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中樂團    

海內/外演出一覽表    
    

日期 音樂會 地點 指揮 

    

1982年9月19-27日 英聯邦藝術節 澳洲布里斯班及悉梨(悉梨歌劇院) 吳大江、白德 

    

1982年12月12-14日 新加坡藝術節 新加坡 吳大江 

    

1983年2月24-25日 香港在東京 日本東京 吳大江 

    

1984年9月15-21日 國際民俗藝術節 南韓漢城、斧山、光州及慶州 吳大江、白德 

    

1987年9月12-13日 第一屆中國藝術節—北京 中國北京 關廼忠、白德 

    

1988年5月1-6日 臺灣第一屆環境藝穗節音樂會 臺灣臺北（臺北市國家音樂廳）、 關廼忠 

  台中、台南及高雄  

    

1989年2月2日 新春節日音樂會 澳門 關廼忠 

    

1990年3月21及24日 1990亞洲音樂節 日本東京及仙台 關廼忠 

    

1990年4月1-3日 第九屆臺灣國際藝術節 臺灣臺北 關廼忠 

    

1992年10月7-8及11- 香港節九二：越洋聯繫港加情 加拿大多倫多及溫哥華 夏飛雲、陳燮陽 

12日    

    

1993年11月15-16日 第五屆羊城音樂花會 中國廣州 石信之 

    

1994年11月5-6日 鹿兒島文化節九四 日本鹿兒島 石信之 

    

1996年6月3,5,7及10 香港九六美國巡禮 美國達拉斯（達拉斯市碧麗劇場）、 石信之 

日  紐約及洛杉磯  

    

1997年6月13-14日 一九九七新加坡亞洲演藝節 新加坡（維多利亞音樂廳） 閻惠昌 

    

1997年11月2,3及6日 加拿大亞太年 加拿大溫哥華（奧芬音樂廳）及多倫多 閻惠昌 

    

1998年11月15-16日 對比藝術節 荷蘭（阿姆斯特丹音樂廳）及鹿特丹 閻惠昌 

    

1999年1月1-2日 中心紀念堂修復紀念—新年音樂會 中國廣州（中山紀念堂） 閻惠昌 

    

2000年6月19日 奧運會開幕宣傳香港 澳洲悉梨  

    

2000年11月6日 香港2000 新西蘭奧克蘭（喜來登酒店）  

    

2002年2月10日 維也納金色大廳及歐洲巡迴演出 奧地利維也納（金色大廳） 閻惠昌 

    

2002年2月13日 維也納金色大廳及歐洲巡迴演出 德國德根道夫（德根道夫市政會堂） 閻惠昌 

    

2002年2月14日 維也納金色大廳及歐洲巡迴演出 德國慕尼克（赫爾庫勒斯大廳） 閻惠昌 

    

2002年5月1日 2002年樂韻星輝夜 美國華盛頓 閻惠昌 

 (美國香港駐華盛頓經濟貿易辦事處)   

    

2002年10月10日 第十六屆澳門國際音樂節 澳門（澳門文化中心綜合劇院） 閻惠昌 

    

2002年11月24、25日 香港駐日本東京經濟貿易辦事處 日本東京（品川王子飯店） 閻惠昌 

    

2003年11月10日 香港政府重整經濟活動 英國倫敦（自然歷史博物館） 閻惠昌 

 （行政長官出訪活動）   

    

2003年12月19日 中國移動通訊新年音樂會 中國珠三角城市（汕頭藝都劇院） 閻惠昌 

    

2003年12月20日 中國移動通訊新年音樂會 中國珠三角城市（佛山影劇院） 閻惠昌 

    

2003年12月21日 中國移動通訊新年音樂會 中國珠三角城市（東莞東城文化中心） 閻惠昌 

    

2003年12月22日 中國移動通訊新年音樂會 中國珠三角城市（(深圳大劇院） 閻惠昌 

    

2003年12月23日 中國移動通訊新年音樂會 中國珠三角城市（廣州星海音樂廳） 閻惠昌 

    

2003年12月24日 中國移動通訊新年音樂會 中國珠三角城市（珠海大會堂） 閻惠昌 

    

2003年12月25日 中國移動通訊新年音樂會 中國珠三角城市（廣州星海音樂廳） 閻惠昌 



 

海內/外演出一覽表    
    

日期 音樂會 地點 指揮 

2003年12月28-31日 樂壇神筆 - 新年音樂會 中國西安市（易俗大劇院） 閻惠昌 

    

2004年5月1-2日 和平頌音樂會／世界歷史文化名城博覽會 中國南京市（文化藝術中心大劇院） 閻惠昌、石中光 

    

2004年6月11-12日 中法文化年聖但尼藝術節 法國聖但尼 閻惠昌 

  (Pavillon de la Legion d'Honneur) /  

  (Basilica St Denis)  

    

2004年9月5日 香港文化周 中國上海（上海大劇院大劇場） 閻惠昌 

    

2004年9月7日 香港中樂團名曲精選之夜 中國南京 (南京文化藝術中心大劇院) 閻惠昌 

    

2004年10月27日 香港駐英國倫敦經濟貿易辦事處 德國柏林 (China Club of Adlon Hotel) 閻惠昌 

 (政務司曾蔭權出訪活動)   

    

2004年10月29日 香港駐英國倫敦經濟貿易辦事處 捷克布拉格 (Prague Municipal House) 閻惠昌 

 (政務司曾蔭權出訪活動)   

    

2004年11月1日 香港駐英國倫敦經濟貿易辦事處 愛爾蘭都柏林 (Iveay House) 閻惠昌 

 (政務司曾蔭權出訪活動)   

    

2005年4月6-7日 中華經典民樂作品音樂會 中國西安（交大思源活動中心） 閻惠昌 

    

2005年5月9-10日 和平頌音樂會 中國北京（人民大會堂） 閻惠昌 

    

2005年10月7日 音樂工作坊 美國華盛頓（甘迺迪中心） 周熙杰 

    

2005年10月8日 鼓樂盛典 美國華盛頓（甘迺迪中心） 周熙杰 

    

2005年10月9日 「中國文化節」音樂會 美國華盛頓（甘迺迪中心） 閻惠昌 

    

2005年10月12日 香港駐紐約經濟貿易辦事處 美國紐約（林肯中心） 閻惠昌 

    

2006年5月22日 香港駐悉尼經濟貿易辦事處 新西蘭渥克蘭（卞爾登酒店）  

 (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出訪活動)   

 (活動包括小組音樂會及音樂工作坊)   

    

2006年5月25日 香港駐悉尼經濟貿易辦事處 澳洲墨爾本 (Park Hyatt Hotel)  

 (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出訪活動)   

 (活動包括小組音樂會及音樂工作坊)   

    

    

2006年5月26日 香港駐悉尼經濟貿易辦事處 澳洲墨爾本（墨爾本大學）  

 (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出訪活動)   

 (活動包括小組音樂會及音樂工作坊)   

    

    

2006年5月30日 香港駐悉尼經濟貿易辦事處 澳洲悉尼（悉尼大學） 閻惠昌 

 (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出訪活動)   

 (活動包括小組音樂會及音樂工作坊)   

    

    

2006年10月31日 香港貿易發展局 —倫敦香港晚宴2006 英國倫敦（四季酒店）  

 (政務司司長許仕仁出訪活動)   

    

2006年12月20日 僑鑫2007新年音樂會 中國廣州（星海音樂廳） 閻惠昌 

    

2006年12月21日 僑鑫‧匯景國際沙龍 2007新年音樂會 中國廣州（星海音樂廳） 閻惠昌 

    

2006年12月23日 東江之韻 - 全球通新年民族音樂會 中國惠州（惠州大劇院） 閻惠昌 

    

2006年1月9-13日 澳門中學生普及藝術教育計畫 澳門（文化中心綜合劇院） 周熙杰 

 ─品味傳統．共賞中樂   

    

2007年1月30-31日 廣州工行之夜—葉麗儀經典金曲廣州演唱 中國廣州（星海音樂廳） 閻惠昌 

    

2007年2月1日 友邦世紀經典新春音樂會 中國廣州（星海音樂廳） 閻惠昌 

    

2007年2月3日 香港中樂團˙世紀經典大型賀歲音樂會 中國廣州（星海音樂廳） 閻惠昌 

    

2007年2月28日 2007年丁亥新春華人文化盛會 越南胡志明市（第5文化中心）  

 (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出訪活動)   

 4人小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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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7月1日 慶祝香港回歸十周年—香港中樂團專場音 中國杭州（大劇院歌劇院） 閻惠昌 

    

2007年8月15日 香港中樂團楓華荊豔文化交流演出 加拿大多倫多（中華文化中心 ）  

    

2007年8月18日 溫哥華音樂節香港中樂團音樂會 加拿大溫哥華（陳氏演藝中心） 閻惠昌 

    

2007年9月11日 (行政長官曾蔭權出訪活動) 新西蘭渥克蘭 閻惠昌 

  (Rangitoto Ballroom, Langham Hotel)  

    

2007年9月25日 香港中樂團小組演出 俄羅斯 莫斯科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馬時亨出訪活動) (The Moscow International House of Music)  

    

2007年9月27日 香港中樂團小組演出 俄羅斯 聖彼德堡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馬時亨出訪活動) (St. Petersburg State Cappella Hall)  

    

2007年11月6-8日 澳門中學生普及藝術教育計畫 澳門(文化中心綜合劇院) 周熙杰 

 ─品味傳統．共賞中樂   

    

2008年1月26-27日 中國北京國家大劇院開幕國際演出 中國北京 (國家大劇院) 閻惠昌 

    

2008年3月14日 英國 CHINA NOW 2008 中國文化節「時 英國倫敦 (Royal Festival Hall, South Bank Centre) 閻惠昌 

 代中國」   

    

2008年3月15日 英國 CHINA NOW 2008 中國文化節「時 英國曼徹斯特 (Bridgewater Hall) 閻惠昌 

 代中國」   

    

2008年3月17日 英國 CHINA NOW 2008 中國文化節「時 英國伯明罕 (Birmingham Town Hall) 閻惠昌 

 代中國」   

    

2008年3月18日 英國 CHINA NOW 2008 中國文化節「時 英國紐卡素 (The Sage, Gateshead in Newcastle) 閻惠昌 

 代中國」   

    

2008年5月16日 2008中國(深圳)文博會藝術節節目 中國深圳(深圳音樂廳演奏大廳) 閻惠昌 

 香港中樂團音樂會   

    

2008年6月17日 青海國際水與生命音樂之旅 — 世界防治 中國青海 閻惠昌 

 荒漠化和乾旱日主題音樂會   

    

2008年11月11-13日 澳門中學生普及藝術教育計畫─ 澳門(文化中心綜合劇院) 周熙杰 

 品味傳統．共賞中樂 (2008)   

    

2009年9月2-3日 比利時布魯塞爾 - 「克拉勒」國際藝術節 9.2 布魯塞爾 (Bozar - Henry Le Boeuf) 閻惠昌 

  9.3 布魯塞爾 (Flagey - Studio 4)  

    

2009年10月1-3日 大唐不夜城開城慶典— 中國西安 (西安音樂廳) 閻惠昌 

 香港中樂團風華國樂大型音樂會   

    

2009年10月30日 卡內基音樂廳「古今迴響：歡慶中國文 美國卡內基音樂廳 閻惠昌 

 藝術節 斯特恩大廳-帕勒爾曼舞臺  

    

2009年11月27-28日 中國民族音樂巡禮百場系列音樂會 - 中國北京 (國家大劇院音樂廳) 閻惠昌 

 慶祝新中國成立60周年系列   

 民族管弦音樂會   

    

2009年12月1日 「europalia. china」國際藝術節 比利時 (Centre Cultural, Eghezee)  

    

2009年12月2日 「europalia. china」國際藝術節 比利時 (Masion de la Culture Fameme, Marche)  

    

2009年12月4日 「europalia. china」國際藝術節 比利時布魯塞爾 (Palais des Beaux)  

    

2010年3月23 - 25日 澳門中學生普及藝術教育計畫─ 澳門(文化中心綜合劇院) 周熙杰 

 品味傳統．共賞中樂 (2010)   

    

2010年5月15日 上海之春國際音樂節 --- 香港中樂團港滬 中國上海 (上海音樂廳) 閻惠昌 

 音樂會   

    

2010年9月8 - 9日 「穿越時空．絲綢之路」音樂會 中國新疆 (新疆人民會堂) 閻惠昌 

    

2010年12月22-24日 「天籟雅韻、盛世華章」—香港中樂團音 中國廣東（中山文化藝術中心） 閻惠昌 

 樂會 (2010廣東省中國移動新年音樂會)   

    

2011年1月11日 「天籟雅韻、盛世華章」—香港中樂團音 中國廣東（河源市會議中心） 閻惠昌 

 樂會 (2010廣東省中國移動新年音樂會)   

    

2011年1月12-14日 「天籟雅韻、盛世華章」—香港中樂團音 中國廣東（東莞東城文化中心東城劇院） 閻惠昌 

 樂會 (2010廣東省中國移動新年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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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1日 北極光藝術節 挪威KulturHuset  

    

2011年2月4-11日 中國春節民族音樂會 2.4  瑞士 盧彩恩 (Kultur- und Kongresszentrum 閻惠昌 

  2.7  德國 不萊梅 (Gut Varrel)  

  2.10  捷克 布拉格 (Rudolfinum Suk Hall)  

  2.11  德國 柏林 (Komische Oper Berlin)  

    

2011年8月27日 辛亥革命100周年紀念「光明行—天下為公」 中國北京 (國家大劇院音樂廳) 閻惠昌 

    

2011年8月29日 辛亥革命100周年紀念「光明行—天下為公」 中國南京 (紫金大劇院) 閻惠昌 

    

2011年9月10日 成都慈善音樂交流活動 中國四川 (金堂縣三星鎮港青學校)  

    

2011年9月11日 「港韻耀金秋」－香港中樂團成都愛心音樂會 中國成都 (嬌子音樂廳) 閻惠昌 

    

2011年10月23日 辛亥革命100周年紀念「光明行—天下為公」 臺北中山堂 閻惠昌 

    

2011年11月15-17日 澳門中學生普及藝術教育計畫─ 澳門(文化中心綜合劇院) 周熙杰 

 品味傳統．共賞中樂 (2011)   

    

2012年2月6日 2012年中山市元宵音樂會 中山市文化藝術中心大劇場 閻惠昌 

    

2012年3月19日 音樂大師班「指揮與作曲—中、西樂團的比較」 比利時布魯塞爾皇家音樂學院 閻惠昌 (主講) 

    

2012年3月20日 音樂大師班「指揮與作曲—中、西樂團的比較」 盧森堡音樂學院 閻惠昌 (主講) 

    

2012年3月22日 音樂大師班「指揮與作曲—中、西樂團的比較」 法國巴黎國立高等音樂舞蹈學院 閻惠昌 (主講) 

    

2012年5月15日 香港貿易發展局 —日本香港晚宴 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新高輪王子酒店（Hall Hiten）  

    

2012年6月16-22日 "HKCO Quintet" 五重奏 18.6  波蘭盧布林市老劇院  

  19.6  波蘭華沙波蘭電臺魯托斯拉夫斯基廳  

 音樂大師班「中國音樂—從古典樂曲到現 21.6  波蘭華沙Mazowieckie文化藝術中心 閻惠昌 (主講) 

 代作品」   

    

2012年10月17日 香港活力鼓令24 式講座 中國成都四川音樂學院多功能室  

2012年10月18日 秋之韻—成都當代音樂節 「林樂培作品 中國成都四川音樂學院大音樂廳 肖超（上半場） 

 音樂會」  閻惠昌（下半場） 

    

2012年11月23 & 24日 2012 香港周—「撞樂」 臺灣臺北市，LEGACY TAIPEI  

    

2012年11月20-22日 澳門中學生普及藝術教育計畫─ 澳門(文化中心綜合劇院) 周熙杰 

 品味傳統．共賞中樂 (2012)   

    

2012年12月1-6日 2012 香港周—「樂自香江來」 2.12  臺灣臺北市中山堂中正廳 閻惠昌 

  3.12. 臺灣新竹市文化局演藝廳 閻惠昌 

  5.12  臺灣彰化員林演藝廳 閻惠昌 

    

2013年2月1日 「第十屆國際作曲大賽2013」盧森堡音樂會 盧森堡音樂學院 (Grand Auditorium du 閻惠昌 

  Conservatoire de Musique de la Ville de Luxembourg)  

    

2013年2月4-13日 「新年音樂會巡演」 (香港中樂團小組演出) 4.2 荷蘭海牙 (Societeit de Witte)  

  4.2 荷蘭萊頓 (University of Leiden)  

  6.2 比利時布魯塞爾 (Albert Hall)  

  7.2 法國巴黎 (Pavillon Vendome)  

  11.2  波蘭華沙 (Pałac Prymasowski)  

  13.2  德國柏林 (Haus der Deutschen Bank)  

    

2013年2月16日 「新加坡華藝節」—香港中樂團胡琴四重奏 新加坡濱海藝術中心音樂室  

    

2013年4月24-27日 汕頭大學長江藝術與設計學院藝術節 汕頭大學禮堂 閻惠昌 

    

2013年9月17-19日 品味傳統．共賞中樂 澳門文化中心綜合劇院 周熙杰 

 澳門中學生普及藝術教育計畫   

    

2013年10月4-10日 香港中樂團俄羅斯之旅 4/10 車裡雅賓斯克 (Opera House, Chelyabinsk) 閻惠昌 

  5/10 葉卡捷琳堡 (Philharmonic Hall, Ekaterinburg)  

  7/10 西伯利亞秋明 (Philharmonic Hall Tyumen)  

  9/10 莫斯科 (Chinese Cultural Center, Moscow)  

  10/10 莫斯科 (House of Architects Moscow)  



 

海內/外演出一覽表    
    

日期 音樂會 地點 指揮 

2013年10月25日 天下民樂匯太湖－ 無錫大劇院歌舞廳  

 第15屆中國上海國際藝術節專場民族音樂會   

    

2014年9月3-4日 華樂指揮大師班 新加坡濱海藝術中心音樂室 閻惠昌(導師) 

    

2014年9月3-5日 琴韻新聲 : HKCO － SE 3.9  新加坡萊佛士書院（中學部）禮堂 周熙杰 

  5.9  新加坡大巴窯中民眾俱樂部三樓迷你劇院 周熙杰 

    

2014年9月6日 藝滿中秋 －月韻風采 新加坡濱海藝術中心音樂廳 閻惠昌 

    

2014年10月30日 渝港音樂交流2014－慈善探訪(敬老院) 重慶市長壽區葛蘭鎮褔利院  

 渝港音樂交流2014－慈善探訪(學校) 重慶市長壽區葛蘭鎮中心校  

    

2014年10月30日 渝港音樂交流2014－撞樂山城 重慶大劇院大劇場  

    

2015年3月25-27日 品味傳統．共賞中樂 澳門文化中心綜合劇院 周熙杰 

 澳門中學生普及藝術教育計畫   

    

2015年4月3日 2015臺灣國際藝術節－ 臺北市國家音樂廳 閻惠昌 

 《成吉思汗》大型交響音樂史詩   

    

2015年8月26-30日 香港中樂團波羅的海之旅 26-27/8 芬蘭赫爾辛基 (Music Centre, Helsinki) 閻惠昌 

  29/8 愛沙尼亞塔林 (Estonia Concert Hall, Tallinn) 閻惠昌 

  30/8愛沙尼亞派爾努 (Pärnu Concert Hall, Pärnu) 閻惠昌 

    

2015年9月10日 第二屆絲綢之路國際藝術節－  西安音樂廳  

 陝港音樂交流2015 「 撞樂長安」   

    

2015年10月6日 《精．氣．神》第29屆澳門藝術節音樂會 澳門文化中心綜合劇院 閻惠昌 

    

2015年12月15-21日 億達之聲2016新年音樂會 大連國際會議中心劇院 閻惠昌 

  武漢琴台大劇院  

  上海大劇院  

    

2016年2月2-4日 澳門中學生普及藝術教育計畫─ 澳門(文化中心綜合劇院) 周熙杰 

 品味傳統．共賞中樂 (2012)   

    

2016年4月11-12日 《華彩樂章 — 母校的滋養讓我受益終生》 上海音樂學院 閻惠昌(主講) 

 《華彩樂章》民族音樂會 上海音樂學院 賀綠汀音樂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