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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頌歌節
百萬人網絡 扶育基層下代

CDMF
成 立 以
來，成功
地匯集了社
會各界資源，
正 如 主 席 鄭 慕 智
指出：「CDMF所資
助的參加人數近2,000
人，佔CDF計劃參加者總
數的四分之一強，這是本港各
界善長共同創造的成果。」而聖誕
頌歌節辦到第五屆，可謂一項有目共
睹的成就！萬事起頭難，曾連續主理五屆聖
誕頌歌節的CDMF董事陳龔偉瑩憶述。回想2010
年辦頌歌節，人力和資源都極度缺乏，工作量是那樣的 
沉重。尤幸社會上有的是有心人，當振臂一呼，即身體力行地 
響應。一步一腳印地走來，今天，聖誕頌歌節已經成為香港的 
年度節慶。

12月13至24日為期12天的聖誕頌歌節2014，共計有一萬二千
多名來自不同背景和階層的巿民組成213支頌歌隊，在港九新界
70個頌歌點進行了224場表演，籌得善款420餘萬元。更重要的
是，在這項全民參與、全港鋪開的活動中，大家藉着歌聲傳揚 
「扶育下代」的重要訊息！

政 務 司 司
長 林 鄭 月

娥在主持「聖
誕頌歌節2014」

開幕典禮時對頌歌
節予以肯定：「聖誕頌

歌節是一項很有創意、很
有意義的活動。她感謝CDMF

及多年籌辦聖誕頌歌節的團隊，
民間的廣泛與熱誠參與，是給政府的正

面回饋；而政府亦決定繼續注資「兒童發展 
基金」，譜出民商官攜手扶育下代的頌歌。 」

這支過萬名頌歌隊的背後，其實編織起一個「百萬人網絡」
。頌歌節主席陳龔偉瑩在「聖誕頌歌節2014」開幕典禮上指
出：「今年是聖誕頌歌節舉辦第五年。五年是一個得來不易
的里程碑，她深信通過各界，尤其是各機構、義工及社會人士
的支持，頌歌節已在社會紮根。」她繼續說：「每一位頌歌者
的歌聲一層一層地滲入社會每個角落，而滲透的對象，包括普
羅市民、其家人、同學、朋友和他們社交或工作單位的同事；
再加上全港九及新界贊助場地的機構──每個家庭、學校和機
構由數個人至上千人組成的萬名頌歌隊員在社會上橫向伸延，
或縱向深入，已經編織起一個百萬人的網絡，傳遞著一個重要 
訊息：『扶育香港基層下一代』是一個迫切的使命。



獲頒紀念狀的機構為 ( 上圖 左至右 ) : 佳飛有限公司, 百麗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和中國新華電視控股有限公司, 青少年發展企業聯盟，陳廷驊基金會 獲頒紀念狀的機構為 ( 上圖 左至右 ) : 瑞華行，北京香江興利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通利音樂基金，希慎興業有限公司

12月7日開幕禮
    聖誕具創意 有意義頌歌節

少年，一時把銅鑼灣利園整片地帶擠得水洩
不通，大家熱情高漲，充滿聖誕歡欣喜悅。

林鄭月娥司長讚揚及肯定頌歌節的意義及
CDMF的成績之餘，並表示政府會繼續注
資CDF，以幫助更多基層青少年踏出脫貧
第一步。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及頌歌節主席陳龔偉瑩向 
「善款至尊榮譽大獎」得獎者陳淑玲頒發紀念狀

香港東北扶輪社、扶輪「與校同行」計劃獲得「頌唱陣容鼎
盛大獎」。香港東北扶輪社黃顯榮、扶輪『與校同行』計劃
副主席蒙兆怡的在林鄭月娥司長手上接過紀念狀

「頌唱陣容鼎盛大獎」得獎者為維多利亞幼兒園暨幼稚園家
長教師會，校長孔美琪（右四）及該校家教會主席榮太共同
代表接受

義務工作發展局獲得「傾力義助榮譽大獎」，可謂實至名歸。 
該局主席李澤培從司長手中接過獎項

兒童發展基金、電影《爭氣》 
和音樂劇《逆風》等一眾陽光青少年 
引領大家合唱，唱出充滿人情味的 

聖誕歡樂。這些青少年可能都曾經在 
人生路上迷惘，但最後成功 

接受自已的挑戰。

指定善款作儲蓄配對金

HKD 3,170,952.64

HKD 1,054,500

HKD 4,225,452.64

已收善款

應收善款

籌得善款總數

*截至2014年3月31日 止未經審核報告

頌歌節主席陳龔偉瑩(上圖)在「聖誕頌歌節
2014」開幕典禮上指出：頌歌節絕對不是單
純頌歌籌款；每位頌歌者是深知為何而唱與
為何而捐款的，他們一起編織起一個傳揚培
育下代的「百萬人網絡」。多年來，是希望
通過頌歌，向社會宣揚關愛身體力行的扶育
下代文化。

這個百萬人網絡亦是雙向的，它反映廣大市
民對年青一代的期許，和對政府CDF扶貧項
目的回應。

開幕禮匯集了歷年參與頌歌節隊伍的代
表、CDF計劃的受惠青少年，以及關心
青少年發展的善長等。大會並向今屆有
特殊貢獻的團隊頒發多個獎項：

大會亦向多家企業頒發「企業伙伴合作
大獎」及「企業行善全方位大獎」，表
揚它們以多種渠道支持CDMF，及向數十
隊歷年參與的頌歌隊頒發「連年為下代
頌歌大獎」，表揚它們連年參與，身體
力行。

第五屆聖誕頌歌節開幕禮在銅鑼灣利園一期舉行，
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與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
主持「聖誕頌歌節五周年標誌」的揭幕儀式。當
日出席的有數百名嘉賓，包括過去五年一直支持
頌歌節的資深頌歌隊代表、機構代表，特別是對
頌歌節有特別貢獻的一眾善長和團隊代表，還有
一群活潑的小朋友和「兒童發展基金」受惠青



扶輪區總監楊碧瑤（前排左三）與香港東北扶輪社社長Simon WONG(最右）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為大匯演主禮

真道書院同日分別於朗豪坊、大本型及Popcorn演出

懲教署合唱團新近成立，
便馬上參加聖誕頌歌節，

滿腔熱誠為弘揚扶育 
下代而出力

思藝舞蹈中心學員對服裝與 
舞藝同樣講究

陽光普照下，The  
Hong Kong Concordia  
Choir在 1881 Heritage表演

香港教育學院爵士樂合唱小組在國際金融中心傾力演出 Great Kids親子頌歌隊的小樂手態度認真

思藝舞蹈中心學員對服裝與 
舞藝同樣講究

上海商業銀行第二年支持頌歌節，由老闆主管帶領員工歌隊
在置地廣場表演，上下齊心不遺餘力

東華三院新界西健康校園聯網（包括馬振玉紀念中學、鄺錫坤伉儷中學、姚達之紀念小學、李東海小學） 
13日於卓爾廣場為公眾送上聖誕的歡樂

尖福堂青少年團契於九龍公園HKUAA Choir在1881 Heritage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是聖誕頌歌節
歷年來難得的合作愉快夥伴 林大輝中學銀樂隊於1881 Heritage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 
王錦輝中小學（中學部）的 
演出以陣容強大取勝

東華三院全力支持
東華三院歷年大力支持聖誕頌
歌節，今年特別策動轄 
下的十餘間學校參與。

銀行界為善不甘後人
在香港這個世界金融之都，行善並不缺少銀行界的蹤
影。匯豐銀行首度參與頌歌，派出新成立的合唱團，
在頌歌節首天進行處女演出，精彩的表演博得觀眾的
讚賞。持續多年參加的建設銀行（亞洲）和上海商業
銀行今年亦不惶多讓，盡顯公民企業責任精神 。

社會福利署歌詠團
社會福利署由署長葉文娟帶領，派出由社署員工組成的歌詠團
到海港城獻唱聖誕頌，他們不但以歌聲頌唱，還安排了手語唱
歌表演，更邀請現場觀眾加入，並鼓勵巿民身體力行扶助基層青
少年，充分體現社會和諧共融的精神。署長葉文娟（圖中）、 
頌歌節主席陳龔偉瑩（左）、CDMF董事陳清海（右）亦加入頌唱。

懲教署合唱團新近成立，便馬上參加聖誕頌 
歌節，滿腔熱誠為弘揚扶育下代而 
出力。

13啟動音樂會
 「聖誕頌歌節2014啟動音樂會」，由方方
樂趣教育機構及喜福會聯合贊助。方方幼
稚園師生及家長們數百人擠滿了長沙灣的
恩福堂，一群小朋友粉墨登場，表演耶穌
出生在馬槽，及三王來朝的聖誕故事。喜
福會的女士們亦在台上再三高歌，與小朋
友們傾力演出。全體表演者高歌"Joy to the 
World"，千人齊唱，歡樂滿溢。

13啟動音樂會
啟動音樂會主禮嘉賓教育局局長
吳克儉指出：頌歌節讓同學們寓
學習於頌歌，給他們上了兼具公
民、人文、藝術、人際關係、社
會服務的一課。

教 育 局 局 長 吳 克 儉 （ 中 ） 讚 揚 同 學 們
關 愛 扶 弱 。 右 二 為 方 方 教 育 機 構 校 長 
邊陳之娟，左二為喜福會代表暨頌歌節 
副主席鐘翁瑞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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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新世代 
頌歌大匯演 
「聖誕頌歌節之扶輪新世代頌歌大匯演」
由香港東北扶輪社和扶輪「與校同行計
劃」主辦。(上圖)國際扶輪3450地區總監
楊碧瑤與一眾扶輪社長、社友、及扶輪與
校同行的學生代表們、及遠道而來的台灣
姊妹社友，以兩曲大合唱為逾千人的全日
馬拉松式接力頌唱打開序幕。

香港藝術音樂協會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左三) 
連續五年支持頌歌節，她16日出席維多利亞 

幼稚園家教會「聖誕頌歌節之親子共融樂韻響」
時表示，她從聖誕頌歌節的成功，見到了全港 

團結、和諧共融的力量。該校校監 
丁毓珠(右三)、校長孔美琪(右二)和

家教會主席榮吳佩儀(右一) 
向CDMF主席鄭慕智及 

頌歌節主席 
陳龔偉瑩 
致送善款 

支票。

上圖順時針

圖1 - 上海商業銀行頌歌隊於置地廣場

圖2 - 潮州會館中學歌隊於海洋公園

圖3 - Sha Tin Junior School Senior Choir於 
 大埔超級城

圖4 - The ISF Academy Primary Choir於 
 國際金融中心

圖5 - 獅子會中學於新都會廣場，當中包括 
 CDF計劃的成員，齊齊頌歌答謝社會

義工辛勞不忘頌唱 

下圖順時針

圖1 - 愛心滿溢聖誕城───九龍東區各界聯會合唱團在Mikiki表演

圖2 - 聖公會聖基道幼兒園在世貿中心載歌載舞

圖3/圖4 - 國際金融中心的連場表演唱不停：聖公會聖馬利亞堂莫慶堯中學

圖5 - 聖公會李炳中學

圖6 - HKU - The Fierce People

圖7 - BIBLE在1881Heritage頌唱愛的訊息

圖8 - 叮咚叮嚀下代情───香港手鈴藝術學院於國際金融中心演奏

15
萬人參與的聖誕頌歌節，可謂全靠義務工
作發展局的數百多名義工投入數千小時服
務一力撐起。他們肩負了所有前線協調
工作的一條龍服務，包括表演的進行及
事前、事後的聯絡工作。但他們為善最
樂，15日晚上，義務工作發展局義工頌歌
隊在完成了一天勞累的工作之後，依然抖
擻精神熱烈頌唱，唱出社會服務精神及對
下代的期盼。(上右圖)

佳飛公司歷年全方位	
全面支持
佳飛公司每年均透過其企業資源及商業
網絡，組織友好團體響應聖誕頌歌節支
持下代。不但親力上陣，，更贊助頌歌
隊，出錢出力；今年所組織的頌歌表演
更達到十場之多，其頌歌節的全方位支
持，實在教人激賞！

百麗 國際16日在國際金融中心的表
演。該公司非常認同CDMF的理念，通
過頌歌節，活出機構行善撐下代的文
化。他們歷年來由管理層親自領隊，連
同家眷員工上下組成頌歌隊，身體力行
關懷下代。

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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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為佳飛公司主要成員顏禮唐及 
公司董事長莫綺雯 (最右)

圖1 圖2 圖3 圖5

圖6圖7圖8

圖1 圖2

圖4

圖3

圖5

在歡樂中長養慈心
與頌歌節一起成長 

維多利亞幼稚園家教會
聖誕頌歌節之親子共融樂韻響
維多利亞幼兒園暨幼稚園家長教師會歷年鼎力支持頌歌節，今年出動
一支包括了學生、教師和家長的千人頌歌隊，以接力形式在置地廣場
傾情唱足六小時，向駐足欣賞的巿民發送關愛弱勢青少年的訊息。

 



	
向病人及醫護人員報佳音

食物及衛生局頌歌隊、香港公務員合唱團、由東華
三院醫生組成的樂隊BandOne，在古色古香的東華三
院文物館庭園同唱頌歌，支持扶育基層青少年。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上圖）到病房探訪病童
和產婦，慰問病人，及為醫護人員打氣，並與全體
頌歌者落力獻唱，歌聲響徹廣華醫院病房和大堂。
使醫院頓時揚溢著無限關愛和溫暖。

 

東華三院主席施榮恆
接受感謝狀。左起：
頌歌節委員鄧明慧、
施榮恆、CDMF董事

羅嘉穗及頌歌節主
席陳龔偉瑩

圖1 - 教育學院手鈴隊，出動六十人的陣容在 
 國際金融中心演奏，以清脆的鈴聲傳送 
 「支持基層下代」的訊息

圖2 - 官立嘉道理爵士小學歌詠團在世貿中心

圖3 - 李鄭屋官立小學在西九龍中心

圖4 - Young Vocalists在置地廣場

圖5 - 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在新都會廣場

圖6 -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歌隊在M88

圖7 - 香港教育學院 Junior Choraliers在 
 朗豪坊

圖8 - 香港合唱新力量在世貿中心

圖9 - 香港醫學會在1881 Heritage

圖10 - Hey Rachel在apm

太陽島及讚美操
誠意可嘉 
 
創意不是年輕人的專利，例如今年聖誕頌歌節的頭一天，香港讚美操協會 
便獻唱了別出心裁的聖誕歌──將粵曲配上讚美上帝的歌詞，娛人娛己，滿載歡欣。 
香港讚美操協會今年派出中央組、新界東區及港島中西南區三支隊伍，分別在大埔超級
城、工展會、馬鞍山廣場、新紀元廣場、香港公園演出了五埸，在港九新界展示矯健的 
舞姿。

 
太陽島幼稚園全線支持 

今屆的聖誕頌歌節，太陽島英文幼稚園全線
共派出十支頌歌隊參與。孩子們以天真的 
笑臉和稚嫩的歌聲，融入擴散中的「扶育 
下代」的文化氛圍。

圖1 - 19日晚細雨濛濛，1881 Heritage
主動借出雨傘予太陽島教育基金歌隊。
表演者撐著雨傘載歌載舞，場面令人
動容！

圖2 - 太陽島幼稚園（土瓜灣分校） 
 15日於西九龍中心

圖3 - 太陽島幼稚園（元朗分校） 
 16日於天際100

圖4 - 太陽島幼稚園（西貢分校） 
 16日於新港城中心

圖5 - 太陽島幼稚園（卑路乍街分校） 
 18日於置地廣場

圖6 - 太陽島幼稚園（東涌分校） 
 16日於荃灣廣場

圖7 - 太陽島幼稚園（馬頭圍分校） 
 16日於西九龍中心

圖8 - 太陽島幼稚園（港灣豪庭分校） 
 18日於1881 Heritage

圖9 - 太陽島幼稚園（葵興分校） 
 16日於愉景新城

九龍工業中學管樂隊在西九龍中心吹出節日的歡樂
IN THE STYLE OF CHURCH MUSIC的頌
歌隊員在國際金融中心忘我頌唱

圖1

圖4

圖6 圖7 圖8

圖3

圖5

圖2

圖9

圖1

圖4

圖9圖7

圖6

圖2

圖5

圖10圖8

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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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護界上下同心
    教院師生齊撐頌歌  
 



梁卓偉教授，徐行悅醫生和方津生醫生

當天演出的頌歌隊還有：香港合唱新力量、崇真會白田美善幼稚
園、聯合醫務保健集團親子團、余振強紀念第二中學、香港靈糧堂
詩班、聖公會聖西門呂明才中學管樂團、灣仔Fans Choir、HKCCCU 

Logos Academy、青年廣場無伴奏合唱及 Beatboxing工作坊學員、
思藝舞蹈中心、暢家班等在全港不同角落獻唱，不能盡錄。對他
們努力的演出和無施的付出，大會再次表示無限感激。

AFS Hong Kong頌歌隊為一班外國來
港的交流生，他們在1881 Heritage以
不同語言唱出聖誕歌

Ronald是香港教育學院爵士樂合唱小組的成員，他去年奮
力頌歌的形象被鏡頭捕捉下來。Ronald第二年參與聖誕頌
歌節，看見宣傳海報的自己，深感自己與頌歌節一起成長

「陳廷驊基金會呈獻流行頌樂遍傳城」由勞工
及福利局副秘書長張美珠女士(中)主禮，左為 
該基金執行董事鄒秉基

Go Carolling及Hosanna今年首度參與
頌歌節，動員超過70人在青衣城演出

 
Benji Choir在M88

九龍東區各界聯會合唱團由一群有心的
地區人士組成，連續四年參與頌歌

香港家長合唱團多年支持 
頌歌節，20日在1881 Heritage 
演出，愛心藉歌藝傳揚

圖8 圖9 圖10

圖1 圖3圖2

圖6圖5 圖7

圖4

琴韻伴歌聲傳揚愛心
經典與流行各擅勝場20

圖1 - 香港合唱新力量在世貿中心
圖2 - Cantamus在海洋公園
圖3 - P. C. Woo & Co.在無限極廣場
圖4 - The Greeners' Sound在1881 Heritage
圖5 - 藝兒舞蹈在卓爾廣場
圖6 -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在中港城
圖7 - 香港中國婦女會丘佐榮學校在香港國際機場
圖8 - 天水圍天主教小學國際金融中心
圖9 - 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卓爾廣場

圖10 -  聖公會諸聖中學是CDF項目的受惠 
 學校，他們組隊在國際金融中心演出

天主教聖瑪加利大幼稚園家長教師會對聖誕頌
歌非常熱心，連續數年組隊參加。今年該校家
長、教師和小朋友攜手傾力演出，以四百餘
人的陣容，把國際金融中心擠得水泄不通。
善款由CDMF董事暨頌歌節籌委會委員楊莉珊  
(前排右三)代表大會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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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頌樂遍傳城
「陳廷驊基金會呈獻流行頌樂遍傳城」一連五天共演出了
十場。「香港大都會流行管弦樂團」的年輕樂手與南豐集
團管理層及員工一起組成的頌歌隊，以流行手法演繹經典
聖誕曲目，令觀眾耳目一新。可見結集了各方人士、包容
了各種風格的聖誕頌歌節；它不但是一個官商民正面合作
的平台，更是一個給年青人發揮音樂創意的大平台！

閉幕音樂會 「聖誕頌歌節2014閉幕音樂會」20日在香港大學李兆基會議中心大會堂
盛大舉行。是次音樂會，台下各界善長和CDF受惠青少年濟濟一堂，台上則學界、醫療
界、演藝界的精英則作出無私奉獻，最難得是邀得港大校長馬斐森教授，港大醫
學院院長梁卓偉教授，港大舊生方津生醫生和徐行悅醫生，以重量級的音樂
造詣演繹了動人心弦的曲目；還有在學界享譽盛名的聖保羅男女中學及
附屬小學歌詠團和樂團，派出三百多名團員，在音樂總監李偉安先
生的帶領下，全情投入表演了樂藝精湛又充滿童趣的聖誕歌。
民歌王子區瑞強先生到場打氣，獻唱了溫馨的"When a Child 

is Born"。音樂會最後大合唱"Joy to the World"，歡騰的
歌聲標誌著「閉幕音樂會」的圓滿落幕。

主辦者及一眾嘉賓，還有贊助商瑞華行和香江國際中國地產的代表， 
一起興高采烈大合唱。這實在是CDMF五年來奮力的一幅寫照──打造
一個聯合各界、共同為關愛下代而出力的一個大平台！主禮嘉賓商務及 
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與CDMF主席鄭慕智合唱一曲 “White Christmas”，
令音樂會氣氛一下子升溫。兒童發展配對基金主席鄭慕智、商務及經
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聖誕頌歌節主席陳龔偉瑩、香港大學校長馬斐森 
教授，分別在音樂會的場刊中闡述聖誕頌歌節的意義和成就。

對於香
港理工大
學應用社會科學系
醫療社福研究網絡(NHWS)和香港
優質師友網絡(QMN)而言，參與頌歌節格外意
義重大。這兩個組織非但跟CDMF關係密切，
更重要的是彼此目標一致，就是盡心盡力為下
代！圖為NHWS & QMN Singing Team 在中港
城演出。

今屆聖誕頌歌節有為數眾多的演藝興
趣組織積極參與，有 The Rock Choir、
童弦樂、The Greeners' Sound、藝兒舞
蹈、香港合唱新力量、Natural Music等隊伍傾情演出。他們熱心公
益，發揮一己所長呼喚大眾關懷基層青少年。

音樂以外
       還有舞蹈

    聖誕
頌歌節



城市睦福團契

崇真會救恩堂詩班在西寶城 播道會顯恩堂在慈雲山中心 Dreams Come True在國際金融中心 港島獅子會及青年獅子會在國際金融中心 九龍城區少年警訊在星光大道

街工CDF師友歌唱隊

新界西貢坑口區鄭植之中學在山頂纜車總站頌歌， 
讓一眾遊客在到臨香港地標之時，也沾染聖誕歡欣

Hong Kong Fantasia Symphony Orchestra在 
1881 Heritage Angels’ Choir在天際100 香港中華聖樂團在國際金融中心

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葵芳青年空間

一班志同道合熱愛合唱團歌詠的發燒友： 
HK Singers在K11頌唱，以音樂感動人心

聖誕特攻隊在中環行人天橋上頌歌，在中環 
摩天輪的背景襯托下，歌者與聽者的情緒格外高漲

香港崇真會救恩堂長青區於工展會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於K11 Just Sing (from Lee Hysan Janny & friends) 於M88

香港晨曦會分別在Mikiki、新世紀廣場和慈雲山中心表演了三場

Joyful Age Group Choir  
of  HKSKH  

St. Stephen Church

SKHBBSS Choir

工業福音團契 HKU-Christmas carolling team

VTC學生大使在電車上

今 年 頌 歌 節 的 旗 艦 場 地 ， 港 島 區 有 中 環 的
IFC，九龍區則有尖沙咀的1881 Heritage。IFC
的頌歌點非常亮麗矚目，除了有聖誕樹裝飾
外，還有紅地氈和一幅7米乘2.5米的巨型背
景板，醒目地把「為下代頌歌」的訊息展示 
出來！

小樂手大愛心
一如去年，西崎崇子小提琴教室熱衷於參與聖誕頌歌節；天真漫爛
的小樂手在三天的表演中用心地演奏，奏出聖誕的歡樂與關愛。 

頌歌電車開動
電車是過去5年每年大會提供的頌歌平台，由港島西至東遁環
向途人獻唱，極受歡迎。予人懷舊聯想的電車，跟代表活力與
愛心的聖誕頌歌節的歌隊、樂隊，交集出對香港承先啟後的期
盼。打頭陣的電車表演隊伍是庇理羅仕女子中學管樂隊。生氣
勃勃的管樂音韻，沿著港島的「大動脈」徐徐流動，給香港巿
區增添歡樂，散發愛心。

「感恩歡樂頌」21日進入第二天，勞工及福利局常任秘書長 
譚贛蘭(上圖中)親自前往尖沙咀1881Heritage為多隊CDF受惠機
構打氣。譚秘書長主理CDF項目，對CDF的青少年尤為關心，
事事親力親為，她寄語青少年能夠珍惜CDF計劃這個難得的機
會，圓夢成長，感恩社會及政府的關愛和支持，將來回饋社會。

國際金融中心(IFC)22日 
進行了今年聖誕頌歌節 
在這個場地的最後兩個表 
演，分別是Joyful Age Group 
 Choir of HKSKH St. Stephen  
 Church和HKU-Christmas  
  carolling team。長者和大 
                        學生的表演，各自 
        各精彩。

22勞福局常秘譚贛蘭與
頌歌節主席陳龔偉瑩合照

21          為壯健下代而歡樂
          為無私奉獻而感恩
感恩歡樂頌
頌歌節其中一個亮點活動是「感恩歡樂頌」，20日由來自SKHBBSS Choir、 
工業福音團契、樂群社會服務處，以及鄰舍輔導會東涌綜合服務中心的一眾 
CDF受惠青少年和他們的友師在國際金融中心表演，唱出他們對出錢出力的 
善長的感恩之情！

聖誕頌歌節
旗艦場地



香港大學學生會合唱團在工展會

「樂也融融」是聖公會聖基道兒童院同心牽的一隊義工小組， 
成員在新港城中心表演陶笛及夏威夷小結他，一片樂也融融！

前懲教署署長單日堅
（最左）為香港大學明我以德合唱團

打氣。他的出席可謂有深層意義──無論是 
未來的社會精英，抑或曾經誤入歧途的在囚人士， 

都是社會的一員，都應該關心社會，為支持基層 
下代盡一分力！ 
前懲教署署長單日堅（最左），CDMF董事陳清海及夫人及 
CDMF總幹事林仙韻 

香港大學明我以德合唱團23日在雨粉霏霏的尖沙咀星光大道忘我獻唱

由劉千石帶領的星輝兒童粵劇團，昨日一行40
人以粵劇的唱腔和功架報佳音。小演員不脫稚
氣卻有板有眼，令中西演藝文化交集出驚喜

 
天水圍香島中學多年支持聖誕頌歌節， 
今年又在1881 Heritage傾力演出

HKUSTUPO在朗豪坊表演精彩的管弦樂 香港教育學院木笛隊在K11 屯門天主教中學在天際100

基督教勵行會事工網絡統籌隊於屯門市廣場

五旬節聖潔會荃灣堂於愉景新城

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於屯門市廣場

藝兒舞蹈在屯門市廣場

PB&J Voices在置地廣場

Skyphonic Band  九龍公園

基智中學義工團於東港城

中西區兒童合唱團在電車上表演，小歌手十分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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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參與頌歌節的沙田ive音樂學會在朗豪坊演出

頌歌佳音平安夜
圓滿結束

頌歌節不
分宗教，倡導身體力

行關愛下代的精神，與基督大
愛相通。教友在聖誕前夕頌歌，既分享

耶穌誕辰的喜悅，又傳揚關愛下代的訊息，實在
有雙重意義。2015聖誕頌歌節自12日13日起總共起動了萬

人，組織了數百支頌歌隊伍，歷時兩星期在全港九新界每個角落頌歌，
宣揚扶育下代訊息，最後在平安夜一遍友好和諧和歡樂的氣氛中圓滿結束。

通利音樂基金在今年的頌歌節中分別在天際100、奧海城及港鐵
香港站表演了四場。數十位天真活潑的小小頌歌者用心獻唱，散
發節日的歡樂，逗得現場觀眾心花怒放！基金提倡「德育教化」
並認同CDMF「扶育基層下代」的理念；除了參加聖誕頌歌節，
更自第一屆頌歌節起一直贊助大會音響設備。

24



頌歌節參加人數上萬，地點遍全港九新界高人流
大型商場和旅遊特色地點，如主題公園、交通工
具、香港地標等。今年的頌歌節，又新加了好些
表演場地，包括舉行開幕禮的利園一期和舉行閉
幕音樂會的香港大學李兆基會議中心大會堂。

其實，即使你不是頌歌隊員，要參與頌歌節一點
也不困難；你附近的商場必定有頌歌隊表演，許
多路過的人就是這樣偶遇到一幕幕的驚喜！

對社會人士而言，這是一個完全沒有門檻的活
動，參加者來自香港各個階層、界別、年齡組別
和種族背景，可謂體現了本港一個民、官、商合
作的正面成功例子；它既給全港帶來歡樂，又在
社會上滲透著和諧共融的青少年扶育文化──從
扶育貧困青少年成長出發，寓行善於歡樂，帶出
關心社會、團結民心、建設未來等訊息。

頌歌節萬人網絡遍全港

聖誕頌歌節2014告一段落，義務工作發展局一眾義工在慰勞晚會上聚首一堂

聖誕頌歌節2014全港頌歌地

義工貢獻  功不可沒
一批多年參與聖誕頌歌節的義務工作發展局資深義工，在不同工種
中各自發揮所長，全情投入，從無怨言，過去五年，每當人們在聖
誕節中享受歡樂，或與家人朋友暢聚時，他們就在無償奉獻默默耕

耘，與聖誕頌歌節大會的幾位同時從不鬆懈地在自已崗位工作，直
至任務圓滿完成。精神可嘉，確實值得大等鼓掌 !

把支持環保的文化融入頌歌節活動中。為了響應環
體，大會每年都特別成立「T-恤回收隊伍」，於每
場頌歌表演完畢後，馬上回收T-恤，然後安排清潔
洗熨，使T-恤可以遁環再用。

多虧回收機制和「T恤大隊」，
才能實現在不足兩個星期
中為過萬位頌歌者提供
主題T恤！

精彩鏡頭 
全賴攝影義工隊
義務工作發展局每年支持聖誕頌歌節，其參與的範圍不單是組織和 
管理，還有專業技術人士，包括一支有專業技術和經驗的攝影義工隊。
在頌歌節進行期間，他們密密游走在頌歌場地，捕捉頌歌表演的精彩 
鏡頭。攝影義工隊已經連續五年支援頌歌節。「總之需要到我，我便出
來」，這是何等的情義！他們不辭勞苦背負著沉重的器材往來多個表演
場地，然後一絲不苟地，以攝影鏡頭將每支頌歌隊的每一場表演實況 
記錄下來，將頌歌隊員的神韻捕捉下；讓人們得以重溫節日的歡樂記
憶，更有效地將頌歌節的重要意義在社會上傳揚開去。

多年來，無數聖誕頌歌節的「沙龍」均出自這批願意無施奉獻出心出力的專業義工們。
每年的頌歌節特刊內的照片便是他們的大作。

頌歌節全程環保T恤回收
T 恤 對 於 聖 誕 頌 歌 節 很 重 要 ， 因 為 它 把 「 凝 聚
心 力 ， 壯 建 下 代 」 、 「 為 下 代 頌 歌 」 的 重 要
訊 息 傳 遞 到 全 城 每 個 角 落 。 感 謝 青 少 年 發 展
企 業 聯 盟 董 事 陳 淑 玲 女 士 贊 助 頌 歌 節 T 恤 。 
 
因為每年參加聖誕頌歌節的人數逾萬人，致每年
需要派發的頌歌節T-恤數量不斷遞增。過去雖然每
屆頌歌節均得到熱心公司 - 包括晶苑集團 ( 持續四
年贊助 ) 和 YGM 公司慷慨贊助，但大會深信應該

義務工作發展局總幹事鍾媛梵與頌歌節主席陳龔偉瑩頒發紀念狀給攝影義工代表

為了表揚義工的貢獻和付出，大會每年都向義務工作發展局頒發
特別的紀念狀，以表謝意，並由該局主席李澤培代表領取



感  謝  各  界  慷  慨  支  持
AFS Hong Kong
Angels’ Choir
BandOne
Belilios Public School Symphonic Band
Belle International
Bellsingers
Benji Choir
Bethel High School
BIBLE
Bravo Music
Cantamus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Asia)
Chiu Lut Sau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City Opera都會歌劇院
Cognitio College (Hong Kong)
District Governor Belinda Yeung
Dreams Come True
ELCHK Lutheran Secondary School
Fukien Secondary School
Funful Kindergarten
Go Carolling
Great Kids
Hey Rachel
HK Singers
HKCCCU Logos Academy
HKI 
HKIED Junior Choraliers
HKMA Choir
HKRSS Tai Po Secondary School
HKSKH Lady MacLehose Centre
HKU - The Fierce People
HKUAA Choir
HKU-Christmas Carolling Team
HKUSTUPO
Hong Kong Fantasia Symphony Orchestra
Hong Kong Metropolitan Pop Orchestra
Hong Kong University Students’ Union Choir Members
Hosanna
HSBC Choir
In the Style of Church Music
Interact Club of Belilios Public School
Joyful Age Group Choir of HKSKH St. Stephen Church
Just Sing (from Lee Hysan Janny & friends)
KinderU Suzuki Music Academy
Kowloon Technical School Wind Band
Kwong Wah Hospital
Lai King Catholic Secondary School
LCUGPS
Magiclism Entertainment Ltd
Mr. Chan Chak Fung
Mr. Li Chun Kit
Mr. Scott Ma
Nan Fung 
Natural Music Center
NHWS & QMN Singing Team
P. C. Woo & Co. 
PE&J Voices
PLK Mrs Ma Kam Ming Cheung Fook Sien College
Regal Hotel
Rejoice & Everest
Rotary Club of Channel Island
Rotary Club of Happy Valley
Rotary Club of Hong Kong
Rotary Club of Hong Kong Financial Centre
Rotary Club of Hong Kong Harbour
Rotary Club of Hong Kong Northeast
Rotary Club of Hsin Hsin from KaoHsiong, Taiwan
Rotary Club of Metropolitan Hong Kong
Rotary Club of Mid-Level
Rotary Club of Peninsula South
Rotary Club of Peninsula Sunrise
Rotary Club of Tai Po
Rotary E-Club of District 3450
Seraphim Youth Ensemble (St. Margaret’s Church)
Sha Tin Junior School Senior Choir
Shanghai Commerical Bank
Sir Ellis Kadoorie (S) Primary School Choir

SKH All Saints Middle School
SKH Li Ping Secondary School
SKH St. Maria Church Mok Hing Yiu Secondary School
SKHBBSS Choir
Skyphonic Band
St Margaret Mary’s Catholic Kindergarten - PTA
St. Paul’s Co-educational College
St. Paul’s Co-educational College Primary School
Stewards MKMCF Ma Ko Pan Memorial College
Stewards Pooi Tun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Choir
Stewards Pooi Tun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Christian 
Fellowship
Takako Nishizaki Violin Studio
The Greeners’ Sound 
The Hong Kong Concordia Choir
The Hong Kong Virtuoso Chorus
The ISF Academy Primary Choir
The Neighbourhood Advice-Action Council, Wong Tai Sin 
Wellness Support Centre
The Rock Choir
Tom Lee Music Foundation
UMP
Victoria Kindergarten (Belcher)
Victoria Kindergarten (Causeway Bay)
Victoria Kindergarten (Choir Team)
Victoria Kindergarten (Harbour Green)
Victoria Kindergarten (Harbour Heights)
Victoria Kindergarten (Homantin)
Victoria Kindergarten (Lower Kornhill)
Victoria Kindergarten (Middle Kornhill)
Victoria Kindergarten (South Horizons)
Victoria Kindergarten (Upper Kornhill)
VTC學生大使
Wan Chai Fans Choir
Young Vocalists
九龍東區各界聯會合唱團
九龍城區少年警訊
工業福音團契
中西區兒童合唱團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港福堂 - 信望愛組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顯恩堂
五旬節聖潔會荃灣堂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
天水圍天主教小學
天水圍香島中學
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
太陽島幼稚園(東涌分校)
太陽島幼稚園(馬頭圍分校)
太陽島幼稚園(港灣豪庭分校)
太陽島英文幼稚園(土瓜灣分校)
太陽島英文幼稚園(元朗分校)
太陽島英文幼稚園(西貢分校)
太陽島英文幼稚園(卑路乍街分校)
太陽島英文幼稚園(油麻地分校)
太陽島英文幼稚園(葵景分校)
太陽島英文幼稚園(葵興分校)
太陽島教育基金
屯門天主教中學
安基司幼稚園暨國際幼兒園
尖福堂青少年團契
西貢區社區中心
余振強紀念第二中學
沙田ive 音樂學會
東華三院小學聯校合唱團
東華三院方樹福堂幼稚園
東華三院王胡麗明幼稚園
東華三院呂馮鳳紀念幼稚園
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
東華三院李黃慶祥紀念幼稚園
東華三院姚達之紀念小學
東華三院洪王家琪幼稚園
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
東華三院馬陳景霞幼稚園
東華三院高德根紀念幼稚園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東華三院群芳啟智學校
東華三院廖恩德紀念幼稚園

東華三院黎鄧潤球幼稚園
東華三院聯校樂團
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
林大輝中學銀樂隊
社會福利署歌詠團
青年廣場
城市睦福團契
思藝舞蹈中心
香港大學明我以德合唱團
香港中國婦女會丘佐榮學校
香港中華聖樂團
香港公務員合唱團
香港手鈴藝術學院
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葵芳青年空間
香港家長合唱團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中學部）
香港教育學院手鈴隊
香港教育學院木笛隊
香港教育學院爵士樂 
  合唱小組
香港晨曦會
香港藝術音樂協會
香港靈糧堂詩班

香港讚美操協會 
 (中央組)
香港讚美操協會 
 (港島中西南區)
香港讚美操協會 
 (新界東區)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真道書院
基智中學義工團
基督教勵行會 - 事工網絡及統籌隊 
(秀茂坪)
基督教勵行會事工網絡統籌隊
崇真會白田美善幼稚園
崇真會救恩堂長青區
崇真會救恩堂詩班
莫札特音樂學院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幼童軍團
童弦樂
街工CDF師友歌唱隊
新界西貢坑口區鄭植之中學
新會商會中學
獅子會中學
義務工作發展局義工頌歌隊
聖公會聖西門呂明才中學管樂團
聖公會聖基道幼兒園
聖誕特攻隊
夢想田園
暢家班
樂。也。融。融
樂群社會服務處
潮州會館中學
鄰舍輔導會東涌綜合服務中心
聲輝粵劇推廣協會有限公司
鮮魚行學校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懲教署合唱團
藝兒舞蹈



五年小結 
聖誕頌歌節今年辦到第五屆，累積善款已
突破1,600萬，全數指定用作配對青少年自
己的儲蓄金。在兒童發展基金(CDF)第五批
計劃剛剛展開之際，CDMF回顧了過往五年
的工作：

支持CDF計劃	 ：共四批

資助儲蓄配對金	：1,998名基層青少年

佔總人數	 ：28.7%

資助總額											：HK$9,590,400

這1,998名受惠的青少年分佈於	
港、九、新界各區

2年後青少年
可獲得的總金額
HK$12,600

用以踏出圓夢 
第一步

CDMF提供
儲蓄配對金
HK$4,800
善款來自
社會各界

青少年
自發儲蓄
HK$4,800

   參與計劃的青少年，
每月儲蓄HK$200

為期2年

政府獎勵金
HK$3,000
由政府的

「兒童發展基金」
撥出

目標理財CDMF全力配對

「兒童發展基金」資產建立模式的三元素
目標理財

• 鼓勵參加者每月儲蓄$200， 
學習理財，為期兩年(=$4,800)

• 政府資助$3,000獎勵金，及民
間$4,800儲蓄配對金

• $4,800 + $4,800 + $3,000 = 
$12,600

優質師友
• 為參加者配對義務友師

• 友師作為青少年的成長嚮
導，結伴同行

圓夢成長
• 幫助參加者訂立個人目標，助

其發展潛能，提升個人能力

• 誘導參加者善用$12,600 儲蓄
金於學業就業培訓和工作體驗

CDMF為其中一家主要 
向民間籌募 

CDF青少年儲蓄配對金的機構

「優質師友網絡」  
在民間招募義務友師，並為其中 
一家提供培訓及專業支援的機構

「青少年發展企業聯盟」	
是商界扶育青少年的平台，通過企業工作 
體驗，協助年青人擴闊眼界，達成夢想 

CDMF通過營辦CDF計劃的社會福利機構
(NGO)，為基層青少年配對儲蓄金。但
CDMF並非單純的批核資金，更通過既定
的機制，去關心青少年的成長，確保計劃
的落實執行。

C D M F 從社福機構所舉辦的分享會中，
得到種種的回饋訊息，欣喜青少年的正
面成長，而這又成為 C D M F 繼續從事這
項有意義的工作的動力！

CDMF的宗旨是為兒童發展基金「目標儲
蓄計劃」的青少年籌募儲蓄配對金。為了
確保專款專用，CDMF員工及一切行政開支
均由United Asia Finance Ltd、iOne Financial 

Press Ltd、Sun Hung Kai Financial Founda-

tion Ltd及Allied Properties (HK) Limited以
指定用途形式捐助，包括日常營運、工資
及項目費用；而兩家辦公室分別由董事 
羅嘉穗女士及陳龔偉瑩女士免費借出（包括
租金、水電煤、辦公室設施及管理費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