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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兒 童 合 唱 團
The Hong Kong Children’s Choir樂訊

7月 「友共情」音樂會-青春薈聲

9月 譚天樂合唱作品專場 11月 音樂劇《歌王之王》

2021觀摩音樂會2021觀摩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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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發生在未來世界，AI人發動叛變更成功統治全球，

惟AI King仍不斷追捕優秀的人類歌手進行研究，為要破解一個

音樂之謎。皆因相傳有一個能影響整個AI系統的秘密早被藏

起，唯有一縷獨特天籟歌聲才可解開謎團。AI人誓要鏟除一切

障礙，確保王國再無後顧之憂；僅存的人類亦必須盡快找到

這寶藏，一段冒險旅程由此展開！

主要角色由今年年初已經開始與導演兼編舞曾啟全

進行劇本圍讀，在3月正式復課後，各個參演的班

別亦密鑼緊鼓地接受訓練，接下來幾個月更會開展

密集式排練，想獲得音樂劇《歌王之王》籌備期間

的 最 新 資 訊 ？ 就 請 密 切 留 意 即 將 在 「香兒」

Facebook專頁公布的投稿活動-「幕後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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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歌，原是與生俱來的能力。但活在未來由AI統治的世界裡，人類已不能再放聲高唱…」籌備逾

三年，「香兒」大型原創粵語音樂劇《歌王之王》將於11月19日至21日在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大

劇院隆重登場！動員超過二千名團員，並邀得多位享譽國際的本地歌唱家攜手參與，在一連三日共

五場演出中，演繹由「香兒」駐團作曲家何崇志博士

編寫、作曲及作詞的原創劇本。

音樂劇《歌王之王》音樂劇《歌王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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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去年疫情爆發開始，「香兒」的練習無奈在停課與復課

之間迴轉。終於在今年3月，各個組別可以開始分階段恢

復面授課程。團員經過一年多未能如常練習的日子，都

格外珍惜和好朋友一同歌唱、一同舞蹈、一

同享受音樂、一同學習的時光。「香兒」亦

採取了一系列防疫措施，以保障團員的健康

及安全。所有導師、職員及工作人員亦已

接受新型冠狀病毒病檢測或按個人需要接

種疫苗，確保將風險減到最低。

恢復面授課程恢復面授課程

不同組別的練習都

會讓團員保持適當

的社交距離。

團員練習時可選擇同時戴上面罩。

進入團址或分團必須探熱、佩戴口罩及消毒雙手。

樂器在使用前後會嚴格分類及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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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4月11日 
地點：荃灣大會堂演奏廳

全團上下均期待已久的音樂會，終於在疫情緩

和後順利舉行。現場觀眾人數上限亦剛好在音

樂會舉辦前獲放寬，讓更多家長可親臨觀賞。

上午場由五班高級組演唱多首風格多元的中外作

品，其中更世界首演「香兒」50周年兒童合唱作

品創作選的獲選曲目《時光車》、高A導師譚天樂

的作品《信任彩虹》及《 π 3.14第二部份》。

2021高級組觀摩音樂會2021高級組觀摩音樂會

「香兒」駐團聲樂顧問陳少君（左六）音樂會後與一眾高級組
 導師拍照留念。

高A

高D

高F

高G
高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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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4月11日 
地點：荃灣大會堂演奏廳

在3月正式恢復面授課程後僅約一個月，時間雖短但仍無礙用心練習的團員為觀眾帶來精彩演出。

下午場由九班中三級團員呈獻豐富又有趣的節目，其中更有配合簡單舞步及樂器的演繹，如中三A

演唱的《Kusimama》，各班用心的演出均獲台下觀眾的熱烈掌聲鼓勵。

2021中三級觀摩音樂會2021中三級觀摩音樂會

中三A

中三B

中三D

中三E 中三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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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花絮

觀摩音樂會為團員提供互相學習及互相欣賞的機會，同時可在大型演出前更了解和熟悉舞台

以及演出的流程，是十分珍貴的經驗，期待團員們下次更佳的表現。

2021中三級觀摩音樂會2021中三級觀摩音樂會

中三G 

中三H

中三 I 
中三J

團員嚴格遵守場地規定，音樂會全程佩戴口罩。 司儀用的咪高峰在每次使用後都會由工作人員立即消毒。



2021年7月號 06

日期：5月2日 
地點：西灣河文娛中心劇院

作為加入「香兒」後首個音樂會表演，預備組團員都非常珍惜這次演出機會，在舞台上演唱

亦毫不怯場。在疫情下，所有演出者都須戴上口罩，卻未有減去團員認真演出的神情，透過

精靈的眼神、響亮的歌聲、團員自製的演出道具，為我們送上一首又一首活潑生動的曲目，

包括《Sing a Rainbow》、《跳飛機》等等。

2021預備組觀摩音樂會2021預備組觀摩音樂會

預備A 預備B

預備E 預備F

預備C 預備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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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會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下順利完成。這次音樂會不但希望為預備組團員累積寶貴的舞台經驗，

亦讓團員藉著觀賞其他班別的表現互相學習。期待團員們下一次精彩的演出！

2021預備組觀摩音樂會2021預備組觀摩音樂會

嘉賓香港教育大學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高級講師黃慧晶女士
鼓勵團員盡情享受舞台。

演出花絮

團員由合唱組主任帶領練習發聲。 音樂會後嘉賓、音樂總監及藝術統籌與導師進行研討會。 

預備G 預備H

預備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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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4月10日 
地點：雅旺錄音室
參與班別：高B

香港兒童合唱團獲邀演唱紀錄片

主題曲《百年》，主題曲由李偉安

編曲、鄭國江作詞，多位活動籌

委會成員亦有到場觀看。

紀錄片主題曲《百年》錄音

2021年上半年節目2021年上半年節目

「香兒」舊生會通訊「香兒」舊生會通訊

舊生雷柏熹獲哈姆利奇
國際音樂頒獎典禮爵士作曲獎

舊生奚漪組合Chick en Chicks
獲金曲獎最佳演唱組合獎

哈姆利奇國際音樂頒獎典禮（Marvin Hamlisch 
International Music Awards）由2013年開始舉

辦，致力發掘及鼓勵世界各地的年輕作曲家。

「香兒」舊生及前導師雷柏熹從多位來自不同

地域的候選名單中脫穎而出，獲2020-2021年

度爵士作曲獎的殊榮，並由傳奇監製、作曲及

編曲家Quincy Jones於線上典禮中頒發獎項。

恭喜雷柏熹在國際舞台上大放異彩！

Kartina Flavia Hai（奚漪）及蔡奇龍組成的二人

組合Chick en Chicks在第31屆金曲獎中獲最佳

演唱組合獎。Chick en Chicks於2016年誕生，

以獨特的電子樂風格活躍在台灣樂壇，代表作

包括《作弊人生》、《徐志摩》等。期盼他們

創作更多優秀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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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成員及其他職位

助理經理

助理會計經理

高級幹事

總經理秘書

霍嘉敏

謝偉基

余雪華

孫明慧

馮玉珊

趙雅雪

孔慧如

吳文英

陳以玲

譚逸鵬

鍾詠瑂
周子欞

周淑貞

陳芷珊

陳意華

鍾愛貞

鄧慧萍

吳翹詠

張嘉蘅

梁廷樂

楊恆怡

趙淑蘭

趙嘉雯

劉灝濂

蔡朗朝

鄧偉媚

譚彩萍

田燕傑

鄺愛芬

龔慧明

音樂總監兼首席指揮

總經理

助理總經理

藝術統籌主任

高級會計經理

經理

事務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