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 民族管弦樂 



聆聽民族管弦樂 

  聆聽：閻惠昌指揮：Eroica Youtube 
Symphony香港中樂團.flv 

 



 功夫 

 

Stephen Chow 功夫 Kung Fu Hustle       

Part 1 (7min10).flv 

 

 



民族管弦樂團 

 始於二十世紀初，亦稱為「中樂團」、
「華樂團」、「民樂團」、「國樂團」、。 

 「民族管弦樂團」包括多種常見的中國樂
器，例如笛子、笙、嗩吶、琵琶、古箏、
揚琴、二胡等，加上一些改革後的新樂器，
例如中胡、革胡、柳琴、不同大小的阮以
及多種加鍵的吹管樂器。每種樂器的數量
亦有所增加，並分成高、中、低三部分，
以形成大型樂隊。 



民族管弦樂團的樂器編制 

 吹管類：梆笛、曲笛、新笛、大笛、高音
笙、次中音笙、低音笙、高音嗩吶、中音
嗩吶、次中音嗩吶、低音嗩吶、高音管、
中音管、低音管 

 彈撥類：琵琶、揚琴、古箏、小阮、中阮、
大阮、三弦、箜篌 

 拉弦類：高胡、二胡、中胡、革胡、低音
革胡 

 敲擊類：定音鼓、排鼓、大鼓、小鼓、大
鈸、小鈸等 

 



民族管弦樂團聲部圖 



 青少年民族管弦樂團指南： 

 

  聆聽：關迺忠指揮：管絃絲竹知多少.mp3 

 

  聆聽重點：認識樂團裏的不同樂器 



民族管弦樂團的演奏特色 

 
 由指揮帶領 

 嚴格按樂譜演奏 

 不能隨意加花 



民族管弦樂團的樂曲類型 
標題音樂 

  改編樂曲 

   陳燮陽指揮：瑶族舞曲.flv 

   01 - 卡門組曲.mp3 

   01 - 圖畫展覽會.mp3 

   Isaac Stern - From Mao to Mozart  

(Pt 1)6'15.flv 

   創作樂曲 

   西北組曲_第一樂章_老天爺下甘雨_片段
_attachment_filename_video.flv    



協奏曲 

Butterfly Lovers' Violin Concerto part 
1.flv 

黃安源、黃晨達：梁祝 (片段).flv 

愁空山2.flv 

雲南回憶(三)-張鑫華與黑市.flv 

京胡《楊門女將》一、二樂章《魏冠華的胡琴世
界》香港中樂團 指揮周熙杰 - YouTube.flv 

郭進財 嗩吶演奏『花木蘭』（嗩吶協奏曲） - 
YouTube.flv 



樂曲、樂譜示例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EbTg2
xaDX8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g9Vlm
pfPQo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q8PP
mPs4_Q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EbTg2xaDX8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EbTg2xaDX8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g9VlmpfPQo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g9VlmpfPQo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q8PPmPs4_Q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q8PPmPs4_Q


民族管弦樂團 與 樂器改革 

 革胡 

草原風情-革胡.flv 

HKCO YTSO Master Class 

 Gehu (Tung Hiu-lo)  

香港中樂團大師班  

革胡 (董曉露).flv 

Koussevitzky  Double Bass Concerto II, 
III (with Chinese Orchestral 
Accompaniment) - YouTube.flv 



 中胡 

  Zhonghu - On the Prairie (Excerpt) 草
原上.flv 



 加鍵管 

HKCO YTSO Master Class Alto Guan (Ren 
Zhaoliang) 香港中樂團大師班 中音管 (任
釗良).mp4 



 中音笙 

 

HKCO YTSO Master Class - Tenor Sheng 香
港中樂團大師班 - 中音笙 (陸儀及蘇紹
勳).flv 

 

中音笙獨奏《大黃蜂的飛行》Alto Sheng 
solo - Flight of the bumble bee3.flv 



 阮 

雲南歡歌  阮合奏.mp4 



 文琴 

 

文琴演奏.flv 



 雙音笛 

 

   尹維鶴雙音笛獨奏春山採茶.flv 



 環保胡琴 

 

香港中樂團環保胡琴系列 - 阮仕春訪問 
Interview with Yuen Shi-chun.flv 

 

環保胡琴給中國民族管弦樂發展帶來新的希
望 [短版] (11 2012) - YouTube.flv 

 



 韶琴 

 

Erhu ensemble multi-voice test 韶琴二胡
六聲部一起玩的例子 - YouTube.flv 

Chinese traditional musical instruments 
play Tchaikovsky Violin Concerto in D 
Major.flv 

Tiger Rock - YouTube.flv 



泛中國音樂文化：中樂團、華樂團、
民樂團、國樂團 

 現代中國器樂合奏團的團名主要分為四類：
「中樂團」、「華樂團」、「民樂團」和
「國樂團」。 

 香港、澳門：「中樂團」 

 新加坡、馬來西亞：「華樂團」 

 中國大陸：「民樂團」 

 台灣：「國樂團」 



 各地對此的稱謂雖然不同，但演奏的都是
同一種音樂。 

 現代中國器樂合奏是一種沒有特定地方風
格的，包含中國各地音樂文化的「泛中國」
音樂文化，是一種「同根共性」的音樂文
化。 

 
 



 捕風掠影II - 《刺的回味》Izpirazione 
II - YouTube.flv 



民族管弦樂團與 名家名曲 

 衛仲樂、秦鵬章與上海大同樂會 



   
  聆聽：閻惠昌指揮：春江花月夜.flv 

 

  arr.Doming Lam 林樂培：Moonlight over 
the Spring River 春江花月夜 1 2.flv 

  聆聽重點：經過改編後的傳統樂曲在演奏
習慣上與本來的分別 



 彭修文與中國廣播民族樂團 



   
  聆聽：彭修文指揮：秦兵馬俑幻想曲第一樂
章.flv 

 

  聆聽重點：作曲家以不同聲重複主題旋律
並達致激烈氣氛 



 閻惠昌與香港中樂團 



 
  聆聽：閻惠昌指揮：射鵰英雄傳.flv 



 林樂培：閻惠昌指揮：昆蟲世界-勤蜂嗡
嗡.flv 

  聆聽重點：現代作曲技法在民族管弦樂的
運用 



 譚盾：火祭.flv 



 郭文景 

香港中樂團：滇西土風：阿佤山 - 
YouTube.flv 

 
 



 黃學揚：維港夜曲Nocturne to the 
Victoria Harbour (2000) by Alfred 
Wong.flv 

 

 小巨人絲竹樂團：數碼之源.flv 

 

 Song of The Sea《海之歌》for Chinese 
Orchestra - YouTube.flv 



 香港作曲家群體： 

陳能濟、郭迪揚、關迺忠、郭亨基、吳大江、
羅永暉、陳永華、梅廣釗、曾葉發、麥偉鑄、
陳慶恩、陳錦標、李家華、邱少彬、陳明志、
莫健兒、許翔威、吳朝勝、伍卓賢、鄧樂
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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