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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慶祝香港兒童合唱團於2019年踏入50周年，金禧誌慶活動接踵而來！

香港兒童合唱團「50周年兒童合唱作品創作選」旨在推動兒童合唱音樂創作，
邀請到「香兒」駐團作曲家何崇志博士、新加坡作曲及指揮家Darius Lim及日本
作曲及指揮家松下耕擔任評判。創作選分為中級組及高級組2個組別，獲選曲目
除可得豐富獎金外，歌曲更會被輯錄於《香港兒童合唱團50周年兒童合唱作品
創作選得獎作品集》。

是次創作選收到超過300份來自40多個國家及地區的作品，包括土耳其、中
國、巴西、日本、以色列、加拿大、伊拉克、匈牙利、印尼、西班牙、克羅地

亞、希臘、委內瑞拉、波蘭、阿根廷、俄羅斯、保加利亞、美國、英國、紐西蘭、馬來西亞、菲律賓、意大利、新加坡、

瑞士、瑞典、葡萄牙、德國、澳洲及韓國等（排名按筆劃序），衷心感謝來自世界各地的參賽者踴躍參與！

「香兒」邁向50周年特輯

50周年兒童合唱作品創作選

中級組獲選名單 (排名按英文姓氏序)

• Join Our Team - Chris ARTLEY (New Zealand)

• Let the Children Play - David AVSHALOMOV (United States)

• We will Shine Like the Sun - Rich CAMPBELL (United States)

• Psalm 23 - Kai-young CHAN (Hong Kong)

• The Time Train 時光車 - Zen-in Michelle CHENG (Hong Kong)

• Tortoise Moon - Robert S. COHEN (United States)

• Flower Songs - Jason COLE (United States)

• A Guinea Pig - Jorge Luis FERRARI (Argentina)

• Little Things - Günther FIALA (Austria)

• We are One Voice (2-part version) -  
Christopher HUTCHINGS (United Kingdom)

• No! No! No! - Chun-kei Alan KWOK (Hong Kong)

• 別了校園 - Ho-hin LAU (Hong Kong)

• 望梅止渴 - Warren LEE (Hong Kong)

• Three Animal Songs for Children's Choir and Piano -  
Andrew LIST (United States)

• This is My Father's World - Jerome MALEK (United States)

• Stand in the Light - Kari MEDINA (United States)

• Jubilate Deo - Ken STEVEN (Indonesia)

• Spring -Recreation of the Japanese Children's Song -  
Kazuki TAKEUCHI (Japan)

• The Lord Will Send His Mercy - Lok-yan TSANG (Hong Kong)

• Do Mi Sol Do - Shih-pao TSENG (Taiwan)

• I Know the Rain - Peter WALTERS (United Kingdom)

• Gleneagle Pie - Charles WEST (United Kingdom)

• The Song of the Bee - Alison WILLIS (United Kingdom)

• My Birthday Gift - Lok-hang Amos WONG (Hong Kong)

• 活在當下 - Shun-yun YIP (Hong Kong)

高級組獲選名單 (排名按英文姓氏序)

• Panis Angelicus - Jude Edgard BALSAMO (Philippines)

• 青玉案．元夕 (Night at the Lantern Festival) -  
Kai-young CHAN (Hong Kong)

• The Superstitious Ghost - Sze-rok CHAN (Hong Kong)

• Twenty-Third Psalm: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  
Hok-man Elena CHIU (Hong Kong)

• Mississauga Rattlesnakes - Hok-man Elena CHIU (Hong Kong)

• A Child's Evening Prayer - Robert S. COHEN (United States)

• Silent Noon - Ian GOOD (United States)

• Serenade - a lullaby - Edmund JOLLIFFE (United Kingdom)

• 風的華爾茲 - Warren LEE (Hong Kong)

• Who's That Baby? - Mel MCINTYRE (United Kingdom)

• The Lamb - Mel MCINTYRE (United Kingdom)

• Bimbi Ko, Bimbi Ko - Joy NILO (Philippines)

• 踏莎行 - Xingzimin PAN (United States)

• La turlutte à l'alouette - Marie-Claire SAINDON (Canada)

• Tarantella Allegra - Julian SLABAKOV (Bulgaria)

• 如果可以 - Lok-hei TAM (Hong Kong)

• 將進酒 - Tsz-hang WONG (Hong Kong)

• 不會來了 - Ho-kwen Austin YIP (Hong Kong)

• 彳亍叮叮 - Ho-kwen Austin YIP (Hong Kong)

• Vivamus, Amemus - Fe YUE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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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兒」邁向50周年特輯

50周年標誌設計比賽
第2個迎接「香兒」50周年的活動—「50周年標誌設計比賽」
旨在讓團員、本地設計師及社會人士發揮創意，設計出具代

表性的標誌以紀念這個重大的里程碑。得獎作品（並不限於

冠軍作品）將有機會被使用於「香兒」50周年慶祝活動之紀
念品、宣傳品及期間出版之特刊及刊物之上。

是次比賽設公開組及兒童組供各界人士參與，比賽反應熱

烈，2個組別一共收到超過200份參賽作品。經過評判們多番
商討後，終於決定了最後結果！得獎名單如下：

冠軍—潘倩怡女士 亞軍—梁永輝先生 季軍—曾穎軒先生

  冠軍—張靖晞小朋友

何咏淇小朋友 姚景晞小朋友李馼芯小朋友 郭美谷小朋友 鄭子欣小朋友

亞軍—江肇軒小朋友 季軍—伍宜孫小朋友

3

3

2

2

1

1

香港著名設計師靳埭強博士SBS（左）、韓秉華先生BBS（中）
及「香兒」50周年活動籌委會主席李日華先生（右）擔任評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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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兒」邁向50周年特輯
日期：4月22日

地點：葵青劇院演藝廳

「香兒」每年4至5月均會舉辦觀摩音樂會，除
了為團員累積演出經驗外，亦讓他們藉著觀賞

其他班別的表現互相學習。今年很高興邀請到從廣州到來的

朋友－「羊城兒童合唱團」及「番禺星海青少年宮星兒合唱

團」參與「友共情」音樂會系列：中三級觀摩音樂會。

「友共情」音樂會系列：
2018中三級觀摩音樂會

中三A

中三C

中三G

中三 I

中三B

中三 E

中三H

羊城兒童合唱團

番禺星海青少年宮星兒合唱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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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兒」邁向50周年 

節目預告

2018海外演出預演音樂會
日期：7月13日

地點：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時間：晚上8時正

今年夏天，「香兒」將前往廈門、愛沙尼亞及芬蘭交流演出，在出發前，團員率

先於「2018海外演出預演音樂會」送上為交流演出精心準備的曲目，讓香港觀眾
先睹為快！

是次音樂會將首演由「香兒」駐團作曲家何崇志博士特意創作的50周年主題曲
《I Just Want to Sing 我要學唱歌》及新作《功夫》，而著名新加坡作曲家Darius 
Lim的新作《Children of Light》更會在音樂會中作全球首演，萬勿錯過！

「友共情」音樂會系列：香兒與何崇志合唱作品專場
日期：9月16日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時間：下午3時正

駐團作曲家何崇志博士多年來為「香兒」創作了眾多優秀作品，包括「香

兒」35周年的原創音樂劇《石孩子之香港一日遊》、45周年主題曲《Yo!》以及
50周年主題曲《I Just Want to Sing 我要學唱歌》等，將由合唱組多個級別一同
將歷年來的動聽作品以及新作一一搬上舞台，更會帶領觀眾進入何崇志博士生動

有趣的音樂世界！

2018合家歡音樂會—歌聲響遍半世紀
日期：10月7日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時間：下午2時正及晚上7時30分

「友共情」音樂會系列：歌聲響遍半世紀
日期：10月28日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時間：下午2時正及晚上7時30分

50周年大型舞劇—舞動藝畫廊
日期及時間：11月10日晚上7時30分及11日下午3時正

地點：伊利沙伯體育館

舞蹈組中國舞、芭蕾舞、爵士舞、踢躂舞及Hip Hop團員將用舞蹈展現
中外古今名畫，包括中國十大傳世名畫《清明上河圖》、法國印象派

畫家德加的《The Dancing Class》、現代抽象派畫家馬克．羅斯科的
《Red on Maroon》等等，用舞蹈及音樂為畫中人物注入生命並帶上
舞台，讓觀眾親歷畫卷中的夢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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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兒」Concert Choir在音樂總監兼首席指揮霍嘉敏女士的帶領下，乘搭
旅遊巴士前往深圳少年宮，參與第二屆「同心耀中華—深港澳青年文化交

流藝術季」閉幕式演出。藝術季於今年3月31日於深圳開幕，以文化藝
術為橋樑，為深港澳青年提供了交流的平台。在藝術季期間，主辦機構

在深港澳三地邀請了21個青年團體參與，為三地市民帶來了9場合唱、
交響樂、舞蹈及話劇等演出。「香兒」很榮幸作為香港代表，於閉幕

式中演出。

晚上7時30分，藝術季閉幕式正式開始。在澳門科技大學藝術團、深
圳青年藝術家及深圳紅岭教育集團高中部金聲合唱團（簡稱：紅岭

合唱團）演出後，Concert Choir以輕快歡樂的《韻樂共流》一曲開
始了閉幕式演出。在音樂總監霍嘉敏女士指揮及林菁女士鋼琴伴

奏下，團員演唱了《風》、《乘風破浪》2首歌曲。

隨後林浩恩先生擔任指揮，團員獻唱了《請勿靠近車門》、 
「香兒」50周年主題曲《I Just Want to Sing 我要學唱歌》、配
合中國傳統武術動作的《功夫》、《尋梅洛基山》及《Yo!》。 
其中《I Just Want to Sing 我要學唱歌》及《功夫》更是世界
首演。團員精彩的演出獲得觀眾熱烈的掌聲，並把閉幕式的

氣氛推至更高。

藝術季藝術總監徐霞女士、深港澳3位代表（本團團員
朱芍盈為香港代表）、紅岭合唱團及Concert Choir在「
香兒」音樂總監霍嘉敏女士的指揮下獻唱《我愛你中

國》，為期一個多月的深港澳青年交流藝術季圓滿落

幕。

最後，團員與藝術季形象大使周筆暢小姐、閉幕式

嘉賓香港中聯辦副主任陳冬先生、深圳市政協主席

戴北方先生、市政協副主席徐友軍先生、深圳教育

局、深圳市深澳辦、深圳市文體局、澳門教育局

等代表，及其他演出團體拍攝大合照留念。期望

團員日後有更多機會跟深圳、澳門的青年作音

樂交流，互相學習及切磋。

深圳交流演出是Concert Choir團員本年度首
個交流演出，7月團員將前往廈門為「2018
鼓浪嶼合唱節」作開幕演出，及前赴愛沙

尼亞參與「EUROPA CANTAT」歐洲合唱
節，並到芬蘭作2場專場演出。期待團員
在世界不同的舞台上繼續以美妙的歌聲

感動觀眾。

「同心耀中華—

深港澳青年文化交流藝術季」

閉幕式

第二屆

日期：5月19日

 地點：深圳少年宮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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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廈門交流演出

日期：7月15日至18日

地點：中國廈門

參與班別：Concert Choir

在遠赴愛沙尼亞及芬蘭交流演出之前，Concert 
Choir將先到廈門為「2018鼓浪嶼合唱節」開幕式
演出。鼓浪嶼合唱節始於2002年，由鼓浪嶼音樂廳
承辦，及後於2016年由中國合唱協會指導，鼓浪嶼
管委會主辦，鼓浪嶼遊覽區管理處、廈門市合唱協

會及鼓浪嶼鋼琴藝術研究會承辦，是其中一個「鼓

浪嶼申遺系列」的文化活動。鼓浪嶼於2017年7月
被正式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今年是申遺成功後

第2次舉行之合唱節。

團員名單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第五組
區涴晴▲ 蘇樂兒▲★ 鄭樂瑤▲ 鄧旭婷▲★ 黃晟皓▲★

曾蒨渟●★ 何思樂●★ 陳朗昕● 李嘉曦● 駱家熙●★

歐陽晞願 陳沛陶★◆ 蔡凱喬★◆ 卓以琳 鄭晴羲

歐彥婷★■ 張庭騫 朱芍盈★ 林慧昕 譚昊然

陳卓琳 馮韻柔 樊晴曦 廖心延★ 鄧梓駿

陳靖彤 譚伊晴 何沛澄 伍　悅

鄭雍穎 王雪穎 林家瑜★◆ 譚曉晴★♥
鍾　戎 葉卓靈★ 李詠珊 黃可晴★

余懿雅★ 余逸暳★ 李　蕎 楊　潁

 黃心妍

▲ 組長　● 副組長　★小組　♥班長　◆聲部長　■康樂

職員名單

音樂總監兼 
首席指揮

霍嘉敏

指揮 林浩恩、孫明慧

鋼琴伴奏 林　菁

隨團經理 余雪華

隨團職員 吳文英    吳翹詠
梁廷樂    陳意華
趙嘉雯

日程表

15
7

16
7

17
7

18
7

香港  廈門

廈門  香港

下午 
晚上 7:30

上午

下午

晚上

開幕式綵排

開幕式專場音樂會（地點：鼓浪嶼音樂廳）

香港兒童合唱團公開排練 
（地點：鼓浪嶼校區音樂學校音樂廳）

快閃演出

風琴博物館、菽莊花園、日光岩、皓月園觀光

觀賞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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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愛沙尼亞及芬蘭交流演出
日期：7月27日至8月9日

地點：愛沙尼亞塔林、芬蘭赫爾辛基

參與班別：Concert Choir

香港兒童合唱團（簡稱「香兒」）每年

均赴海外演出，與世界各地的音樂團體

交流切磋。今年夏天，「香兒」先出發

往廈門，為「2018鼓浪嶼合唱節」作
開幕演出，再遠赴愛沙尼亞，繼2006
年和2015年後再次參與「EUROPA 
CANTAT」歐洲合唱節。及後會到芬蘭
赫爾辛基著名的聖殿廣場教堂（又稱岩石教堂）舉辦音樂會，更聯同香港駐倫敦經濟貿易辦事處於芬蘭地亞音樂廳

赫爾辛基大廳合辦1場專場演出。

Europa Cantat XX Tallinn 2018

由歐洲合唱協會主辦，是全球合唱界的一大盛事，於1961年起每隔3年舉辦1次， 

至今已是第20屆並首次於愛沙尼亞塔林舉行。

Supported by 

香港駐倫敦經濟貿易辦事處全力支持

團員名單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第五組
朱芍盈▲★ 楊　潁▲★ 林卓諾▲ 葉卓靈▲★ 梁日朗▲

鄧　瑤● 趙悅賢● 余逸暳●★ 黃可晴●★ 黃子晉●

區涴晴  歐陽晞願 歐彥婷★■ 陳穎希 鄭晴羲

陳靖彤 張庭騫 陳卓琳 樊晴曦 侯樂天

陳昶晞 何沛澄 鄭樂瑤★ 何思樂★ 郭懷謙

陳沛陶★◆ 馬　穎 卓以琳 林慧昕 駱家熙★

鍾　戎 伍　悅 蔡凱喬★◆ 李詠珊 馬逸行

方諾恩 譚曉晴★♥ 馮韻柔 李　蕎 譚昊然

林家瑜★◆ 曾蒨渟★ 蘇樂兒 譚伊晴 鄧梓駿

廖心延 王芷媛 王雪穎 鄧旭婷★ 黃君朗

余懿雅★ 黃心妍 黃晟皓

王宇洸

袁思諾

▲ 組長　● 副組長　★小組　♥班長　◆聲部長　■康樂

職員名單

隨團董事 任德煇

音樂總監兼首席指揮 霍嘉敏

指揮 林浩恩 
孫明慧

鋼琴伴奏 林　菁

隨團經理 謝偉基

隨團職員 陳以玲

陳意華

梁廷樂

鄧慧萍

鍾愛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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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表
7月27日 香港   愛沙尼亞塔林（Tallinn, Estonia）

7月28日
參與合唱節工作坊

觀賞音樂會

7月29日
上午

晚上

參與合唱節工作坊

拉埃文化中心（Rae Culture Centre）音樂會

7月30日

上午

下午

晚上

參與合唱節工作坊

黑頭宮（House of the Blackheads）Choir-to-choir音樂會

塔廣場（Towers' Square）Night of Choirs音樂會

7月31日
參與合唱節工作坊

觀賞音樂會

8月1日

上午

下午

晚上

參與合唱節工作坊

觀賞音樂會

黑盒廳（Black Box）Promenade音樂會

8月2日至3日
參與合唱節工作坊

觀賞音樂會

8月4日
上午

下午

參與合唱節工作坊

俄羅斯文化中心（Russian Culture Centre）音樂會

8月5日
上午

下午

觀光

愛沙尼亞塔林   芬蘭赫爾辛基（Helsinki, Finland）

8月6日

上午

下午

晚上

觀光

聖殿廣場教堂（Temppeliaukio Church）專場音樂會

芬蘭地亞音樂廳赫爾辛基大廳 
（Helsinki Hall, Finlandia Hall）專場音樂會

8月7日 觀光

8月8日 晚上 芬蘭赫爾辛基  香港 

8月9日 抵達香港

黑頭宮 
（House of the Blackheads）

位於愛沙尼亞首都塔林，曾是 
「黑頭兄弟會」（Brotherhood of 
Blackheads）的總部，此組織在14
世紀由船主、商人及海外專業人士

組成，活躍於立窩尼亞地區（現在

的愛沙尼亞及拉脫維亞），多任俄

國君主包括彼得一世、保羅一世及

亞歷山大一世都曾到訪黑頭宮。

聖殿廣場教堂 
（Temppeliaukio Church）

俗稱岩石教堂（Rock Church），是
位於芬蘭赫爾辛基的一座路德教堂，

竣工於1969年2月。教堂修建於一巨
大岩石當中，挖開岩石後在上方了設

置玻璃頂棚，採用自然光。而教堂的

外牆就是岩石本身，因此音響效果極

佳，經常用來舉辦音樂會。

芬蘭地亞音樂廳赫爾辛基大廳 
（Helsinki Hall, Finlandia Hall）

位於芬蘭赫爾辛基市中心的蝶略

灣，由阿爾瓦爾·阿爾托在1962設計
並於1972年竣工，是阿爾瓦爾·阿爾
托赫爾辛基市中心規劃的一部分，

為小型商業活動、慶典、展覽、音

樂會和國際大型會議提供會議和慶

祝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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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7年活動回顧

培訓
E及培訓I班觀摩音樂會

高C及
高F班觀摩音樂會

中二
I班觀摩音樂會

日期
：2017年12月6日�

日期
：2017年12月9日

日期
：2017年12月10日

am a Little Star》為音樂會揭開序幕，其後配合樂器演唱《種子

等，
贏得不

絕掌聲。其後高F踏上舞台，一連表演6首歌曲，包括

於尾
聲更配

合動作及舞步演繹了迪士尼名作《Beauty and the 

從優
質潛能

啟發課程畢業後，培訓E及培訓I團員經過半年的合唱

高C率先
進場，表演充滿活力的《Come to The Music》及配合整

團員
精心預

備了10首中西樂曲，先由一曲《Behold, What Matter 

更到
台下向

父母送上小禮物，讓音樂會在歡笑聲中結束。

班一
同唱出

《And Music Will Lead Us》及《Samba Santa》作

上完
美句號

。

結，
祝願所

有觀眾過一個快樂聖誕。

地點
：西九

龍團址演唱廳

地點
：西九

龍團址演唱廳

地點
：西九

龍團址演唱廳

的故
事》，

感謝父母的悉心栽培。在最後的《一人分一個》中，

莊嚴
神聖的

《Alleluia Fanfare》及《一蚊一斤雞》。音樂會尾聲2

Beast》的樂曲
串燒，並以一連串耳熟能詳的聖誕歌為音樂會劃

訓練
，為家

長帶來一場充滿童趣的觀摩音樂會。團員先以一曲《I 

齊舞
蹈唱出

由經典樂曲串連而成的《Broadway Blockbusters》

of Love》揭開序幕，及後相繼送上多首風格迥然不同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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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7年活動回顧 手鈴

班觀摩音樂會—愛心迎聖誕

201
7聖誕頌歌節—

金融
力撐下代齊頌唱

日期
：2017年12月17日

日期
：2017年12月22日

於每
年12月舉辦的「聖誕頌歌節」旨在為 

參與
班別：

七彩桌鈴、手鐘初班、手鈴A、手鈴B

地點
：國際

金融中心商場中庭

款項
。「香

兒」獲邀於壓軸活動中演出， 

香港
鐵路有

限公司非執行主席馬時亨教授 

地點
：西九

龍團址演唱廳

主辦
機構：

兒童發展配對基金

弱勢
社群的

小朋友和青少年籌募配對儲蓄 

表演
嘉賓：

中二G

參與
班別：

預備D 

小團
員以充

滿活力及童真的聲音唱出多首 

等一
眾嘉賓

同台歌唱。

耳熟
能詳的

聖誕歌，包括《Jingle Bells》等。 
在活
動尾聲

更與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先生及 

音樂會先由技巧最純
熟的

手鈴A班演奏2曲，其

雖然2班團員都是初次
出場

，不過
都能流暢地完

後到年紀最小的七彩
桌鈴及

手鐘初
班團員表演，

成表演，贏得台下熱
烈掌聲

。

手鈴B班團員之後演奏《
Up on the Housetop》

各曲目之間的小組合
奏亦不

遜色，
其中3位團員

等樂曲，充分展現平日
練習的

團隊精
神及默契。

演奏《We Three Kings》時，
更扮演

迎接耶穌降

生的3位博士，逗趣的扮
相引來

不絕笑
聲。

合唱組中二G壓軸唱出節
奏輕快

的《Esta es al tiempo》

Bells》，曲目由指揮黃
婉薇改

編，更
加入了合唱及導

及2首聖誕歌曲。最後所
有團員

一同表
演《Carol of the 

師廖梓丞的大提琴伴奏
，讓音

樂會在
一片愉快溫馨的

氣氛下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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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屆大角咀廟會
日期：3月4日

主辦機構：旺角街坊會

地點：大角咀福全街

參與班別：芭蕾舞Primary A、Grade 3、Grade 6、 
Hip Hop 1A、Hip Hop 2A、Hip Hop 3A

舞蹈組連續第 2年參與此區內年度盛事，Hip Hop班團
員率先上台表演節拍強勁的《ENERGETIC Beanies》，
其後芭蕾舞Primary A及Grade 3團員分別表演《Wewa
小南瓜》及《Halloween Candy》，最後 Grade 6團
員以優美的舞步表演《購物天堂》，配樂更是充滿

代表性的《Kowloon Hong Kong》，贏得台下不
絕掌聲。

苗圃行動25周年慈善晚宴
日期：3月11日

主辦機構：苗圃行動

地點：香港喜來登酒店

參與班別：中三A

團員於記者招待會暨音樂影片發佈會及慈善晚宴獻唱苗圃行動的新

會歌《前路有我伴你開》，以清脆歌聲演繹苗圃行動多年來對助學

的堅定信念，真摯的演出感動在座賓客，包括主禮嘉賓高永文醫

生及一眾參與音樂影片拍攝的歌手。苗圃行動主席何毅良先生及

歌詞作者金鈴女士亦於演出後讚賞團員的表現。

苗圃行動新會歌《前路有我伴你開》

音樂影片：youtu.be/O0am-zHpukY 

時富投資集團20周年晚宴
日期：3月23日

主辦機構：時富投資集團

地點：港島香格里拉大酒店

參與班別：中一B

當晚政、商、學界名人雲集，由行政會議成員林健鋒先生及廖長江先生、立

法會議員邵家輝先生及前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教授擔任主禮嘉賓。中一B用
歌聲為晚宴揭開序幕，分別演唱《Over the Rainbow》及《這是我家》組
曲，演唱後2位中一B的小司儀更毫不怯場地為晚宴開場，充滿童真的演
繹令在座賓客均不禁莞爾。

2018年上半年演出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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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紫荊廣場五四升旗禮
日期：5月4日

主辦機構：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動委員會

地點：金紫荊廣場

參與班別：高F

今年是五四運動99周年，「香兒」與14個青少年制服團體進行升
旗禮，高F團員於儀式中獻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及後與在場
過千名學生一同宣讀「五四宣言」。政務司司長張建宗、中聯

辦副主任陳冬、立法會主席梁君彥以及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

等亦有到場觀禮。

香港江西社團（聯誼）總會 

成立慶典暨第一屆會董會就職典禮
日期：5月16日

主辦機構：香港江西社團（聯誼）總會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大會堂

參與班別：中三A

當晚座無虛席，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江西省委書記、省長劉

奇、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主任王志民及政

務司司長張建宗亦有出席典禮。中三A團員於台上分別以英語、
廣東話及普通話演唱《Imagine》、《獅子山下》和《明天會
更好》，以歌聲寄望香港與江西的合作交流更加蓬勃，兩地

更加繁榮。

2018年上半年演出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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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5月20日

地點：西灣河文娛中心劇院

上半場的團員準備充足，帶上道具表演《媽媽我愛

你》、《花草樹木》等歌曲，又以整齊動作演唱 
《雨》，帶領台下的團員一同感受梅雨時節。下半場演

出的團員亦不遑多讓，以普通話和二部演唱不同歌曲，

令表演更加豐富。

2018預備組觀摩音樂會

預備A 預備 B

預備C 預備D

預備 E 預備 F

是次音樂會邀請到前官立小學校長協會主席及前「香兒」

音樂主任金惠玲校長蒞臨觀賞，很感謝金校長在音樂會中

向團員分享了不少寶貴的意見和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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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備G

預備 I

預備 K

預備M

預備H

預備 J

預備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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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5月12日

地點：西九龍團址演唱廳

日期：5月26日

地點：顯理中學禮堂

日期：5月20日

地點：西灣河文娛中心劇院

2018
初一A、初一I�� 及初二G班觀課日

2018初一M及初一O班音樂會

2018中一級觀摩音樂會

初一A

中一 A 中一 B

初一 I

初二G

2018中一級觀摩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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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中一級觀摩音樂會
中一C

中一 E

中一G

中一 I

中一D

中一 F

中一H

中一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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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4月22日

地點：葵青劇院演藝廳

中二級團員帶來一連串生動有趣的樂曲，如介紹音樂大

師莫扎特的《Mozart Mania》、以天氣為主題的《小雨
中的回憶》和《Singin' in the Rain》等等，中二M團員
更親自設計動作表演歌曲《Walk On》，令人印象深刻。

日期：5月6日

地點：西九龍團址演唱廳

2018中二級觀摩音樂會

2018中二B班觀摩音樂會

中二C

中二G

中二 I

中二M

中二N

中二B

中二K

中二H

中二 E

中二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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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中二B班觀摩音樂會

「Creative Musicking」導師工作坊

日期：3月29日

地點：西九龍團址演唱廳

「香兒」很榮幸邀請到香港教育大學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助理教授黃慧

英博士及梁智軒博士主講名為「Creative Musicking: An Approach to 
Collaborative Choral Composition」的導師工作坊。兩位資深音樂教育工
作者於工作坊中分享如何將合唱與創作結合，加強合唱中的趣味。一眾導

師深受啟發，期望在不久將來能將工作坊所學，用於兒童合唱工作上，進

一步發掘兒童對音樂的興趣及創造力。

「香兒」舊生何文田分團重聚日

日期：5月27日

地點：何文田分團

舊生與昔日師友話聚，聯歡作樂，各舊生亦藉此機

會參觀裝修後的何文田分團，並一同觀賞去年於何文田分團裝修前拍攝的珍

貴片段。當天「香兒」音樂總監兼首席指揮霍嘉敏女士亦有出席，

並在舊生陳祖健先生及林浩恩先生指揮下同唱《The Music's Always 
There with You》及香兒五十周年主題曲《I Just Want to Sing 我要學
唱歌》，以歌聲慶祝「香兒」邁向半世紀。

新任「香兒」

活動推廣主任

舊生譚逸鵬回歸「香

兒」擔任活動推廣主

任，為迎接50周年的一
系列活動一同努力！

「香兒」快訊

舊生會通訊

節目預告

追夢大灣區各界青年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1 周年晚會

日期 主辦機構 地點 參與班別

7月1日
香港各界 
慶典委員會

香港紅磡體育館
初一P、初二B、中一I、 
中二B、中二I、中三A

明儀合唱團 54 周年音樂會

日期 主辦機構 地點 參與班別
7月15日 明儀合唱團 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青年合唱組

樂韻悠揚香港「晴」

日期 主辦機構 地點 參與班別
7月16日 和富社會企業 麥花臣場館 中三H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9 周年及香港回歸祖國 21 年暨頌親恩慶祝典禮

日期 主辦機構 地點 參與班別
7月17日 香港西區婦女福利會 新光戲院 初二O、中二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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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譽顧問

榮譽會長 陳達文博士　銀紫荊星章

名譽顧問 馮　源先生

楊月眉女士

名譽法律顧問 蔡培偉先生

名譽音樂顧問 金培達先生

胡咏言先生

陳永華教授　太平紳士

曾葉發教授

楊鴻年教授

閻惠昌先生　銅紫荊星章

Mrs BARTLE Jean Ashworth
Mr PAGE Neil

名譽舞蹈顧問 何浩川先生

冼　源先生

劉兆銘先生

羅耀威先生

董事會（2016-2018年度）

主席 任德煇先生

副主席 李日華先生

義務秘書 黃雅茵女士

義務司庫 鍾慧儀女士

董事 岑楊毓湄博士

殷巧兒女士　榮譽勳章 太平紳士

陳連基女士

莫鳳儀女士　榮譽勳章 太平紳士

劉靖之教授

蔡淑娟女士　銅紫荊星章

職員

音樂總監兼首席指揮 霍嘉敏

總經理 謝偉基

助理總經理 余雪華

藝術統籌 孫明慧

經理 吳木玲

會計經理 馮玉珊

助理經理 林智璇

趙雅雪

活動推廣主任 譚逸鵬

團員關係主任 吳文英

高級幹事 周淑貞　　陳以玲

陳芷珊　　鍾愛貞

會計 楊淑嫻

總經理秘書 鄧慧萍

幹事 吳翹詠　　林　潁

張嘉蘅　　梁廷樂

陳意華　　楊穎欣

趙嘉雯　　劉灝濂

賴偉華　　譚彩萍

事務員 田燕傑　　鄺愛芬

龔慧明

駐團顧問及各組主任

駐團聲樂顧問 陳少君

駐團作曲家 何崇志

音樂主任 孔鳳琼

何子茵

陳佩玉

助理音樂主任 曹昭行

謝瑞琼

舞蹈主任 雷潔儀

助理舞蹈主任 
（芭蕾舞）

陳慧寶

普通話兒童組主任 朱秀屏

排名按姓氏筆劃序

董事會成員及其他職位

第73期　2018年7月（版權所有．不得翻印）
出版：香港兒童合唱團
地址：九龍大角咀洋松街1號1樓
電話：(852)2715 6525　　　
傳真：(852)2571 0983
電郵：info@hkcchoir.org
網址：www.hkcchoir.org

  hkcchoir   香港兒童合唱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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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cchoir   香港兒童合唱團

香港兒童合唱團多年來積極推動藝術

培訓，為香港音樂及文化界培育不少人

才，為了讓團員在更良好的設備及練習

環境下學習，本團現誠意邀請閣下參與

「友樂牆」捐助計劃。西九龍團址演唱

廳外設有「友樂牆」，牆上有不同大小

的「香兒」音符圖案，每個音符上均刻

有贊助者的中文或英文名字，象徵所有

熱心人士對本團的支持。

本團另有多項西九龍團址設施及課室

命名權贊助計劃，歡迎聯絡查詢。

電話 Tel：2715 6525
電郵 Email：info@hkcchoir.org
網頁Website：www.hkcchoir.org
地址 Address： 九龍大角咀洋松街 1號 1樓
 1/F, 1 Larch Street, Tai Kok Tsui, Kowloon

The Hong Kong Children’s Choir was founded in 1969 as a registered non-
profit-making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and has made tremendous contributions 
for children’s arts training in Hong Kong. To improve our facilities and provide 
a better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our members, we cordially invite you to 
make a donation for our decoration wall “Notes of Friends”. On the wall, 
music notes in difference sizes are placed together to represent the generous 
supports from our donors. The wall is located outside the Recital Hall to 
honour all donors for their strong patronage to the choir. Every music note is 
engraved with the name of the donor in either English or Chinese.

We also provide naming of facilities at the West Kowloon Centre.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us.

本團保留「友樂牆」之設計、刻印內容及擺放期之最終決定權。

HKCC reserves the right to make the final decision regarding the design, content and duration of display of the “Notes of Friends”.

「Do」音符 Note 「Re」音符 Note 「Mi」音符 Note



請以正楷填寫　Please complete the form in BLOCK LETTERS │ 請在適當方格內加上「」　Please tick where appropriate  │ * 請刪去不適用者  Please delete if not applicable

本人 /公司 * 願意捐助　I / My Company* wish to make a donation of：
□「Do」音符 Notes （HK$10,000或以上）
□「Re」音符 Notes （HK$7,500）
□「Mi」音符 Notes （HK$5,000）
□ 其他贊助金額，請註明　Others, please specify：HK$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音符尺寸約：「Do」音符（300x240mm）、「Re」音符（200x150mm）、「Mi」音符（150x130mm），最終尺寸或因應「友樂牆」之設計而略有更改。
Approximate dimensions of the music notes: “Do” (300x240mm), “Re” (200x150mm), “Mi” (150x130mm). Actual size of the music notes may be 
subject to further changes.

*如欲捐助多於 1個音符，請填寫另一張捐款確認書，一併寄回本團。For donation of more than 1 music note, please complete a spate donation form.

贊助 /捐款人資料　Details of Sponsor/Donor

姓名 Name （先生 Mr / 太太 Mrs / 女士 Ms）*

收據適用之名稱 Name to be printed on receipt（如跟上述不同 If applicable）

電話 Contact No. 傳真 Fax

電郵 Email

地址 Address

「友樂牆」捐款確認書
Notes of Friends – Donation Confirmation

支票捐款　Payment by Cheque
贊助金額　Sponsor Amount

□「Do」音符 Notes（HK$10,000） □「Re」音符 Notes（HK$7,500）

□「Mi」音符 Notes（HK$5,000） □ 其他贊助金額（HK$_____________________）

銀行名稱 Bank Nam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支票號碼 Cheque No.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贊助 /捐款人簽署　Sponsor/Donor’s Signature

簽署 Signature 日期 Date

請把捐款確認書連同劃線支票抬頭「香港兒童合唱團」郵寄或親臨九龍大角咀洋松街 1號 1樓遞交。（請於信封註明「贊助『友樂牆』」）
Please send completed form along with a crossed cheque payable to "The Hong Kong Children's Choir" to 1/F, 1 Larch Street, Tai Kok Tsui, 
Kowloon. (Please indicate "Sponsorship for Notes of Friends" on the envelope)

□本人欲索取更多有關贊助計劃的資料　I would like to obtain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sponsorship campaign.

多謝支持香港兒童合唱團！ Thank you for supporting HKCC!

由本團填寫　For Official Use 收到日期

經手人姓名 聯絡電話

收據號碼 寄發日期

擬刻印姓名 Name to be engraved #：

英文 English

中文 Chinese # 中文上限 12字元（每行 6字元），英文上限 16字元（每行 8字元） 
Maximum number of words: 12 words for Chinese (6 words per line);  
16 characters for English (8 characters per l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