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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兒童合唱團憑舉辦「2019亞太合唱高峰會」

榮獲第十四屆香港藝術發展獎「藝術推廣獎」
香港藝術發展局（藝發局）於2003年設立香港藝術發展獎，表揚本地有傑出成就及貢獻的藝術工作者及藝團，以及積極支持藝術活動的
機構及團體，是香港藝術界的年度盛事。香港兒童合唱團憑舉辦「2019亞太合唱高峰會」獲得第十四屆香港藝術發展獎的「藝術推廣
獎」，高峰會為推動本地及亞太地區合唱音樂發展的成績及努力，得到業界專業人士組成之評審小組的認同和肯定。謹此再次感謝來自
不同地域共襄盛舉的所有參加者、表演團體及音樂專家。

雖因為新冠肺炎疫情而無法如常舉辦今屆的頒獎禮，「香兒」
全體成員仍為獲得此殊榮深感鼓舞，定會再接再厲，繼續不遺
餘力推廣及促進合唱藝術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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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亞太合唱高峰會」是「香兒」金禧誌慶的重點活動，為期五天的高峰會主要在香港文化中心舉行，其中包括20場工作坊、6場音
樂會、「香港合唱指揮比賽」總決賽及樂譜展覽，吸引逾十隊合唱團共1,600人參與，被讚譽為香港合唱界的一大成就。

在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廣場舉行兩場費用全免的「仲夏音樂

「特別展演」以非競賽形式進行，讓擁有不同風格及技巧的隊伍能互相學習，

會」，以維多利亞港的優美景色作背景，演出者除「香兒」

以開放及欣賞的態度對待合唱藝術，重拾初心。演出後七隊來自不同地區的隊

團員外更包括本地、中國內地及新加坡的優秀合唱團，吸引

伍齊聚合照，交流心得。

眾多遊客及公眾駐足欣賞合唱音樂。

擔任高峰會合唱大使的亞太青年合唱團由來自9個國家及地區、經公

在高峰會期間舉行的樂譜展覽邀得多個本地及海外作曲家及音樂出版

開選拔的42位合唱精英組成，在獲選香港指揮葉詠媛帶領下首度踏足

社參展，令參加者及本地觀眾有機會收獲世界各地由古典至現代不同

香港舞台，將高水準的演出帶給香港觀眾。

種類的出色合唱作品。

於閉幕音樂會舉辦的「香港合唱指揮比賽」總決賽是首個專為香港年輕指揮家而設的指揮比賽，為香港青年合唱指揮家提供國際級的舞台及磨
練技巧的珍貴機會。賽後海外評審就一眾指揮的高水準表現為香港合唱界而高興。
藝發局出版的「第十四屆香港藝術發展獎」特刊收錄了「香兒」音樂總監兼首席指揮霍嘉敏女士及50周年籌委會主席李日華先生的訪談報導。
電子版特刊可於以下網頁閱覽：bit.ly/2UQIW2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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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觀摩音樂會
中一I、中三B及中三I班觀摩音樂會

日期：11月24日

中一I團員為觀眾演繹兩首旋律優美的廣東話作品《望夫山》及《漁歌》。

地點：西九龍團址演唱廳

中三B及中三I團員帶來輕鬆活潑的《Gleneagle Pie》及《My Birthday Gift》
等歌曲。

最後三班一同唱出經典聖誕歌曲《Angels' Carol》等，預祝在場的觀眾有一個快樂美滿的聖誕。

中一L及中一M班觀摩音樂會

日期：11月30日

地點：北角顯理中學禮堂

音樂會以「唱遊大世界」為題，團員在觀眾席兩旁頌唱《I Just Want to

隨後團員演繹多首中外語言歌曲，包括以普通話唱出由菲律賓民歌改編而

Sing》選段為音樂會揭開序幕。

成的《為你唱支歌》、以非洲語言演繹的《Thula Klizeo》及以日語唱出電
影《魔女宅急便》的《めぐる季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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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員們載歌載舞的表演，贏得台下觀眾的熱烈支持，音樂會在愉快的氣氛下結束。

2019年觀摩音樂會
初一J及中二I班觀摩音樂會

日期：12月1日

地點：西九龍團址演唱廳

初一J小團員唱出《A Whole New World》、《Gake no Ue no Ponyo》

中二I則以二部合唱演唱《Stand in the Light》、《Little Things》等「50周

等多首經典兒歌。

年兒童合唱作品創作選」（創作選）的獲選作品，其中《Little Things》更
是世界首演的曲目。

高F班觀摩音樂會

日期：12月7日

地點：西九龍團址演唱廳

日期：12月8日

地點：西九龍團址演唱廳

團員呈獻一共九首歌曲的演出，其中更世界首演創作選的獲選作品《Turlutte à l'alouette》。

初二B班觀摩音樂會

音樂會以「四季的樂章」為主題，以甜美真摯的童聲配合小道具及動作，生動可愛地唱出春、夏、秋、冬的景致。
2020 年 7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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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觀摩音樂會
高D及高E班觀摩音樂會

高D演唱六首風格多樣的中外作品，包括創作選獲選作品《詩篇二十三篇》。

日期：12月8日

地點：西九龍團址演唱廳

高E演出四首歌曲，當中三首摘錄自著名音樂劇《Matilda》，加入對
白及舞步的有趣演出，令台下觀眾均忍俊不禁。

音樂會尾聲由兩班團員合作演出，包括日本作曲家竹內一樹親臨香港指導的創作選獲選作品《Spring》
，以及世界首演的《A Child' s Evening Prayer》
及《Silent Noon》
。是次音樂會場刊由兩班團員親自設計及製作，更刊出團員對導師及工作人員的感謝及心聲。

初一I及初二F班觀摩音樂會

音樂會以小蝴蝶和兩位團員的故事為主軸，團員時而化身小蜜蜂唱出
《Song of the Bumblebee》，時而化身彩虹演繹《Sing a Rainbow》，
以歌聲訴說世界的美好。

高C班觀摩音樂會

團員在30分鐘的音樂會上演繹多首廣東話及英語作品，包括新加坡作曲家
Darius Lim的作品《The Magic of Wizard Davinza》及香港作曲家譚樂希的
《如果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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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12月10日

地點：西九龍團址演唱廳

最後，團員們變身小天使並邀請父母一同到舞台上表演兩首聖誕歌，
音樂會在一片和樂的氣氛下結束。

日期：12月14日

地點：西九龍團址演唱廳

其中演繹由多首廸士尼經典作品編寫而成的《Happily Ever After》時，更
加入不同的動作及舞台走位，以專業的表現贏得觀眾熱烈的掌聲及讚賞。

2019年觀摩音樂會
敲擊班觀摩音樂會

日期：12月15日
地點：西九龍團址演唱廳
參與班別：體驗A、初B、C、D、E、F、G、高A、B、C

音樂會先由最年幼的體驗A團員演出《晨曲》打響頭炮。大部分小團
員皆是第一次於觀摩音樂會中演出，但仍毫不怯場，信心十足地演奏
數首樂曲，使現場觀眾不斷報以掌聲鼓勵。

接著是初級組的演出，部分班別演奏英國皇家音樂學院一級考試曲
目，向家長展示平日學習拍子的練習。團員亦帶來了數首充滿聖誕氣
氛的樂曲，與觀眾一同分享節日快樂。

手鈴班觀摩音樂會

緊接著是高級組團員的演出，高級組的大哥哥大姐姐以多種類型的敲
擊樂器，為觀眾合奏《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Beauty
and the Beast》、《Entertainer》等等經典且耳熟能詳的樂章。

日期：12月15日
地點：何文田分團1號房
參與班別：手鐘初、手鈴A、手鈴B

經驗豐富的手鈴A團員率先演奏打開序幕，其後手鈴B團員亦信心十足地向觀眾呈現兩首曲目，緊接著手鐘初團員為觀眾帶來《Evening
Prayer》，使現場掌聲不斷。

手鈴A團員為觀眾帶來精彩的獨奏及小組合奏，因演奏人數減少，每人需控
制的手鈴便增多了。但團員們仍能有條不紊地演奏多首樂章，充分展現手
鈴表演講求合作及協調性的特點。

最後各班團員再次陸續出場，帶來多首聖誕樂曲，全體團員更合奏
《Jingle Bells》為音樂會作結，使觀摩音樂會在一片愉快溫馨的氣氛下圓
滿結束。
2020 年 7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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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活動回顧
2019
渣打銀行160周年酒會

日期：12月3日

主辦機構：渣打銀行

地點：香港瑰麗酒店

參與班別：中三A

紮根香港160年的渣打銀行舉行周年酒會，「香兒」獲邀與馬勒樂團同台演出。二十多名
中三A團員在樂團指揮葉詠媛女士的帶領下演繹《獅子山下》一曲，演出時背景投射出以
160年來香港的成長及蛻變為題的動畫，配上充滿舊式情懷的歌詞，以音樂引領現場賓客
共同回味100多年的歷史片段，為酒會揭開序幕。

博愛百周年慈善餐舞會

日期：12月6日

主辦機構：博愛醫院

地點：香港瑰麗酒店

參與班別：中三A

博愛醫院於1919年成立至今，一直秉承「博施濟眾．慈善仁愛」的宗旨服務社群，「香
兒」獲邀以歌聲為博愛百年誌慶送上祝福。團員在晚宴正式開始之前踏上舞台，以清脆響
亮的歌聲配合輕快生動的舞步，充滿活力地演唱了博愛醫院100周年主題曲《傳承博愛》，
將愛心及關懷散播全城的同時，一代又一代地傳承下去，團員淋漓盡致的演出贏得台下賓
客的熱烈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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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柱廣場聖誕市集

日期：12月7日

主辦機構：領展

地點：赤柱廣場美利樓外

參與班別：中三N、青年合唱組、青年舞蹈組及部份舊生

「香兒」再次獲邀參與一年一度的赤柱廣
場聖誕市集演出，節目開首先由青年舞蹈
組帶來多個民族舞蹈演出，團員們穿上色
彩繽紛的舞衣，以曼妙的舞姿為現場注滿
熱鬧喜慶的氣氛。緊接著由青年合唱組及
部份舊生一同演繹《Have Yourself a Merry
Little Christmas》及《Santa Baby》等無
伴奏作品，最後再配上中三N團員以多首
經典聖誕歌曲作結尾。融合中西文化特色
的節目，吸引了不少遊客的目光，亦為漸
轉寒冷的天氣添上溫暖的節日氣氛。

變形機械人反轉聖誕節暨
紙板機械人創作比賽

日期：12月25日

主辦機構：GP37

地點：香港科學園

參與班別：高D

「香兒」於聖誕日當天在比賽中擔任其中一隊表演隊伍。團員於舞台上分別演繹《Here Comes Santa Claus》及多首聖誕歌曲組合而成的《Three Jazz
Carols》，為現場增添濃厚的節日氣氛。

2020 年 7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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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上半年節目巡禮
2020國際海關節

日期：1月20日

主辦機構：香港海關

地點：海關總部

參與班別：中三A

團員獲邀在酒會上聯同沙畫師海潮帶來一場別開生面的表演。酒會一開始，團員以純真
的聲音唱出《同舟之情》一曲，舞台上的螢幕則同時播放海潮於現場繪製在維多利亞港
上工作的海關人員，畫中有一雙大手作牽手的姿態，正好和應歌詞，寓意攜手為香港帶
來更好的將來，歌聲與畫作同步的演出得到賓客的熱情支持，現場掌聲不絕，亦為酒會
揭開精彩的序幕。

萬眾同心公益金

日期：6月6日

主辦機構：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一年一度的大型慈善節目今年以多地連線的方式舉行，令身處世界各地的演藝人都能透
過錄影或直播為慈善演出。團員為節目錄製歌唱影片，以嶄新方式參與演出，當晚與歌
手葉麗儀、陳潔靈及Maria Cordero隔空合作，一同唱出由多首經典流行曲包括《憑著
愛》、《友誼之光》等編寫而成的組曲，直播現場更配合著名音樂人趙增熹先生的鋼琴
演奏，希望藉歌聲勉勵香港人要逆境自強，互相扶持邁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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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班別：中三A、中三級及高級組部份團員

「香兒」快訊
《歌王之王》音樂劇角色招募及延期安排
為籌備大型音樂劇《歌王之王》，
2020年年初「香兒」已經開始展開
角色招募，並得到團員踴躍回應。第
一輪面試因疫情關係改以遞交錄影片
段的方式進行；第二輪面試則在人數
較少及足夠的預防措施下順利於3月
中旬在西九龍團址舉行。

第二輪面試由創作《歌王之王》的
何崇志博士、「香兒」音樂總監兼
首席指揮霍嘉敏女士及藝術統籌孫
明慧女士主持，以小組形式進行。
候選團員需準備一首指定曲目或自
選曲目於面試中演唱，並即席演繹
音樂劇的選段。一眾候選團員均表
現出色，獲選團員其後更在線上與
葉遜謙導演圍讀劇本。
受疫情影響，原定於2020年9月在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舉行的《歌王之王》延期至2021年秋季舉行。若想觀賞是次台前幕後皆籌備已久的大型
製作，請密切留意「香兒」網頁及Facebook專頁有關《歌王之王》音樂劇的最新公布。

「Phil Your Life With Music：獅子山下」音樂影片

受到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為了減少社交接觸及預防病毒擴散，眾多音樂會和演出活
動因而取消。儘管如此，香港管弦樂團（港樂）仍希望將音樂的力量傳遞給世界各地正
在一同跨越疫境的每一位樂迷，因此策劃了一系列網上音樂節目「Phil Your Life With
Music」。
今年4月，香港兒童合唱團部份團員獲邀參與了「Phil Your Life With Music：獅子山下」網上音樂影片的製作，與逾百位港樂樂師、港樂合唱
團、其行政團隊及董事會、贊助商、支持者、港樂會會員及青少年聽眾計劃會員等透過各自錄製的影片，合演出一首充滿勇氣及希望的《獅子
山下》，盼望可藉著音樂為大家帶來鼓勵。
影片連結：www.hkphil.org/tc/page/detail/21842

2020 年 7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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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課期間提供網上學習教材
為了團員的健康及安全著想，自農曆新年起「香兒」所有組別的練習全部取消，而停課的月份不會收取團費。但為了讓團員在停
課期間仍能繼續學習，「香兒」導師預備了一系列網上學習教材，供團員經手機應用程式內之「影片」部份瀏覽教學短片。感謝
每一位用心拍攝的導師以及在停課期間仍孜孜不倦地學習的團員們！

預備組

初級組

中級組

高級組及Concert Choir

雖受疫情影響令多個「香兒」原定於2020年舉辦的音樂會、海外交流演出及大型音樂劇被迫取消或延期，盼望團員在這艱難的時期
能趁機裝備自己，在疫情過後，與「香兒」一同創造更多優秀的演出和作品，繼續為藝術發光發熱。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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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樂牆
Notes of Friends

「Mi」音符 Note

「Re」音符 Note
「Do」音符 Note
香港兒童合唱團成立至今超過50年，多年來有賴團

The Hong Kong Children's Choir has established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and

員、家長、導師、舊生及各方好友的支持，發展成一

grown into a diversified arts organization for children with supports from members,

個多元兒童藝術團體。為了讓團員可在更良好的練習

parents, tutors, alumni and friends. To improve the facilities and provide a better

環境及更完善的設備下學習，本團誠意邀請閣下一同

environment for our members, we cordially invite you to make a donation for our

參與「友樂牆」捐助計劃。

decoration wall "Notes of Friends".

西九龍團址演唱廳外設有名為「友樂牆」之裝飾牆，

The wall "Notes of Friends" is located outside the West Kowloon Centre Recital

牆上鑲嵌著不同大小的「香兒」音符圖案，每個音符

Hall to honour all donors for their strong patronage to the choir. On the wall,

上均刻有贊助者之中文或英文名字，用以象徵一眾熱

music notes in difference sizes, engraved with the English or Chinese name of the

心人士的支持及本團致以所有贊助者最衷心的謝意。

donors, are placed together to represent their generous supports and our heartfelt

如有興趣參與「友樂牆」捐助計劃，請填妥「友樂

gratitude to them.

牆」捐款確認書，郵寄或親臨九龍大角咀洋松街1號

If you are interested to donate, fill in the "Notes of Friends Donation Confirmation".

1樓西九龍團址遞交。本團另有多項西九龍團址設施及

Please send the completed form to West Kowloon Centre, 1/F, 1 Larch Street, Tai

練習室命名權贊助計劃，歡迎聯絡查詢。

Kok Tsui, Kowloon by post or visit us in person. We also provide naming of facilities
at the West Kowloon Centre.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us.

電話 Tel

：2715 6525

網頁 Website ：www.hkcchoir.org

電郵 Email ：inf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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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cch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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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樂牆」捐款確認書
Notes of Friends - Donation Confirmation
請以正楷填寫

Please complete the form in BLOCK LETTERS

本人/公司* 願意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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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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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欲捐助多於一個音符，請填寫另一張捐款確認書，一併寄回本團。 For donation of more than one music note, please complete a separate donation form.

贊助/捐款人資料

Details of Sponsor/Donor
(先生Mr / 太太Mrs / 女士Ms*)

姓名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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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刻印姓名 Name to be engraved#
#

英文 English
中文 Chinese

支票捐款
贊助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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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yment by Cheque

Sponsor Am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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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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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成員及其他職位
職員

名譽顧問
音樂總監兼首席指揮

霍嘉敏

馮 源先生
楊月眉女士

總經理

謝偉基

助理總經理

余雪華

名譽法律顧問

蔡培偉先生

藝術統籌

孫明慧

經理

吳木玲

會計經理

馮玉珊

名譽音樂顧問

金培達先生 榮譽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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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紫荊星章
Mrs BARTLE Jean Ashworth
Mr PAGE Neil

助理經理

林智璇
吳文英
陳以玲
趙雅雪
譚逸鵬

高級幹事

孔慧如
周淑貞
陳芷珊
陳意華
鍾愛貞

會計

楊淑嫻

總經理秘書

鄧慧萍

幹事

吳翹詠
周子欞
張嘉蘅
梁廷樂
楊恆怡
趙淑蘭
趙嘉雯
劉灝濂
蔡朗朝
羅曉善
譚彩萍

事務員

田燕傑
鄺愛芬
龔慧明

榮譽會長

陳達文博士

名譽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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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紫荊星章

榮譽勳章

董事會（2018-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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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岑楊毓湄博士
殷巧兒女士 榮譽勳章 太平紳士
陳連基女士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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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智偉教授
鄭新文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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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勳章 太平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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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香港兒童合唱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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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舜清

地址：九龍大角咀洋松街1號1樓
電話：(852) 2715 6515
傳真：(852) 2571 0983
電郵：info@hkcchoir.org
網址：www.hkcchoir.org
hkcchoir

排名按姓氏筆劃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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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兒童合唱團
本地作曲家系列

譚天樂童聲合唱作品集

13首精選原創童聲合唱作品
適合5 -16歲各級合唱團演唱
2020年10月發售
港幣100元正
團員價港幣90元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