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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愛沙尼亞及芬蘭交流演出



香港兒童合唱團2018愛沙尼亞及芬蘭交流演出於2018年7月27日至8月9日順利舉行。在音樂總監兼首席指揮霍嘉敏女士帶領

下，團員於7月28日至8月4日參與了由歐洲規模最龐大的合唱協會——歐洲合唱協會(European Choral Association)主辦，

三年一度的合唱節「EUROPA CANTAT」，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合唱團、指揮及作曲家交流。

合唱節每天都會安排不同類型的工作坊供參加者選擇，本團特意為團員挑選了各種主題的工作坊，包括創意音樂

遊戲、愛沙尼亞音樂文化、美國及加勒比音樂等，讓團員認識各種合唱知識。每天早上，他們都會於塔林大學

(Tallinn University)參與工作坊，下午則觀賞音樂會或於音樂會中演出。合唱節結束後，本團便前往赫爾辛基舉行兩場

專場音樂會。

團員於清晨6時30分齊集香港國際機場，

與家人話別後便展開14天之旅程。一行

55位團員於旅程第一天首先前往赫爾辛

基轉機，於傍晚抵達愛沙尼亞塔林。

團員早上前往塔林大學參與一連八日合唱

節工作坊，享用午膳後，團員便前往庫穆

美術館(Kumu Art Museum)參觀，館內展

示從1700年代至今各種有趣作品，包括

從18世紀至二戰結束的愛沙尼亞經典作

品等，讓團員了解20世紀的殖民統治時

期、社會主義運動和其他政治事件對愛沙

尼亞藝術界的影響。享用晚餐後便隨即往

酒店休息，迎接緊接而來的第一場演出。

團員於早上參與合唱工作坊後，下午便前

往拉埃文化中心 (Rae Cultural Centre)與
來自瑞士之合唱團 (Choeur laudate) 
合作舉行首場音樂會，團員表演了多首 
具東方色彩之歌曲如《大魚》、《對花》及

駐團作曲家何崇志的作品《功夫》等， 
兩隊合唱團更合唱其中一首合唱節歌曲

《An Irish Blessing》，為觀眾帶來驚

喜。晚上，團員在Alexela Concert Hall 
觀賞由合唱節舉辦之音樂會Eston ian 
Atmospheres。

D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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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2
28/7

Day 3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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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員於早上參加工作坊後，下午便到卡利柯治

皇宮及博物館(Kadriorg Palace & Art Museum)
參觀，觀賞16至20世紀世界各地之藝術品， 
以及到塔林當地著名的音樂會場地Ta l l i nn 
Song Festival Grounds參觀，過了一個愉快 
的下午。

團員下午於黑頭宮(House of Blackheads)與愛

沙尼亞合唱團Ellerhein Children's Choir合演。

團員於音樂會上獻唱多首富中西特色的歌曲包

括新加坡作曲家Darius Lim新作，「香兒」委約

作品《Echoes of the Lost World》的續集

《Children of Light》，最後以《Joiku》作安歌

答謝觀眾的熱情。精彩之演出獲得觀眾熱烈迴

響，觀眾們站立報以熱烈的掌聲。晚上團員到

位於塔林老城的塔廣場(Square of Towers)作戶

外演出，以歌聲伴隨夕陽餘暉。

Day 4
30/7

Day 5
31/7

早上團員參加合唱節工作坊，下午團員首先

到位於塔林古城的塔林市政廳(Tallinn Town 
H a l l ) 拍 照 留 念 ， 之 後 便 到 聖 尼 古 教 堂 
(St. Nicholas' Church)觀光。

早上如常參加工作坊後，下午團員便到愛沙尼

亞歌劇院(Estonian National Opera)的愛沙

尼亞音樂廳(Estonia Concert Hall)觀賞音樂會

Estonian Highlight 2，欣賞多隊來自愛沙尼亞

合唱團之演出。晚上，團員於塔林創意中心

(Tallinn Creative Hub)內的黑盒工作室(Black 
Box Studio)演出，音樂會上團員從觀眾席兩側

緩緩進台，唱出第一首樂曲《韻樂共流》，其

後再獻唱《Children of Light》，配合樂器伴奏，

盡顯歌曲澎湃的氣勢，再一次贏得全場觀眾起

立鼓掌。

Day 6
1/8

Day 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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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員 享 用 午 餐 後 ， 便 前 往 聖 殿 廣 場 教 堂

(Temppeliaukio Church)綵排，準備於芬蘭第

一場舉行的音樂會演出，教堂是從岩石雕鑿而

成，如要數全球最特別的宗教建築，莫過於這

座教堂。教堂雖建於一個岩石露頭內，卻擁有

豪華、現代化的內飾，加上石牆營造出的絕佳

音響效果，是舉行音樂會的好地方，這是「香

兒」繼 2012歐洲交流演出再次於這裡舉行專場

音樂會。團員獻唱多首富中西特色的歌曲，包

括《Cries From a Distant World》、《尋梅洛基

山》等，獲得觀眾們熱烈的掌聲。

上午參與工作坊後，團員下午首先到亞歷山

大．涅夫斯基大教堂(The Alexander Nevsky 
Cathedral)參觀，這個19世紀後期的傳統大教

堂以俄羅斯復興風格建成，是一座位於舊城

鎮(Old Town)區中心圖姆皮山(Toompea Hill)
上的華麗建築。之後，團員便到上城區遊

覽，看看昔日愛沙尼亞的核心行政地帶。

這天是團員參加合唱節的最後一天，早上

如 常 參 加 工 作 坊 。 下 午 便 到 俄 羅 斯 文 化

中心(Russian Cultural Centre)舉行音樂

會 ， 團 員 首 先 獻 唱 三 首 西 方 作 品 ， 包 括 

《Laudate Dominum》、《Tundra》及《Volta 

Mar Largo》，其後演唱普通話作品《四季

歌》及《對花》。音樂會完結，代表著愛沙尼

亞的行程接近尾聲了，接下來團員將前往芬

蘭舉行兩場音樂會，繼續將愛與和平的訊息

傳遍世界。

為了答謝餐廳侍應們在合唱節期間多日來

的服務，團員於午膳後為他們獻唱歌曲以 
示謝意。享用午膳後，團員便出發到機場，

前往交流演出的下一站—赫爾辛基。

Day 11
6/8

Day 9
4/8

Day 10
5/8

Day 8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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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音樂會圓滿結束後，團員是時候可以享受一

下芬蘭的怡人景色。早上，團員乘坐小輪前往

芬蘭堡(Suomenlinna)，圍繞堡壘的鵝卵石道漫

步，享受四周古樸的氣氛，欣賞海洋閃閃發亮的

壯麗景色。下午，團員先到新古典風格建築的典

範，擁有瑰麗的外牆和宏偉的哥林式樑柱的赫

爾辛基大教堂(Helsinki Cathedral)拍照留念，

之後便到芬蘭國家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Finland)參觀，博物館的永久藏品有很多有趣的

文物及館內亦有為成人和兒童而設的互動展品，

全都很值得一看。最後，團員到西貝柳斯公園

(Sibelius Park)觀光，欣賞園內優美的風景，過

了一個寫意的下午。

團員下午到郊區小鎮波爾沃(Porvoo)，走過古鎮

那迷宮般的鵝卵石街道，經過獨特的木造房屋，

好好享受是次旅程的最後一天。晚上，團員乘坐

航機於8月9日安全抵港，為2018愛沙尼亞及芬

蘭交流演出畫上完美句號。

謹此感謝香港駐倫敦經濟貿易辦事處在此次交流

的鼎力支持，還有主席任德煇先生、音樂總監兼

首席指揮霍嘉敏女士、指揮林浩恩先生及孫明慧

小姐、鋼琴伴奏林菁女士及隨團職員，最重要是

Concert Choir團員及家長一直以來的大力支持，

令是次交流演出圓滿結束。「香兒」來年定會繼

續秉承「小小音樂親善大使」的精神，把愛與和

平的信息傳遍世界。

音樂會結束後，團員便隨即前往芬蘭地亞音樂廳(Finlandia 
Hall)赫爾辛基大廳準備晚上之音樂會，是次音樂會與香港駐倫

敦經濟貿易辦事處(倫敦經貿辦)合辦，旨在慶祝香港兒童合唱

團邁向50周年。Concert Choir以樂曲《Ave Maria》為音樂會

揭開序幕，是次音樂會有幸邀請到本團主席任德煇先生及倫敦

經貿辦處長杜潔麗女士到場支持，二人致辭後，音樂會便正式

開始。上半場以西方樂曲為主，包括《Laudate Dominum》、

《Tundra》、《Children of Light》等樂曲，同場演出的還邀得

來自芬蘭、世界著名的兒童合唱團Tapiola Choir擔任音樂會嘉

賓，是繼2013年第二次與「香兒」同台演出。除了演唱幾首

芬蘭作曲家的作品外，亦聯同本團及元朗文協童聲合唱團，合

唱《Joiku》，演出令人歎為觀止。

中場休息後，團員換上中國服飾，為觀眾帶來一連串的東方

樂曲。最後，由團員和Tapiola Choir合唱本團50周年主題曲 
《I Just Want to Sing我要學唱歌》作壓軸，為這場音樂會劃

上完美句號。  

Day 12
7/8

Day 13 -14
8/8-9/8

4



2018廈門交流演出
Concert Choir團員於7月13日參與「2018海外演

出預演音樂會」休息一天後，緊接便出發前往廈門

鼓浪嶼參與「2018『輪渡之夏』鼓浪嶼合唱節」。

合唱節自2002年起舉辦，為廈門的年度音樂盛宴。

今年合唱節於7月16日至20日舉行，期間邀請多個

中外合唱團體參與，藉此促進中外音樂文化交流。

團員早上已齊集香港國際機場，在音樂總監兼首席指揮霍

嘉敏帶領下乘搭飛機啟程前往廈門。團員約於下午4時抵

達廈門高崎國際機場，隨即乘坐旅遊巴前往郵輪碼頭，

以無伴奏合唱快閃展開交流演出的序幕。當日團員獻唱

《Yo!》，載歌載舞的演出令不少候船大廳的遊客駐足欣

賞，獲得不少掌聲。團員之後乘搭郵輪到達鼓浪嶼，享用

晚餐後遊覽一會便返回酒店休息，為第二天的專場音樂會

做好準備。

團員在早上稍作休息，下午便到達鼓浪嶼音樂廳為晚上的

音樂會進行綵排。當日的「香港兒童合唱團專場」亦是

「2018『輪渡之夏』鼓浪嶼合唱節」的開幕式音樂會。

音樂會座無虛席，出席的嘉賓包括︰中國著名指揮家鄭

小瑛大師、廈門市鼓浪嶼鋼琴藝術研究會會長李未明先

生、廈門市合唱協會會長郭偉先生及廈門各界友好團體

代表。Concert Choir團員亦傾力演出，上半場先穿上晚

禮服演唱多首西方作品，包括《Volta do Mar Largo》及

《Children of Light》，配上非洲鼓和結他等樂器，讓觀

眾陶醉於團員的和聲之中。

下半場則換上「香兒」的表演服，演繹本地及內地作品，

包括早前在內地上映的動畫電影《大魚·海棠》的印象曲

《大魚》，令觀眾更為投入。當演唱何崇志博士的《韻樂

共流》、《功夫》及「香兒」50周年主題曲《I Just Want 
to Sing我要學唱歌》等歌曲時，配合變化多樣的舞蹈，更

將音樂廳內的氣氛推至高峰。專場音樂會選用《Yo!》為

壓軸歌曲，向觀眾展現團員熱愛歌唱之情，真情表現感動

無數觀眾，完場時不少觀眾更站立鼓掌和歡呼以示讚賞。

團員早上先到鼓浪嶼校區音樂學校音樂廳出席「流行合唱

的認知和訓練」工作坊，工作坊由廈門六中的徐聰老師

及高志凡老師主持，藉不同的互動遊戲講解「Groove律

動」，之後廈門六中同學亦以老師改編的《稻香》展現他

們的歌唱習慣以及傳統音樂跟流行音樂的分別，令團員獲

益良多。其後由「香兒」接棒，進行公開排練。在音樂總

監兼首席指揮霍嘉敏簡單介紹「香兒」後，便與指揮林浩

恩及鋼琴伴奏林菁一起在台上示範平日發聲和練習的方

式。團員先示範了兩首歌曲，包括《Ave Maria》和《請

勿靠近車門》，生動的講解讓在場旁聽、來自全國各地的

老師們十分投入。最後，工作坊以孫明慧指揮下的《尋梅

洛基山》一曲作結。

DAY 1
15/7

DAY 2
16/7

DAY 3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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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的使者！愛的化身！令人震撼和感動的團體！ 

永遠愛香兒、祝福香兒！」 

——廈門市合唱協會會長郭偉先生

 「香兒天籟般的歌聲令人難忘！孩子們對音樂的熱忱

令人感動！願香兒愈來愈好！」 

——廈門市合唱協會秘書長李君女士

 「可愛的孩子們，動人心弦的歌聲，令人羨慕的師長團隊，

無限光明的前途！熱烈祝賀香兒、霍老師及您的團隊！」 

——中央歌劇院教授及指揮鄭小瑛大師

「感謝香港兒童合唱團為人間帶來這麼美好、動聽的歌聲和音樂。你們嚴謹、細緻、 

科學的訓練方法讓我受益匪淺。你們展現了音樂活動裡最美好、最深入人心的一面。」

——廈門六中合唱團、廈門吉島合唱團藝術總監及編曲徐聰先生

與中央歌劇院教授及指揮鄭小瑛大師合照

午膳後團員返回酒店稍稍休息，之後就在大會安排下出發

遊覽鼓浪嶼名勝—菽莊花園及鼓浪嶼鋼琴博物館。身處內

地首間鋼琴博物館、聆聽導賞員對鋼琴捐贈者胡友義先生

及古鋼琴歷史的介紹、繼而欣賞到館內人員的演奏，均為

團員帶來視覺及聽覺的享受。博物館內一架架珍貴的古鋼

琴，亦再一次印證廈門鼓浪嶼「音樂之島」和「鋼琴之

島」的美譽。

離開鋼琴博物館後，團員旋即前往剛開幕的鼓浪嶼管風琴

藝術中心，欣賞亞洲現存最大的管風琴。觀光活動結束

後，團員便啟程出發預備快閃演出。由於鼓浪嶼不允許車

輛進出，所有遊客均以步行方式活動，因此團員的快閃演

出亦是每步行至一個景點便進行一次無伴奏合唱。當日團

員先後到達鋼琴碼頭、協和禮拜堂、鼓浪嶼音樂廳、馬約

翰體育場及海上花園酒店高歌多曲，炎熱天氣無礙團員專

業演出，加上輕鬆愉快的曲目，讓團員獲得不少讚賞。晚

上團員前往鼓浪嶼音樂廳，欣賞來自內蒙古少年合唱團的

專場演出。音樂會中，少年合唱團利用多種內蒙古樂器演

奏，具特色的表演讓團員眼界大開，非常滿足。

來到今次交流演出的最後一天，團

員收拾好行李後便乘坐渡輪離開鼓

浪嶼，前往機場乘搭飛機返港。在

此感謝「2018『輪渡之夏』鼓浪嶼

合唱節」主辦單位的邀請和協助，

讓團員在4日3夜中獲得不少學習的

機會，同時亦感謝董事會的支持，

以及音樂總監兼首席指揮霍嘉敏、

指揮孫明慧、指揮林浩恩、鋼琴伴

奏林菁及隨團工作人員的帶領，使

今次的交流演出能完滿結束。

DAY 4
18/7

嘉賓留言

6



香兒50周年啟動禮 
暨香兒藝術發展基金 
成立儀式 地點：西九龍團址演唱廳

為慶祝2019年的金禧誌慶，「香兒」於8月30日舉行「50周年啟動禮

暨香兒藝術發展基金成立儀式」，除了介紹接踵而至的慶祝活動，更

宣布成立「香兒藝術發展基金」，以回饋社會及進一步推動香港藝術

發展。

啟動禮更請來「香兒」70年

代團員高等法院法官馮驊

先生，與2位預備班團員互

動對談，由合唱團的新與

舊、以至飲食喜好都是傾

談題材，新舊團員的碰面

為活動增添溫馨和歡樂。

香兒與何崇志合唱作品專場(補辦)
日期：2018年12月31日及2019年1月1日

地點：荃灣大會堂演奏廳　時間︰下午3時正

香兒50周年「友共情」音樂會
日期：4月7日及28日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香港合唱指揮比賽
準決賽日期：4月22日　地點：西九龍團址

總決賽日期：7月24日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香港兒童合唱團金禧呈獻： 
2019亞太合唱高峰會
日期：7月21日至25日　主要場地：香港文化中心

 「香兒50周年兒童合唱作創作選」得獎作品展
日期：8月17日　地點：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香兒50周年音樂劇「歌王之王」
日期：2019年下旬

50周年活動預告

主禮嘉賓(左起)董事岑楊毓湄、董事陳連基、董事會副主席李日華、香港演藝學院

校長華道賢教授、董事會主席任德煇、榮譽會長陳達文博士、名譽顧問楊月眉、

董事殷巧兒、董事莫鳳儀、音樂總監兼首席指揮霍嘉敏。

啟動禮上，董事莫鳳儀聯同2位中

級組小司儀介紹了一連串50周年的

慶祝活動，包括早前的兒童合唱作

品創作選及標誌設計比賽，還有緊

接其後的音樂會、大型舞劇、亞太

合唱高峰會及大型音樂劇等。

「香兒」榮譽會長兼香兒藝術

發展基金主席陳達文博士於典

禮上介紹了基金計劃及展望，

希望「香兒」能向有需要的學

生及學校提供援助，從而為香

港培育新一代藝術人才。

除 了 一 眾 董 事 會

成員，「香兒」有幸

邀 得 香 港 演 藝 學

院 校 長 華 道 賢 教

授 作 主 禮 嘉 賓 ，

「 香 兒 」 董 事 會

主 席 任 德 煇 先 
生(右)致送紀念品

予 香 港 演 藝 學 院

校 長 華 道 賢 教 授 
(左)。

另一位舊生女高音鄺勵齡小姐

則聯同Concert Choir，在音

樂總監兼首席指揮霍嘉敏女士

及駐團作曲家何崇志博士的帶

領下，以美妙歌聲唱出何博士

為「香兒」創作的50周年主題

曲《I Just Want to Sing我要

學唱歌》為啟動禮作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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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海外演出預演音樂會

日期：7月13日　　　　　   主辦機構：香港兒童合唱團

地點：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參與班別：Concert Choir

團員從觀眾席兩側緩緩進台，唱出第一首樂曲《Ave Maria》，

隨後「香兒」舊生林浩恩進場，為以西方樂曲為主的上半場擔

任指揮。在演唱《Cries From a Distant World》時，同為「香

兒」舊生的應屆文憑試「超級狀元」黃子衡更出場帶來大提琴

伴奏，引來台下熱烈歡呼。

其後團員在音樂總監兼首席指揮霍嘉敏的帶領下，為新加坡

作曲家Darius Lim新作，「香兒」委約作品《Echoes of the 
Lost World》的續集《Children of Light》作世界首演，為上

半場作結，配合團員的樂器伴奏，盡顯歌曲澎湃的氣勢。

下半場音樂會則由另一位「香兒」舊生，現為藝術統籌的孫

明慧指揮，送上一連串富有東方特色的歌曲。換上中國服的

團員先為駐團作曲家何崇志的作品《功夫》作香港首演，配

合耍功夫的動作，活靈活現地演繹歌曲。其後演唱普通話 
作品《四季歌》及《對花》時，演奏多種樂器，並加上 
舞蹈，令觀眾目不暇給，擊節讚賞。

今年夏天，「香兒」到廈門及愛沙尼亞參加「2018

鼓浪嶼合唱節」及「EUROPA CANTAT XX 

Tallinn」，並和香港駐倫敦經濟貿易辦事處合作，於

芬蘭舉行專場音樂會。啟程之前，Concert Choir

團員先為香港觀眾呈獻海外演出目曲。

音 樂 會 尾 聲 ， 音

樂 總 監 霍 嘉 敏 再

次 出 場 ， 帶 來 何

崇 志 博 士 特 意 為

「香兒」50周年譜

寫的主題曲《 I Just 
Want To Sing我要

學唱歌》的香港首演，何博士更親自為歌曲伴奏，為觀眾帶

來莫大驚喜。「香兒」最後再唱出45周年主題曲《Yo!》作安

哥，答謝觀眾的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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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一N、初一S、初二K班 
觀摩音樂會
地點：西九龍團址演唱廳

初一G及初一H班
觀摩音樂會
地點：西九龍團址演唱廳

2018年下半年節目回顧

高A班觀摩音樂會
地點：西九龍團址演唱廳

6月
30日

7月
6日

7月
7日

初二K班團員率先為當日一連兩場的觀摩音樂會揭開序幕，演唱了希伯來文

歌曲《Havah Nagilah》(讓我們快樂)等多首樂曲；初一N班緊隨其後，以

廣東話及普通話唱出《床前明月光》等曲目；接棒的初一S班亦選唱了多首

歡欣的歌曲。初一N班在尾聲回到台上，與初一S班合唱一曲《Zip-A-Dee- 
Do-Da》。

8 7 位 團 員 精 心 演 繹 了 一 場 1小 時 的 音 樂 盛 宴 ， 先 以 譚 天 樂 導 師 的 作 品

《Pi 3.14》及《長頸鹿》開場，及後獻唱「香兒」駐團作曲家何崇志博

士的廣東話作品《只有和聲》；法文歌《Cerf Volant》（風箏）及《Nuit 
D'étoiles》（星夜）等，最後以導師譚天樂所作的班歌《高A班》作結。

高B及高E班觀摩音樂會
地點：西九龍團址演唱廳

7月
8日

高班的團員經過多年的合唱訓練，對各種合唱及表演技巧更為純熟，高E
班率先上台獻唱《Autumn》及《只有和聲》等4首樂曲；緊接著高B班一

連演繹5首中西樂曲，包括匈牙利文的《Túrót Eszik a Cigány》、廣東

話的《豆芽國》及《韻樂共流》等，精湛的歌聲及極具感染力的演出令現

場觀眾均擊節讚賞。

初一G班先唱出《Kalinka》、《學校生活樂趣多》等，再與初一H班一連演

唱《小時候》、《I Can Sing》及《Song of the Bumble Bee》，清脆悅

耳的歌聲以及童趣滿溢的演出為在場觀眾及團員都帶來一個充滿音樂的

美好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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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夢大灣區」各界青年慶祝 
香港回歸祖國21周年晚會
主辦機構：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 
 香港匯演藝能發展中心、 
 廣東省青年聯會

地點： 香港體育館

參與班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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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構：明儀合唱團

地點： 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參與班別：青年合唱組

樂韻悠揚香港「晴」
主辦機構：和富社會企業、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地點： 旺角麥花臣場館

參與班別：中三H、中三I

7月
1日

7月
15日

7月
16日

當晚政界及演藝名人雲集，由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政務司

司長張建宗、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主任王志民及副主任陳冬等主禮。「香

兒」200多位團員在大會音樂總監鄧智偉帶領下，為群星錄製的主題曲《共

同家園》音樂影片和唱，並現場與歌手容祖兒、關菊英及劉愷威一同演繹 
《連續劇》等膾炙人口的流行曲，晚會中段中級組80多位團員與歌手呂方獻

唱《我是中國人》，贏得台下觀眾的熱烈掌聲。

明儀合唱團由已故著名歌唱家費明儀女士創立，以發揚香港合唱藝術、介紹

中國歌樂作品、培育青年音樂人才為宗旨，費女士亦曾擔任「香兒」名譽音

樂顧問。當晚音樂會揉合了音樂劇、中國古典詩詞及近代樂韻，可謂雅俗

共賞。團員為觀眾送上《Laudate》及《There's No Business Like Show 
Business》，最後與明儀合唱團團員大合唱新疆民歌《阿拉木汗》，為音樂

會畫上圓滿句號。

和富社會企業是一個為社會各界提供多元及創新服務的協作平台，參與了是

次活動的中小學生在音樂營中跟隨大師及專業管弦樂團成員學習，並於當晚

的音樂會把在營中學到的成果一一搬上舞台。團員以演出嘉賓身份於音樂會

中段一連獻唱《登獅子山》、《春天》及《Sound of Music》組曲，音樂會尾

聲，更上台與當晚所有表演者一同在陳永華教授帶領下獻唱《香港情》組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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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合家歡音樂會— 
歌聲響遍半世紀

一眾合唱組團員連月練習，於10月7日假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舉

行之合家歡音樂會上傾力演出，為觀眾帶來精彩表演，同時祝賀 

 「香兒」於來年迎接金禧。

A場　10月7日　下午2時正

預備I、初一F 中一H、中二E、中三C

預備J、預備K、初一L、初一R

預備C、初一D、初二B 初二A、初二H

「香兒」早前舉辦的「50周年標誌創作比賽」由潘倩怡女士及張

靖晞小朋友分別於公開組及兒童組中脫穎而出，贏得冠軍。音樂

會B場上舉行了比賽的頒獎典禮，由2位評判，著名設計師靳埭強

先生和50周年籌委會主席李日華先生頒獎給各位得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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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D、高F預備F、初二J

初二L、初二O、中一I

預備M、初一N、初一S、初二K

中一C、中三E

B場　10月7日　晚上7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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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二N、中一G、中三G

預備D、初一E、初二C 高B

中一A、中一D、中二H

預備B、初一B、初一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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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兒邁向50周年「友共情」音樂會 
歌聲響遍半世紀

繼10月7日的合家歡音樂會後，「香兒」於10月28日邀請了各方好友、「香兒」舊生與團員一同在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表演，繼續慶祝「香兒」邁向金禧！音樂會表演嘉賓包括香港青少年中樂團、「香兒」董事會成員兼資深教育家莫鳳儀、

雷柏熹、女高音歌唱家鄺勵齡、林一峰、踢躂舞團體R&T、無伴奏合唱組合Set Tone Men及趙增熹，可謂陣容鼎盛。

香港青少年中樂團 
預備E、初一C、初一J、初二E、中二A、中二G

雷柏熹三重奏 
預備A、初一G、初一H

莫鳳儀 
預備G、預備H、初二F、初二I

C場　10月28日　下午2時正

林一峰 
中一B、中三A14



大合唱 
《I Just Want to Sing 我要學唱歌》

鄺勵齡  
Concert Choir

R&T（梁美嘉、郭偉傑）

中一K、中二K、中三B

Set Tone Men

高C、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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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少年中樂團

初一K、初二D、中一E、中二B、中二C、中二I

莫鳳儀　中三H、中三I

雷柏熹三重奏　初一A、初一I、初二G

林一峰　中一F、中二M、中二N

D場　10月28日　晚上7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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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下半年節目回顧

鄺勵齡、林俊 

男童聲小組、青年合唱組

R&T（梁美嘉、郭偉傑） 

預備L、初一M、初一O、初二M

趙增熹　高A

大合唱 
《I Just Want to Sing 我要學唱歌》17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9周年 
及香港回歸21周年 
暨頌親恩綜合匯演
主辦機構：香港西區婦女福利會

地點：北角新光戲院

參與班別：初二O、中二K

香港當代音樂節：樂在香港
主辦機構：香港作曲家聯會

地點：香港大會堂劇院

參與班別：高A、Concert Choir

2018閃爍尖東耀香江 
亮燈儀式
主辦機構：東尖沙咀地產發展商聯會 

地點：市政局百週年紀念花園 

參與班別：中二M

7月
17日

10月
19日

11月
6日

活動由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教授、梁愛詩博士、中聯辦港島工作部副巡

視員兼綜合處處長李開剛先生及大會贊助人永遠名譽會長關秩安先生擔任主

禮嘉賓。團員為一眾公公婆婆帶來合唱表演，分別唱出充滿童真的《幸福的

家》及歌手許冠傑的《父母恩》，最後在演唱《Edelweiss》時，神秘嘉賓

Joe Junior緩緩步入舞台一同和唱，場面溫馨。

團員以不同的語言，一連唱出6首本地作曲家之作品。樂曲題材多變，包括

靈感來自英美詩篇的《搖籃曲》和《生命的灰燼》等。來年適逢「香兒」金

禧，中場休息前，團員以50周年主題曲《I Just Want to Sing 我要學唱歌》

為當晚觀眾帶來驚喜，高A班指揮兼男高音譚天樂導師更擔當獨唱，觀眾紛

紛擊節讚賞。

亮燈儀式主題為「關愛、共融」，先由東尖沙咀地產發展商聯會主席邱文華

先生及署理政務司司長黃錦星先生致開幕辭，其後一眾主禮嘉賓一同站到台

上，整個尖東的聖誕燈飾同時亮起。亮燈大使兼歌手陳柏宇獻唱2曲後，團

員在璀璨閃耀的燈光下唱出《A Song of Sharing》和《踏雪尋梅》，為嘉賓

及遊人送上溫暖的祝福。

2018年下半年節目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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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兒邁向50周年大型舞劇 

—— 舞動藝畫廊

A場　11月10日晚上7時30分  
B場　11月11日下午3時正

Mark Rothko Style Christmas Tree

踢躂舞初A、中A、高A

Red on Maroon

爵士舞中A、高A

The Dancing Class

芭蕾舞Grade 2、Grade 7

Blau ueber Weiß 
爵士舞啟蒙A、初A

Victory Boogie Woogie

Hip Hop 1A、2A、高A

The Star 
芭蕾舞Pre-primary B、Primary C、 

Grade 1、Grade 4、Grade 5

為了迎接即將來臨的「香兒」50周年，舞蹈組
假伊利沙伯體育館舉行一連兩場的大型舞劇，
並邀得楊英偉先生擔任舞劇導賞，引領觀眾穿
梭於曼妙舞步下的一幅幅古今中外名畫。

The Rehearsal of the Ballet on Stage

芭蕾舞Pre-primary A、Primary A、 
Primary B、Grade 3、Grade 6

上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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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場　11月10日晚上7時30分 
《清明上河圖》

商隊圖

一級B、二級B、二級D、四級B、四級D

迎客圖

九級A、青年舞蹈組

抬轎圖　七級C、十級A

思鄉圖　五級D、十一級A

汴河圖　青年舞蹈組

搏浪圖　一級A、二級A、青年舞蹈組

看命圖　五級A、八級A

下半場

賞魚圖　一級D、青年舞蹈組

田園圖

三級B、五級B、六級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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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場　11月11日下午3時正 
《清明上河圖》下半場

商隊圖　一級C、二級C、四級C

田園圖　六級B、七級B

賞魚圖　三級C、五級C

抬轎圖　七級C、十級A

迎客圖　九級B、十二級A

思鄉圖　六級C、八級B

搏浪圖　三級A、十二級A

汴河圖　十二級A

看命圖　二級E、四級A 21



大謝幕

香 港 兒 童 合 唱 團 舞 蹈 組 將 於
2019年2月及8月招生，並於7
月及翌年1月開始練習。本團每
年1月只招收沒有舞蹈基礎的考
生入讀基礎或入門班，而7月份
則歡迎所有符合招生年齡之考生
入讀各級課程。

舞蹈組課程簡介

確實報名日期及詳情 
請留意本團網站 

www.hkcchoir.org

* 申請者必須在2019年

　1月年滿指定歲數

招生年齡：5歲至10歲*

中國舞
培養音樂節奏感與身體的協調，

訓練身體各部份的柔韌度、力

度，並全面培訓舞蹈技巧及民族

舞蹈。

爵士舞
學習身體各部份之協調技巧，

例如轉動、跳躍及伸展等基礎動

作，配以拍子鮮明及節奏強勁的

音樂，表達熱情奔放的情感。

Hip Hop
透過強烈的節奏感和配合身體靈

活的訓練，散發活潑、樂觀和開

朗的氣息。

芭蕾舞
以遊戲活動形式教導團員學習基

本舞步，以增加他們對芭蕾舞的

興趣，正確認識自我形體，並培

養自信心。

踢躂舞
學習踢躂舞之基本技巧及組合練

習，加強身體的協調及節奏感。

合唱組高D班及Concert Choir在2日的舞劇當中均獻唱

作曲家伍卓賢及作詞家游思行為是次演出創作的合唱作

品《長河點水》及《清明上河謠》，歌聲與舞蹈相得益

彰，為古意盎然的場景更添幾分詩意。

衷心感謝舞劇導賞楊英偉先生的傾力相助、「香兒」舞

蹈組雷潔儀主任及一眾導師多個月來的準備、約700位

舞蹈組及合唱組團員盡心盡力的演出、蒞臨觀賞的每一

位觀眾及台前幕後一眾工作人員的努力，才能成就一連

兩場的優秀表演。盼來年正式步入50周年的一連串演

出中與大家再次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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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兒」快訊
 「香兒」新網頁及 

手機應用程式登場！

「香兒」網頁www.hkcchoir.org在50周年來臨之際全面更

新，方便家長及團員更輕易獲取「香兒」的最新資訊及消

息。同時為支持環保及加強資訊發布，將推出手機應用程式

「HKCCHOIR」，家長可透過手機應用程式查閱通告、假期、

活動及突發性停課等資訊，並可查看相集及影片等多媒體訊

息。手機應用程式的詳情及使用方法請家長參閱有關通告。

喜訊

▲ 2018年5月
合唱組今村有里導師

▲ 2018年10月
藝術統籌孫明慧

舊生會通訊

▲ 2018年3月
合唱組彭欣怡導師

舊生黃子衡獲DSE「超級狀元」 恭賀舊生蔡欣妍 
奪亞運銅牌

蔡欣妍(右二)與隊友合力於印尼雅加達亞

運，三項鐵人男女混合接力摘得銅牌。欣妍

於1998年加入香港兒童合唱團，曾隨團到

天津、澳門及上海交流演出。欣妍認為在讀

書與運動中要取得平衡，兼顧學業與訓練需

要非常集中及有很好的時間管理。

黃子衡於香港中學文憑試中成為「九科」均有5*的「超級狀元」，

即包括八科甲類科目及數學延伸部分均考獲5*。他對音樂有濃厚

興趣，自3歲起學鋼琴、5歲開始學大提琴，參與香港兒童合唱團

達11年之久。他於2017年隨「香兒」交流演出團隊以伴奏身份

到澳洲參與海外演出，回來後立即預備文憑試，並考得佳績！子

衡多材多藝，於去年創作合唱作品《將進酒》，更入選香兒50周

年兒童合唱作品創作選高級組作品，從三百多份各國作品中脫穎 

而出。

子衡認為「合唱，是有歌詞的作品，會流露出很強烈的

情感或訊息」。他很享受在合唱團的生活，被「香兒」

團員的專業精神感動，「大家來自不同學校、不同年

紀，都為同一目標去進發；譬如將香港值得自豪的本土

音樂帶到海外演出，感動海外的觀眾」。他亦非常享受

台下與團員的互動交流，並於合唱團認識得到非常多、

非常好的朋友。「大家志同道合、對音樂都有這麼大的

熱誠，大家都這麼期待星期五放學一起到合唱團練習，

合唱團好像是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份。一大群人很團結

的精神，是合唱團很吸引的地方。因此每個星期都期待

放學後去練歌。」

他寄語各位「香兒」師弟妹要「台上專

業，台下盡興」，盡情享受在合唱團裡

的時光。

攝於2017澳洲交流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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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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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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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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智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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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靜怡
梁廷樂
陳意華
趙淑蘭
趙嘉雯
劉灝濂
蔡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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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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