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個 人 簡 歷
PROFILE

施坦威藝術家。貝多芬第五代傳人。

獲二零零九年“香港十大傑出青年獎”，

擁有“鋼琴女詩人”美譽。為香港演藝

學院首屆畢業生，她於美國寇蒂斯音樂

學畢業后，再先後於美國耶魯大學及紐

約州立大學取得音樂碩士及博士學位。

她曾師隨凌遠、郭嘉特、鍾榮達、西摩

•里根、兊勞德•法蘭兊、基•卡力素。

香港演艺学院钢琴系导师。香港中文

大学音乐系导师。中央音乐学院香港基

金主席。 鄭慧（Cheng Wai）
鋼琴博士



貝多芬第五代傳人
THE LEGEND OF BEETHOVEN

OVERTONES

鄭慧跟隨西摩·利普金，加里·格拉夫曼和兊勞德·佛蘭兊學習的經歷，得

以傳承貝多芬的精神和思想并使其保持活力，把不間斷的血統追溯到幾

個世紀以前。

The experience of studying with Seymour Lipkin, Gary 

Graffman and Claude Frank keeps Beethoven's spirit and ideas 

alive with an unbroken lineage that goes back centuries.



樂評
REVIEWS

寇蒂斯音樂學院校長 Gary Graffman, 1992年12月3日

「她不僅是一位天才鋼琴家、演奏家，
她還是一位充滿魅力而完美的人。 」

耶魯大學音樂學院院長 Ezra Laderman, 1994年3月3日

「鄭慧是一位天賦出色的鋼琴家，不論是伴奏、室樂演奏、獨奏，她都能展示出
獨特的個性，她已是一位完美的藝術家；無疑她同時是位權威的協奏藝術家。 」

國際知名作曲家、指揮家 譚盾, 2010年1月9日

親筆在她的曲譜上提字讚道：「你彈得比我寫的好！」



樂評
REVIEWS

譚盾 著名作曲家、指揮家

2001年憑藉《臥虎藏龍》獲得奧斯卡最佳原聲音樂獎。

2002年格萊美「最佳電影原創音樂」 大獎（《臥虎藏龍》）。

2003年憑藉《英雄》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原創電影音樂獎。

.

.

.

《八幅水彩畫的回憶》——民間音樂與西方作曲手法相結合具有時代感的作品。



合 作 樂 團
SOLO PERFORMANCES WITH ORCHESTRA

以獨奏家身份與多個樂團合作，包括莫斯科管弦樂團、紐約石溪
管弦樂團、丹麥奧登斯交響樂團、耶魯管弦樂團、中國廈門愛樂
樂團、四川交響樂團、香港管弦樂團、香港小交響樂團、香港中
樂團及澳門中樂團。



合 作 指 揮 家

PERFORMANCES WITH CONDUCTORS

她合作過的指揮家包括古
斯塔夫▪邁耶、羅倫史密夫、
黃大德、葉詠詩、鄭小瑛、
麥家樂、胡詠言、閻惠昌
等。



合 作 演 奏 家
PERFORMANCES WITH MUSICIANS

添加文本

曾與她同台演奏的國際音樂
好手包括法國小提琴家杜美、
傑出華人小提琴家呂思清、
李傳韻、王崢嶸，以及大提
琴家王健等。



部分獎項以及獲獎大賽

1990年美國真娜•巴候
雅亞洲區大賽 冠軍

1992年紐約奧加•
卡素維斯基鋼琴大
賽冠軍

1997年美國紐約州立大
學石溪分校鋼琴協奏曲大
賽第一名

2010年 「國際青年年」
香港傑出青年演奏家
大獎得主

Awards



2015年

2015年7月，鄭慧博士受邀擔任意大利舒倫國際音樂節大會指定導師，並演奏多場鋼

琴獨奏會和室內樂音樂會。

2015年8月，盧森堡維安敦市舉辦維安敦音樂節（The Vianden International 

Music Festival），鄭慧博士受邀赴德國參加了開幕演出。

2015年9月，鄭慧博士受邀擔任中國音樂“小金鐘”獎——長江鋼琴第三屆全國鋼琴

比賽高校組比賽評委會主任。

2015年11月，鄭慧受邀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與香港管弦樂團的樂團首席王敬合作，

作為佳士得「音樂的藝術: 私人收藏珍罕意大利樂器」的演出嘉賓，為亞洲各地音樂家

及收藏家演奏樂器。



樂跡
Select appearances

曾在紐約林肯中心、卡奈基音樂廳、華盛頓甘迺迪中

心、丹麥蒂沃利演奏廳、加拿大班夫藝術中心、北京

國家大劇院、北京音樂廳、上海大劇院、上海音樂廳、

廣州星海音樂廳、香港大會堂及文化中心等演出。

2016年

鄭慧博士計劃在中國內地

推出巡演計劃



參考曲目（初定）
Programme

曲目一

Mozart：莫扎特

Piano Sonata No.3 K281

鋼琴奏鳴曲 K281

Tan Dun：譚盾

Eight Memories of Watercolor

八幅水彩畫的回憶

Rachmaninoff：拉赫曼尼諾夫

4 Etudes-Tableaux Op.33 

音畫練習曲，作品三十三

Break for 15 Minutes

中場休息15分鐘

Chopin：肖邦

24 Preludes 24首前奏曲

Ravel：拉威爾

Jeux d'eau 水中嬉戲(噴泉)

Beethoven ：貝多芬

Moonlight Sonata 月光奏鳴曲

Du Mingxin：杜鳴心

The Mermaid, ballet

舞劇《魚美人》

Suite: Coral 珊瑚舞

Suite: Waterweed 水草舞

Suite: Wedding Scene 婚禮場面之舞

Rachmaninoff：拉赫曼尼諾夫

4 Etudes-Tableaux Op.33

音畫練習曲，作品三十三

Break for 15 Minutes  

中場休息15分鐘

曲目二

Wu Zuqiang：吳祖強

Straw Hat Dance 草帽花舞

Prokofiev：

普羅科菲耶夫

Piano Sonata No. 7

第七鋼琴奏鳴曲



2016

內 地 合 作 檔 期

檔期一： 2016年6月

檔期二： 2016年11月中旬至12月



注意事項
Attentions

所有演職人員

（2人巠右）國內

差旅費及食宿費。

每場音樂會演奏

家出場費于演出

結束當日以現金

方式支付。

負責當地文化、

公安等部門的

管理和承辦費

用。

主辦方需承擔1

2 3

4

音響燈光巟程

設計、安裝、

調試、製作、

租賃費用及人

員勞務費。

負責支付演出

相關稅費以及

當地場地、宣

傳等相關在當

地產生的一切

合理費用。



接待標準
STANDARDS OF ACCOMMODATION

1) 一般情況下，演職人員均乘飛機往返，鄭慧博士要求商務艙。

2) 5星級或當地最高級別酒店，為標準間。(五星級一間，四星級兩間)

3) 餐飲標準為每人，每天不低於人民幣100元（具體依地區定）；每日三餐，如需夜間加班，則每天四餐，可

根據具體情況調整。



其它
OTHERS

一、關於演奏會曲目以及演出時間安排
1. 演出曲目均為經典曲目

2. 演出時間：120分鐘

3. 鋼琴家的演奏曲目演出時可能做臨時調整

二、關於演出批文
1.      由主辦方向當地文化局（廳）申報批文。

2.      在演出過程中涉及有關肖像權、現場錄音、錄像等細節問題，請致電香港演出有限公司。



期待與您的合作 !

Thank you！

香港演出有限公司
市場主任 陳雨晴
微信ID：yuching-chen
电话: +852 39654881
手机: +852 56244189
电邮: elliechen@performance.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