2015

年 2月 6及 7日）讓你再一次發現地球的魅力。 

 

BBC《天與地》音樂會由鷹君集團有限公司贊助。 

 

太古輕鬆樂聚和太古周日家+賞 

九時開場的太古輕鬆樂聚音樂會為繁忙都市人提供周末好節目。這樂季首先打響頭砲的是驚憟荷里活（2014

年 11月 28及 29日），節目包括多首著名電影配樂，選自經典電影《奪魄驚魂》、《觸目驚心》、《的士司機》

和《碼頭風雲》等配樂帶上舞台。其他節目包括爵士空間 – 莫里森 X包以正（2015年 4月 3及 4日），上

演一連串令人手舞足蹈的大熱名曲，向一眾爵士樂殿堂人物致敬。經典美樂（2015年 6月 26及 27日）告

訴大家古典音樂不一定古板嚴肅，我們將送上多首耳熟能詳的古典音樂經典包括巴海貝爾的《卡農曲》等，



 

一起分享美妙樂章。爵士空間和美妙樂章將設「太古周日家+賞」合家歡版本，適合 3歲或以上人士歡賞，

全家一起度過輕鬆愉快的周日下午。 

 

太古港樂‧星夜‧交響曲 

本年度最大型戶外交響樂演奏《太古港樂‧星夜‧交響曲》將於 2014年 11月 21日舉行，請即記下這個日

子，並密切留意我們的公布。 

 

特別項目 

以 2001年麥卡瑟「天才」大獎得主，美籍華人作曲家盛宗亮為號召的特別項目，將舉行兩場特別音樂會。

20世紀室樂傑作（2015年 5月 8日）由盛宗亮策劃，演出曲目包括梅湘的《時間終結四重奏》；香港作曲

家巡禮（2015年 5月 9日）由盛宗亮指揮，將演出多首青年香港作曲家的新作。 

 

其他港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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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tm@hkphil.org 

 

香港董氏慈善基金會青少年聽眾計劃  

青少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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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享銀行社區音樂會 

香港管弦樂團 – 永享銀行社區音樂會讓香港更多兒童有機會接觸管弦樂之餘，亦可以親身參與其中。今

季，音樂會將於 2015年日季在新界區舉行，詳情請於稍後時間瀏覽 hkphi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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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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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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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ktm@hkphil.org
http://www.hkphil.org/eng/member_corner/young_audience_scheme/index.jsp
http://www.hkphil.org/eng/member_corner/young_audience_scheme/index.jsp
http://www.hkphil.org/
http://www.hkphil.org/tch/member_corner/club_bravo/index.jsp
http://www.hkphil.org/
http://www.facebook.com/HKPhil
http://www.twitter.com/hkphilharmonic
http://www.weibo.com/hkpo
http://www.youtube.com/HKPhilharmonic


 

香港電台音樂會轉播  

港樂與香港電台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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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席贊助：太古集團  

場地伙伴：香港文化中心 

 

節目贊助 

- 鷹君集團有限公司  

- The Macallan 

- 新華集團 

- 永隆銀行 

 

教育項目贊助  

-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 利銘澤黃瑤壁慈善基金 

- 何鴻毅家族基金  

- 香港董氏慈善基金會  

- 永亨銀行 

 

義務核數師 

- KPMG 

 

按圖下載港樂 2014/15樂季發布會新聞圖片【或按下 Ctrl鍵並按一下開啟檔案】（攝影：張志偉） 

 

01. 港樂樂手演奏《孟德爾遜 E大調弦樂八重奏，作品 20》 

左起：王敬、許致雨、凌顯祐、鮑力卓、林穎、付水淼、程立、趙瀅娜 

 
 

02. 香港管弦協會董事局主席劉元生致歡迎辭 

 

http://download.hkphil.org/files/press/20140416event/IMG_01.JPG
http://download.hkphil.org/files/press/20140416event/IMG_02.JPG


 

 

03. 港樂音樂總監梵志登與藝術策劃總監韋雲暉介紹 2014/15樂季 

 

 

04. 大會嘉賓及贊助台上合照 

左起：香港管弦協會財務委員會主席洗雅恩、香港管弦協會董事局暨聽眾拓廣委員會成員梁馮令儀醫

生、港樂行政總裁麥高德、太古集團慈善信託基金公益事務主管劉秀苑、港樂音樂總監梵志登、民政事

務局高級經理（文化）譚苑芬、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文化事務部總經理（港九文化事務）溫慧玲、香港管

弦協會董事局成員暨籌款委員會主席兼新華集團代表蔡關穎琴律師、香港管弦協會董事局主席劉元生 

 
 

05. 大會嘉賓及贊助台上合照 

左起：利銘澤黃瑤壁慈善基金代表 Rosanna Mak、何鴻毅家族基金行政總裁黎義恩、永隆銀行企業傳

訊助理副總裁陳婉儀、香港賽馬會慈善項目高級經理葉巧兒、香港管弦協會財務委員會主席洗雅恩、香

港管弦協會董事局暨聽眾拓廣委員會成員梁馮令儀醫生、港樂行政總裁麥高德、太古集團慈善信託基金

公益事務主管劉秀苑、港樂音樂總監梵志登、民政事務局高級經理（文化）譚苑芬、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總經理（港九文化事務）溫慧玲、香港管弦協會董事局成員暨籌款委員會主席兼新華集團代表蔡關穎琴

律師、香港管弦協會董事局主席劉元生、The Macallan代表（The Edrington Product Manager）黃蕙

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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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樂季套票優先訂購截止日期：2014年 7月 1日（星期二） 

- 訂購套票可享最佳座位和最佳折扣優惠高達 7折/港幣 5,592元 

- 港樂 2014/15樂季於 2014年 9月 5日（星期五）正式開始 

- 樂季手冊可於香港文化中心、香港大會堂和其他演出場地、城市電腦售票網或指定書店、唱片店索取，

或於港樂網站瀏覽 hkphil.org 

- 查詢電話：2721 2332 / 2721 0132 或電郵 ticketing@hkphil.org 

 

 

- 完 - 

 

 

傳媒查詢，敬請聯絡： 

陳幗欣 / 市場推廣總監 

電話： +852 2721 9035     電郵：doris.chan@hkphil.org 

李碧琪 / 傳媒關係經理 

電話： +852 2721 1585     電郵：becky.lee@hkphil.org 

 
 
香港管弦樂團  

音樂總監：梵志登  

 

香港管弦樂團作為香港演出最頻繁的旗艦音樂團體，是城巿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份。港樂的歷史可追

溯至上世紀，如今已發展成為區內最權威的樂團，被譽為亞洲國際都會的重要文化資產，2013/14樂季見

證港樂第四十個職業季度。  

 

港樂認為一個優秀的城巿必須擁有一隊優秀的樂團，我們每年透過逾一百五十場音樂會，把音樂帶給二十

萬名觀眾。港樂的節目種類繁多，除邀得國際及本地知名指揮家及獨奏家演出，也為巿民大眾舉辦不少免

費音樂會，如極受歡迎的太古「港樂‧星夜‧交響曲」。港樂去年透過廣受好評的教育計劃，為超過四萬

名青少年介紹管弦樂。  

 
太古集團慈善信託基金已連續六年成為樂團的首席贊助，此為樂團史上最大的企業贊助，太古對樂團的支

持和對藝術的遠見，令港樂邁向更卓越的藝術成就。 

 

來自世界每個角落的樂師，結合本港精英，組成港樂這隊音樂勁旅。2012年 9月，梵志登正式出任其音樂

總監。在未來的日子，港樂將繼續創新里程，籌劃國際巡演、與本地精英更緊密合作及舉辦精彩大型音樂

節目。錄音方面，港樂與拿索斯唱片合作收錄中國作曲家作品系列的首張大碟，現已推出。  

 
香港管弦樂團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資助  

香港管弦樂團首席贊助：太古集團  

香港管弦樂團為香港文化中心場地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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