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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香港中樂團迎新樂季與 3 香港組成 5G 策略聯盟 

攜手呈獻「5G 同 Sync 鼓．樂澎湃」音樂會 

 

全港首個 5G 戶外網上 4K 直播慈善音樂會  

全球同步於社交平台一起為香港打氣 

 

 香港中樂團迎接新樂季，與 3 香港組成 5G 策略聯盟，雙方將利用 5G 嶄新

科技展開多方面的合作項目。 

 香港中樂團及 3 香港攜手呈獻的「5G 同 Sync 鼓．樂澎湃」網上直播音樂

會，於 6 月 13 日（星期六）下午 3 時舉行，將為合作揭開序幕。 

 3 香港將透過 5G 網絡進行 4K 超高清直播，全球觀眾可在香港中樂團及 3

香港的網站收看。此外，香港中樂團、3 香港及新城廣播有限公司的

Facebook和YouTube頻道，以及KKBOX、hmvod和 JOOX的Facebook

專頁，亦會實時播放香港中樂團的專業青年演奏家及英皇娛樂眾年青偶像

及歌手的精彩表演。 

 邀請全港市民及全球觀眾參與 #DrumChallenge 活動，一同透過敲打節拍

為香港打氣，鼓勵大家疫境自強。 

 是次音樂會由滙豐獨家贊助，在扣除製作開支後，活動經費將悉數撥捐香

港公益金作慈善用途。 

 

香港，2020 年 6 月 3 日 – 香港中樂團與和記電訊香港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215）

旗下 3 香港宣佈展開 5G 策略性合作，雙方將於 6 月 13 日（星期六）攜手呈獻「5G 同

Sync鼓．樂澎湃」全港首個 5G戶外網上 4K直播慈善音樂會作為合作序幕，該音樂會同

時亦是表演藝術界首個戶外以 5G 網上直播的演出。3 香港於是次活動將以 5G 技術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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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屆時，香港中樂團的專業青年吹打樂演奏家及英皇娛樂的年青人氣偶像及歌手，

將以悠揚樂曲及澎湃鼓聲激勵港人疫境自強。 

 

5G 策略性合作項目   迎接新樂季開鑼 

香港中樂團和 3 香港組成 5G 策略聯盟，除了攜手呈獻「5G 同 Sync 鼓．樂澎湃」音樂

會，在新樂季開鑼後，將有一連串的策略性合作，方便日後的音樂演出及排練能以 5G技

術進行網上直播，讓全球樂迷能欣賞精彩演出。樂團第 44 樂季優先訂票於 6 月 13 日開

始，詳情可以上樂團瀏覽網頁 www.hkco.org。 

 

 

 

一鼓作氣   疫境自強 

「5G 同 Sync 鼓．樂澎湃」音樂會將於 6 月 13 日（星期六）下午 3 時舉行，透過 3 香

港的 5G 網絡實時進行 4K 超高清串流直播，市民可在香港中樂團及 3 香港的網站收看。

此外，香港中樂團、3 香港及新城廣播有限公司的 Facebook 和 YouTube 頻道，以及

KKBOX、hmvod 和 JOOX 的 Facebook 專頁，亦會實時播放音樂會。 

 

香港中樂團希望藉是次活動，在這個困難的時刻以樂聲為香港打氣，以鼓聲激勵港人疫

境自強，以堅毅不屈的精神積極前進。除香港中樂團外，英皇娛樂藝人關智斌、陳家

樂、楊天宇及許靖韻亦將參與是次演出。此外，「獨樂樂不如眾樂樂」，香港中樂團邀

請全港市民及全球觀眾一同參與網上#DrumChallenge 活動，齊齊發放正能量。樂團已

為有關活動設計四款難度不同的#DrumChallenge 招式，歡迎網民及觀眾拍掌或以自己

的速度以任何物件敲打出有關節拍，透過互聯網將正能量傳揚至世界不同角落。 

 

以 5G 網絡進行戶外直播    帶來優質高清視覺體驗 

3 香港於本年初已率先公佈 5G 計劃及於 4 月已推出超高速和低時延的 5G 服務，以

10Gbps 高速光纖專線連接至 5G 基站，為服務提供強勁後盾。5G 除為客戶帶來極優的

通訊體驗，亦備有多元化的應用。3 香港是次的 5G 現場直播方案，以 4K 超高清畫質拍

攝，再透過其 5G 網絡實時上傳至各大網上平台，供全球觀眾欣賞。 

 

有關的 5G方案毋須事前作大型安裝，較傳統的衛星直播或固網寬頻直播更靈活和具成本

效益，令直播視像內容不再受場地限制。觀眾只需透過智能手機、平板電腦、電腦或電

視等裝置連線上網即可收看，毋須額外設定，有利在疫情下以不同形式網上直播的應用。 

 

香港中樂團藝術總監兼終身指揮閻惠昌表示︰「同聲抗疫！香港中樂團現正舉辦『香港

網上中樂節』，希望大家透過線上遞交抗疫作品及音樂演奏視頻，與大家雲端連情！而

新樂季（1/9/2020-31/8/2021）中，樂團始終如一，為觀眾帶來多套精彩音樂節目，包

括經典中樂作品、傳統與現代元素的結合、適合年青人的流行 cross-over 等，更會與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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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荃、余其偉、張軍、張敬軒、趙增熹、廖啟智、陳潔靈、糖妹等合作。緊貼時代脈搏，

樂團期望與 3 香港為觀眾帶來非凡的音樂享受。」 

 

和記電訊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古星輝表示︰「我們很高興能與香港中

樂團組成 5G 策略聯盟，攜手於音樂和表演藝術界開拓 5G 的應用場景。5G 技術不僅能

提供企業方案以提升營運效率和減低成本，亦能豐富大眾市民的娛樂及文化生活體驗。

是次全港首個 5G 戶外網上 4K 直播慈善音樂會，充份展示 5G 應用在不同場景和領域的

實踐。未來，我們將繼續探索 5G 跨地域、跨領域及結合虛擬實境和擴增實境應用的無限

可能，令世界更為一。」 

 

活動經費扣除製作開支   將悉數撥捐香港公益金 

「5G 同 Sync 鼓．樂澎湃」由滙豐獨家贊助，除了藉著澎湃鼓聲振奮人心，香港中樂團

及 3 香港更會將整個活動的經費，扣除製作開支後悉數撥捐香港公益金，幫助社會上有

需要的人，與各位一鼓作氣，疫境自強。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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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香港中樂團 

香港中樂團於 1977 年成立，擁有 91 位專業演奏家編制，素有「民樂翹楚」及「香港文

化大使」之美譽。樂團經常獲邀於國際著名音樂廳及藝術節演出，足跡遍及歐洲、美洲、

亞洲、澳洲、北極圈等多個國家及地方，被譽為當今國際舞台上具領導地位的大型中樂

團。樂團編制分拉弦、彈撥、吹管及敲擊四個樂器組別，其中包括傳統和新改革的多種

樂器，樂團的拉弦聲部於 2009 年全面使用由樂團研發的環保胡琴系列，演出的形式和

內容包括傳統民族音樂和近代大型作品。樂團更廣泛委約各種風格及類型的新作，迄今

委約或委編的作品約 2,300 首。 

  

樂團除了舉辦定期音樂會和藝術教育活動之外，亦秉持著與民同樂的精神，創辦多個器

樂節，與香港市民攜手締造了多個最多人同時演奏的健力士世界紀錄。樂團於 2011年舉

辦全球首屆國際中樂指揮大賽，為中樂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此外，香港中樂團在藝術、管治管理、藝術教育、市場推廣上皆獲各界高度評價及屢獲

殊榮。樂團研製的環保胡琴系列獲多個機構頒發環保及創意獎項，成就屢創新高。

(www.hkco.org) 

 

有關 3 香港 

3 香港是領先的流動通訊服務營辦商，致力在 5G 新世代轉型為數碼營辦商，為個人及企

業客戶提供多元化的流動通訊服務、互聯網及 5G 方案，推動新經濟生態圈的發展。3 香

港分別以 3Supreme、3 及 MO+品牌，為不同需求的客戶提供尖端的數據及漫遊服務、

糅合金融科技、視像點播、電玩和音樂等應用程式。 

 

此外，3香港亦與不同行業的夥伴合作，為企業度身定制一站式方案，服務涵蓋網絡、流

動裝置、專業顧問諮詢、項目執行以及技術支援，協助企業透過流動解決方案提升工作

效率及競爭力。3 香港亦透過「3 智城」計劃，與初創公司及環球企業合作，為企業及個

人客戶開創各種應用場景，加快開拓及推廣涵蓋流動商務、資訊科技、物聯網及大數據

的商業和企業方案，以提升大眾及企業市場的客戶體驗，推動香港成為智慧城市。 

 

3 香港是和記電訊香港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215）的流動通訊業務，和記電訊香港

控股為長江和記實業（股份代號：1）集團成員。有關 3 香港的詳情，請瀏覽 

www.three.com.hk。有關和記電訊香港控股的詳情，請瀏覽 www.hthkh.com。 

 

傳媒查詢 

香港中樂團 3 香港 

黃卓思 (Tracy Huang) /市務及拓展主管 
3185 1608 / 9768 0026 

thuang@hkco.org   

公司事務部 

2128 3108 / 2128 5313 

pr@ht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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