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兒童發展配對基金（CDMF）持續	
第九年舉辦聖誕頌歌節大型盛事。今年	
的聖誕頌歌節2018由9至24日，一連16日
在全港舉行。萬多位市民共出席了二百多
場表演，全程投入，慷慨解囊，捐助配對
金支持基層青少年。

	 CDMF是政府「兒童發展基金」
的忠實策略夥伴，雙方關係自2009年	
建立。CDMF秉承關愛下代的無私奉獻
精神，每年籌辦聖誕頌歌節，為
參加政府「兒童發展基金」的	
基層青少年籌募儲蓄配對金，
並向社會宣揚扶育下代的重
要訊息。

	 聖誕頌歌節最初規模
由最初數千名參加者至
今每年持續有上萬名來自	

策動全城•唱好香港•為下代頌歌
全港各階層市民支持和參與。亦從一星期
數十場，發展至今連續兩星期有超過二百
多場表演的大型活動，全民攜手頌歌，	

無分貧富、職業、學歷、年齡、
傷殘、種族和宗教，大
家都通過頌歌，	
宣 揚 互 愛 ，	
關 愛 下 代 ，	
共 融 共 濟 的	
精神。

	

	 今屆聖誕頌歌節特別得到金銀業貿易
場慈善基金出錢出力，組織「聖誕頌歌節-
唱好香港」亮點活動。並邀得政府政務司	
張建宗司長及天王巨星郭富城主禮，並親
自領唱，把聖誕頌歌節2018帶至高峰。

	 	 CDMF主席陳龔偉瑩感謝張建宗司
長對CDMF工作的表揚和肯定。	 她
說：「我要感謝各位官員放下身
段，與民同樂。特別向所有頌歌
者、善長和義工們致謝，尤其一班
持續多年支持我們的資深頌歌隊

和義工朋友。今年參加頌
歌的官員和社會賢達更有
20多位，是歷屆之冠。	
並要再次感謝巨星郭富
城為下代獻唱，盡顯	
愛心，為頌歌節加添無
限宣傳效果。」

慈善團體註冊編號	:	91/10500								www.cdmf.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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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羅致光博士

開幕禮
											第九屆聖誕頌歌節開幕式今年假中環國際金融中心商場舉行。	
非常榮幸邀請到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博士出席主禮。羅局長在

致辭時說：「頌歌節連續九年舉辦，我見證了CDMF的成長。他們每
年舉辦聖誕頌歌節，至今已舉辦了超過1,000場表演，參加人數多達八萬

人。這個活動非常有意義，把社會上不同的熱心人仕𣾀聚一起，用歌聲宣揚關愛
青少年精神。更難得的是除了為下代籌集儲蓄配對金，協助他們達成「目標儲蓄」外，更
協助年青人提供工作體驗機會，擴闊視野，建立社會資本，為未來在社會力爭上游做
好準備。」

	 陳太在開幕式上回顧過去九年，CDMF	 為兒童發展基金總共籌得累計善款達
3,800多萬成功為五千多名青少年提供配對儲蓄金。這一切反映社會各界對年青人
的愛護和關懷。」她續說：「正如我時常強調的，我們的工作是一部龐大的社會
機器，由各界不同團體的參與成為組件，無私付出，使這個扶育下代的社會運動
發揮正面積極的效用，真正幫助到有需要的年青人。」	

前奏篇	

	 聖誕頌歌節2018雖然在12月9日才正式啟動，但有團體急不及待，為	
頌歌節2018打開前奏。哈羅香港國際學校的同學，在放寒假前12月12日在
中環置地廣場率先頌歌，並為基層青少年籌得可觀善款。

	 12月8日由音樂堂慈善基金會高松傑主席牽頭，善長鍾子權再度	
支持，和九龍城民政專員郭偉勳，以及勞福局政治助理馮興禮(右圖最左及
中)	等出席主禮，在九龍城廣場與一班基層青少年頌歌，更加入青年二次創作
元素，由「網絡紅人」林北強老師主唱改編聖誕歌，帶來無限歡樂。

PY	DANCE	STUDIO	
於新城市廣場演出



cx

同日亦有：東華三院香港華都獅子會幼稚園於東港城表演；	JK	–	音樂堂慈善基金會於
東港城演出；靈糧堂藍田於東港城以歌聲傳揚愛心；Tom	Lee	Vocal	Ensemble於	
愉景新城獻唱；香港兒童奧福樂團及香港黄埔各界合唱團在1881	Heritage表演。

青少年每月儲蓄(家庭作單位)
個月(兩年)

包括CDMF的民間配對金

政府獎勵金

兩年後共得儲蓄資金，然後按自已的
潛能和興趣，訂立目標，做好個人發
展，職學裝備，長遠脫貧。

HK$200
x           24 

HK$4,800
+

HK$4,800
+

HK$4,800

HK$14,400

兒童發展基金目標儲蓄計劃

	 參加兒童發展基金的青少年來自10至16歲清貧家庭背景的青少年：綜援/	
低收入/	單親/	新來港及少數族裔

公務員合唱團為聖誕頌歌節2018表演隊伍

PY	DANCE	STUDIO	
於新城市廣場演出

CDMF	主席	
陳龔偉瑩女士

HE	Sing	She	Sing於IFC國際金融中心表演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於	
IFC國際金融中心頌歌

音樂堂慈善基金會基層孩子在	
老人中心頌歌，與長者分享歡樂

HKFYG	Lee	Shau	Kee	College於綠楊坊頌歌

崇真會救恩堂詩班整個下午於IFC國際金融中心獻唱

聖誕頌歌節2018善款
已收善款

應收善款

善款總數

HKD 4,442,562 (儲蓄配對金善款)
HKD  304,736 (指定用途善款)

HKD  280,000

HKD 5,027,298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幼童軍團於1881	Heritage頌歌	

浸信會為道堂於	
Mikiki演出

截至2019年3月31日止未經審核報告



昂坪360再次為頌歌隊提供表演場地

齊齊力撐為下代

Carthy	-	SKH	Li	Ping	Secondary	School於1881	Heritage傾力演出

教育局副局長	
蔡若蓮博士	

	 	 	 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與一班中
學生在中環廣場用歌聲來撐下代。	
蔡局給學生致詞時提到近期電影	

《非同凡響》中青少年因缺乏人生方向
而感到迷惘，故她鼓勵同學積極參加工作	

體驗實習，走入社會，開闊視野眼界，幫助自己
尋找職志方向，充實自我。

	 當日的頌唱隊是聖公會呂明才中學同場支持
的還有兒童發展配對基金董事方奕展(下圖左三)。

同日亦有The	Twistmen於1881	Heritage表演。

東華三院洪王家琪幼稚園於新達廣場頌歌Belle	International於K11表演，為途人帶來歡樂 東華三院廖恩德紀念幼稚園於	
置富第一城熱情演出



	 勞工及福利局副常務秘書長戴淑嬈年年支持頌歌節，更藉機會給兒童發展	
基金青少年打氣。秘書長今年在利東街與一班來自敬拜會(荃灣區)的頌唱隊一起
獻唱(見上圖)，適逢是Green	 Monday響應環保日。秘書長特別借機會稱讚大會
成功採用環保回收T恤的方式，年年成功回收九成T恤，成績驕人，頌歌不忘愛
護地球。做法值得其他組織借鑒。

	 到場打氣的還有CDMF資深董事羅嘉穗女士(右圖右邊)，出錢出力外，
她還身體力行，支持青少年。

	 聖誕頌歌節每年回收主題T恤已經是全城頌歌隊員的行常良好
習慣。頌歌節支持環保已經不是口號式的宣傳，而是用實際行動
配合，並成功做到。

	 頌歌隊員在表演後都自動自覺地把T恤馬上交還大會，放在	
頌歌節專用回收箱，再由義工回收。

頌歌節宣揚環保  不是空談  
成功回收T恤九成多

	 T恤回收行動能夠成功，有賴一班義工的組織及商場的支持。
這批商場多年與CDMF建立友誼和良好的關係，除了免費
借出頌歌場地外，還借地方給大會放置T恤回收箱。
義工方面，他們更是不辭勞苦地每晚走遍全香港不
同商場，回收T恤，然後加以洗
滌、晾乾、再重新包裝、
庫存，留待明年再用。
這一切的工作都是這班社
會上默默耕耘、從來不問
回報、不戀名利的有心人
的無私奉獻。他們出錢出
力，只希望服務社會，支
持下代，把頌歌節活動做到
最好。他們確實是精神可嘉，值得我們大
力鼓掌致敬！

CDMF主席陳龔偉瑩與兒童發展基金營辦機構
敬拜會（荃灣區）執行總幹事凌太夫婦合照

同日亦有：Carthy	-	SKH	St.	Mary's	Church	Mok	Hing	Yiu	Secondary	
School於IFC國際金融中心頌歌；東華三院力勤幼稚園於東港城歡樂演出；	
JK	–	自由娛樂製作室於利東街演出。

勞工及福利局	
副秘書長		
戴淑嬈女士

仁心愛心為下代 



JK	-	音樂堂慈善基金會於		
			朗豪坊表演

同日亦有：九龍工業學校管樂團及	
東華三院馬陳景霞幼稚園於西九龍中心表演。

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於愉景新城愛心獻唱

東聯會合唱團晚上於K11演出，
傳播喜樂

The	Rock	Choir獻出一個下午的	
時間於中環廣場為下代而歌唱

香港宣教會優質幼兒學校於K11表演
Carthy	-	HKUAA	Choir於IFC國際金融中心	

熱情頌歌，令當晚更添喜樂

東華三院黎鄧潤球幼稚園於K11演出

Carthy	-	Munsang	College	(Hong	Kong	Island)於1881	Heritage獻唱，宣揚扶育下代訊息

	 12月14日雖然距離聖誕還有一小段	
日子，但當天已經有32隊頌歌隊，超過
600名隊員上街，在全港不同角落為下代	
頌歌。
	 	
	 	 	 	 (左圖)	 Rock	 Foundation		
磐石協會創會主席張德萍女士

非常支持頌歌節。她每年帶同
一班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孩子、
義工和家長們以歌聲支持下
代。活出頌歌節是一個不論國
籍、貧賤、傷健、平等、全民
為下代價值觀的活動。

WonderChild	
1819於	

朗豪坊演出

	 今年適逢社會福利署60周年紀念，其頌歌隊格外
雀躍。一班在職及退休的公務員同事下班後齊齊聚集
在利東街表演頌歌，帶齊歌譜及燈牌，支持下代頌歌之
餘，還歡慶一番。

	 社署的歌詠隊很有組織，四聲
合唱，做足準備功夫。署長葉文娟
與同事共融高歌，無分彼此，把
利東街擠得人流滿瀉。

齊齊力撐為下代

社會福利署	葉文娟女士



	 Car thy公司	
莫綺文女士(右圖前
排左二)不遺餘力，
再接再厲，組織十
多隊頌歌隊支持頌
歌節。又一年出錢
出力為下代。

東華三院	
方樹福堂	
幼稚園於	
新翠商場	
演出

樂聚一家分別在IFC國際金融中心及	
利舞台演出	 Fiber	Fairy於朗豪坊演出

	 12月15日適逢週末，一日之間，表演隊
伍多達50多隊，涉及上千名市民全港頌歌。

								機場管理局年年支持基層
青少年。今年其主席蘇澤光(圓

圖中)在百忙中抽空親
臨欣賞不同頌歌隊表
演，甚是難得。旁為當

日表演隊伍之一的寶珊幼稚園
校長呂太與CDMF主席陳龔偉
瑩合照。該幼稚園更再度頌歌
籌得大筆善款，支持下代。

	

Carthy	-	Wan	Chai	Fans	Choir於利東街演出

同日亦有：
Dolce	Voce	Fine	Arts	Center及	
The	Greeners'	Sound傍晚於	
IFC國際金融中心獻唱；
香港國際(網絡)音樂學院於	
中環廣場演出；
東華三院黃士心幼稚園於	
Megabox頌歌；
沙田浸信會於昂坪360表演	；
保良局胡忠中學於新港城中心獻唱；
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於	
置地廣場(中庭)表演。

香港遊樂場協會於挪亞方舟表演

祥華兒童合唱團於朗豪坊頌歌，宣揚愛心

JK	-	音樂堂慈善基金會於	
青年廣場誠意獻唱

Carthy	-	Sheng	Kung	Hui	HKSKH		
St.	James'	Church於利東街演出

Carthy	-	Seraphim	Youth	Ensemble		
(St.	Margaret’s	Church)於利東街表演

HK	Intl	Flute	Association於	
青年廣場表演

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於利東街以歌聲宣揚喜樂

Cantus12於青年廣場表演

Carthy	-	St.	Paul's	Co-education	College		
Alumni	Choir於利東街頌歌

東華黃慶祥幼稚園於	
屯門海趣坊表演

香港公務員合唱團於置地廣場(中庭)為基層頌歌

HE	Sing	She	Sing於	
希慎廣場為	
途人帶來美妙樂聲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於HK	Airport熱情表演

明儀合唱團於IFC國際金融中心演出



上圖左起：CDMF董事方奕展、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劉怡翔、金銀貿易場主席張德熙、政務司司長張建宗、
歌星郭富城，CDMF主席陳龔偉瑩、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羅智光、CDMF董事羅嘉穗及王振宇

義務工作發展局每年支持頌歌節	
統籌及招募義工，功不可沒

	 張司長對CDMF的努力再次予以肯定，認為頌歌節的形象	
正面，發揮全民關心下代共融的精神，非常可嘉，充分體驗民、
官、商的合作精神和成果。

	 他說：「頌歌節連續九年舉辦，我見證了CDMF和頌歌節
的成長。可謂是兩者的「爸爸」。CDMF每年積極及持之以恆地	
籌款，宣揚關愛訊息，深化推行扶育青少年工作的力度。協助兒
童發展基金基層青少年籌募配對金，使他們在努力完成兩年「目
標儲蓄」後能夠獲得實現個人發展計劃的「種子基金」，向理想
踏出第一步。此計劃並非儲錢那麼簡單，而是要訓練出下一代的
抗逆能力和自信，擴大生活圈子。由推展至今，兒童發展基金計
劃已經有17,500多名基層青少年受惠。」

	 CDMF主席陳龔偉瑩
在致辭時特別感謝兩位	
善長的捐獻，包括金銀業
貿 易 場 慈 善 基 金和華 懋 
集 團，分別捐贈壹佰萬及	
九十六萬港元，為4 0 0多
名基層青少年提供儲蓄配

唱好香港•為下代頌歌
	 	 	 	 	《唱好香港。為下代頌歌》

是聖誕頌歌節2018的特別亮點
項目。活動由金銀業貿易場慈善

金呈獻贊助，出錢出力支持，還邀得
天王巨星郭富城為「聖誕頌歌大使」，	

在1881	 Heritage	 高歌領唱。在場有百多名官紳名流和善長出席，
盛況空前。市民、遊客和頌歌節的支持者把整個尖沙咀擠得水洩
不通，全民為下代，熱血沸騰，以歌聲把頌歌節為下一代的美好
訊息帶致全城。

	 當日活動由政務司司長張建宗主禮。除了張司長外，還
有兩位重量級局長到場打氣支持，包括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羅智
光及財經事務局局長劉怡翔，以及金銀業貿易場慈善基金主席	
張德熙博士。



金銀貿易場主席張德熙博士（上圖左四）	
為慈善盡全力，帶領一班董事向CDMF	捐贈善款

義務工作發展局每年支持頌歌節	
統籌及招募義工，功不可沒

龔仁心醫生伉儷代表華懋集團向	
CDMF捐贈配對金善款，由張建宗司長見證

對金。她再次感謝張德熙博士，對他無私為下代，	
出錢出力的精神再次衷心感謝。

	 陳 主 席 更 向 在 場 的	
市民及嘉賓解釋：「自2015
年，CDMF引用策略夥伴	

「 青 少年發展
企業聯盟」的「READY青少年職
學裝備計劃」，讓每位CDMF
的受惠青少年除了獲得配
對捐款外，還可以經歷	

唱好香港•為下代頌歌

「生命教育」、「生活技能」、與	
「生涯規劃」三個培育階段，為他們

尋找和提供寶貴的工作體驗機會，讓他們
在「學業」及「就業」兩方面及早裝
備，一步一步為自己的人生作出規
劃，將來踏上青雲路。」



財政司司長	
陳茂波先生

Carthy	-	Jesus	Reign	Forever	International	Ministry於M88演出，傳播喜樂

蕃茄炒蛋於1881	Heritage熱情頌歌	
Sing	Ba	Sing	Ma於利舞臺外為	

遊人帶來歡樂頌歌

思藝舞蹈中心於	
置地廣場(中庭)表演The	Greener's	Sound於利東街頌歌城市睦福團契於Megabox演出浸信會為道堂於K11門口演出				

聖公會呂明才中學於利東街表演

扶輪3450區連續
九年支持CDMF。
今年又一次在IFC
組織不同社友和
年青Rotactor團隊	
表演，實行下代撐
下代。

同日亦有：Mitis	Chamber於大本型演出；香港黃埔各界聯合會合唱團於利東街表演；音創頌歌隊於利東街演出；	
Pfizer	Community	Team及PY	DANCE	STUDIO於利園一期地下演出；柴灣浸信會於康怡廣場演出；愛歌愛心歌詠團在昂平360頌唱。

HKI於HK	Tramways表演

Tom	Lee	Vocal	Ensemble於	
希慎廣場表演

香港東北扶輪社派出多隊於IFC國際金融中心獻唱

	 「蕃茄炒蛋」(右圖)是一隊自組家庭
頌歌隊。莫看孩子年紀小小，他們由爸爸
領導，已經懂得用歌聲服務社會，支持有
需要的年青人。	

	 Carthy公司 (下圖)	莫綺文女士成功
組織由外籍女傭仝工組成的頌歌隊在M88
演出。菲律賓朋友天生好歌喉，表演維肖
維妙，把頌歌節精神傳揚。	

以心連心為下代
	 財政司陳茂波關心基層孩童，對他們的成長不離不
棄。CDMF自2009年成立至今，每年聖誕頌歌節他都親
臨出席，以歌聲支持下代，從未間斷。與CDMF和聖誕
頌歌節風雨同路。今年一班基層孩童得到傑青團
體和音樂堂慈善基金會高松傑主席出心出力
的組織，才有幸在財政司官邸歡度一個難忘
的下午。



財政司司長	
陳茂波先生

九年成果  凝聚官商民   
形象正面  深入民心
	 CDMF通過頌歌節在民間凝聚了一股	
積極正面的力量。這股力量來自以下不同	
組群，他們都是為香港下代出力的持分者。
截至2018年，CDMF的數據顯示	:

•	 頌歌人數累計近十萬人，參加近	1,400
場頌歌表演

•	 善長六萬多名，其中機構及團體近
25,000	家	

•	 義工達2,000名，貢獻時數超過
27,000	小時	

•	 商場贊助125家

•	 累計善款超過三千八百萬元

•	 受惠CDF青少年近6,000名。佔總受
惠人數34%，及佔總配對金份額達35%

•	 合作的CDF營辦機構	(包括學校及非政府組織	)共44家，佔CDF
計劃營辦機構總數	54%	

•	 按CDF計劃計算，CDMF配對近89個CDF計劃，佔計劃總數
46%	

	 社會民間的投入，除了CDMF的民間自發籌募配對善款外，青
少年亦會獲配對一位義務友師生命嚮導。如果把以上政府和社會民
間的資源總投入量化，相信CDF項目的實質經濟投入是無法估量
的。問題就在如何使這龐大的政府和民間資源獲得更有保證的產出
和效果。

READY計劃 

結連商界助下代 

建立就業軟實力
	 CDMF結盟「青少年發展企業聯盟」	
(CDIA,	Child	Development	Initiative	Alliance)		

策略性地連結商界，進一步支持CDF，加強扶育基層下代的力量。

	 CDIA通過其「READY青少年職學裝備計劃」(「READY計劃」
Resources	 for	 Employment	 and	 Academics	 Development	 of	
Youths)，用「生命」教育、「生活」技能和「生涯」系統性課程
去規劃培訓，使受惠青少年更加獲益。

	 「READY計劃」中的「生命」教育和「生活」技能培訓，	
好比前期鬆土。完成後，「READY計劃」為年滿16歲的受惠清貧
青少年安排工作體驗。為他們開拓機會，建立社會人際網絡，使他
們的興趣、潛能和職業願景與商界聯繫，從而真實和具體地掌握	
自己人生的規劃、明確學科選擇。最後做好「生涯」規劃，善用
CDF的儲蓄規劃未來，長遠脫貧。

		 	 	 「READY計劃」讓基層青少年早
在初中階段，及早裝備，接觸社會	
特別是工商界，走入職場，開闊視野
眼界，填補成長匱乏的空隙，更幫助
他們培養個人學養、素養和品格，及
早為走入社會做好裝備。它以「及早
預防和及早介入」的手段使這班在高危
環境成長的基層青少年不致下墜於社會
不良誘惑的懸崖。計劃在孩子尚年輕，
還可以接受影響的年紀便吸納他們，	
通過「READY計劃」有系統地、正面地
幫助他們及早找到人生方向。

www.cdia.org.hk



東華三院群芳啟智學校於朗豪坊演出

北區醫院_

屯門市廣場_東華三院高德根紀念幼稚園-聖誕小寶寶

東華三院呂馮鳳紀念幼稚園於又一城表演
HKAMS於	
朗豪坊演出

愛心醫護為下代
	 歷屆食衛局局長，周一
嶽醫生、高永文醫生至現任
陳肇始局長，對頌歌節的支
持，不遺餘力，更趁機會到
醫院探訪，親自慰問勞苦功
高的前線醫護專業同事，為
他們打氣，祝聖誕平安。

	 今年活動《愛心醫護為
下代》在北區醫院舉行。
由行政總監孫天峯醫生帶領	
「北區醫院大樂隊」各部門
同事和義工引吭高歌，關心
清貧下一代。

	 每年食物及衞生局均由局長帶領，年年參加聖誕
頌歌節，支持CDMF和基層青少年。

Santa 
Mama 由一
班城中名太
組成。大家
為著支持下
代皆願意粉
墨登場，穿
著聖誕服飾
在置地廣場
高歌籌款。

同日亦有：東華三院何藍瓊纓幼稚園於1881	Heritage表演；東華三院黃朱惠芬幼稚園於屯門市廣場表演；東華三院王胡麗明幼稚園於愉景新城演出。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陳肇始教授

Hong	Kong	Observatory於1881	Heritage演出

東華三院高德根紀念幼稚園-聖誕小寶寶於
屯門市廣場頌歌

東華三院田灣幼稚園於Ocean	Park熱情歌唱

同日亦有：
東華三院群芳啟智學校於	
朗豪坊演出。



聖公會聖十架小學同學與嘉賓大合唱

香港教育大學手鈴隊於工展會為途人帶來歡樂

同日亦有：救恩堂長青隊於HK	Tramways歌
詠；街坊工友服務處教育中心於Ocean	Park演
出；Carthy	-	MunSang	College	Kindergarten
於1881	Heritage表演；香港晨曦會於M88、	

中環廣場、利東街熱情頌歌；泰伯合唱團
X弦樂團於置富都會演出。

同日亦有：	
Carthy	-	The	Neighbourhood	
Advice-Action	Council,		
Wong	Tai	Sin	Wellness	
Support	Centre於M88演出，	
Carthy	-	Joyful	Age	Group	
Choir	of	HKSKH	St.	Stephen	
Church於IFC國際金融中心。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聶德權先生

傾力互愛為下代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對基層青少年發展的關注，早就始於他在早年出任
社會福利署署長時。他對兒童發展基金項目有着一份難得的情意結。

	 今年他特別召集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內上下十多位高級官員同事一早練歌，在中環
置地廣場親自督師，全體獻唱，更在場鼓勵青少年，要珍惜生命、積極向上，寄語他們
在聖誕佳節不要只是發短訊、要親自打電話與家人、朋友見面問候，真是愛心盡顯。

	 聖誕頌歌節活動由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謝凌潔貞主禮，
並於灣仔利東街舉行。

	 一班少數族裔青年與非洲鼓載歌載舞，帶動全場起舞。學
生適逢聖誕假期開始，聚集在利東街，唱過不停，連續多小

時頌歌，與嘉賓及在場觀眾一起互動，為下一代頌歌。
和諧悅耳的歌聲遍佈整個利東街及至地下商場，增添
不少節日氣氛。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於利東街演出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United	Drammers及Christian	Action	
Shine	Centre	Nepalese	Ambassader	Group組成表演𨹥伍與嘉賓於	
利東街演出

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	
謝凌潔貞女士

The	Greeners'	Sound於中環廣場演出 青年會書院於1881	Heritage詠唱

HKMA	Choir於	
IFC國際金融中心頌歌



	 聖誕頌歌節今年首度走入老人院舍頌歌。CDMF主席陳太聯同東華三院副主席鄧明慧和頌歌
隊親自出團走訪何文田東華三院黃祖棠社會服務大樓的老人中心，由Met	 Choir全團配合，一班年
青人與院友頌歌，並送上禮物和祝福。

	 這家院友的平均年紀差超過90歲。一位院友還以英文向頌歌隊講Merry	Christmas。好叻叻！

薪火相傳為下代
	
	 CDMF服侍的都是在學學童。今年難得教育局局長
楊潤雄親臨主禮，以歌聲為孩子打氣。楊局長大讚
CDMF的工作，用通過頌歌節籌款，根植民心。

同日亦有：屯門天主教中學於1881	Heritage演出；香港中國婦女會丘佐榮學校於HK	Tramways為基層頌歌；培正中學合唱團於IFC
國際金融中心表演；Patrick	&	Friends	Volunteers於利東街演出；Met	Music	Choir於1881	Heritage表演；你友你想頌歌隊於朗豪坊表
演；The	Greeners'	Sound於朗豪坊演出；SWAN	Academy於置地廣場(中庭)獻唱。

							由於得到香港賽馬會慈善基金的特別贊
助，頌歌節有機會首次在「大館」頌歌。當天
親臨支持的，除了一班CDMF董事外，亦有香
港賽馬會慈善及社區事務執行總監張亮，證券
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主席雷添良，及CDMF創

會主席鄭慕智和副主席蔡元雲等。當日由來自東華
三院聯校小學的一大班可愛孩童，又唱又跳，鄭創會主
席更即場高歌，大展歌喉。

頌歌隊出團探長者
Good	Hope	School	Alumni	Choir於	
置地廣場(中庭)表演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先生

CDMF創會主席	
鄭慕智博士	

香港賽馬會	
慈善及社區事務	
執行總監張亮



	 當日陽光普照，烈日
當空，一班來自不同階層及
界別的頌歌好友，在其音
樂老師帶領之下參加聖誕頌
歌節2018。該場表演特別
邀請得香港律師會會長及公
民教育委員會主席彭韻僖女
士，和平機會主席陳章明
教授出席(見下圖)，十分難
得。他們在1881	Heritage與
年青學生們高歌頌歌，高水
準混音合唱，甚有水平。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於	
1881	Heritage表演

同日亦有：頌歌小天使於新達廣場頌歌，香港家長合唱團於置地廣場(中庭)表演；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港福堂及DHL頌歌隊於辦公大樓齊頌歌，傳揚愛心。

Carthy	-	Just	Sing	
(from	Lee	Hysan	
Janny	&	friends)於
M88以愛心頌歌

Good	Hope	School	Alumni	Choir於	
置地廣場(中庭)表演

浸信會為道堂於利東街表演

	 聖誕頌歌節每年都吸引不少音樂學
校組織學生家長，全體表演。SWAN 
Academy	就是其中一隊非常有心的參
與隊伍。	

St	Margaret	Mary's	Catholic	Kindergarten	-		
PTA於IFC國際金融中心為晚上帶來美妙樂聲

QMSS	Coral於1881	Heritage演出中華基督教播道會港福堂及DHL頌歌隊於DHL辦公大樓齊頌歌，傳揚愛心
香港黃埔各界聯合會合唱團於
中環廣場演出	

Carthy	-	Benji	Choir	
於M88熱情獻唱

Great	Kids於HK	Tramways表演

SWAN	Academy於	
香港萬麗海景酒店演出

	 天主教聖瑪加利大幼稚園陳校長把聖誕頌歌節的信念和
價值觀付諸實行，自發地把頌歌節崇高的精神帶入學校，把常懷
感恩，貢獻社會，服侍鄰舍的心和行為向家長和孩子灌輸。

	 每年陳校長持續不倦策動組織全校上下，身體力行，支持
頌歌節。以歌聲為清貧下代募捐，並籌得非常可觀善款支持清貧
青少年的配對儲蓄金，樹立教育家的典範。



	 	
	 聖誕頌歌節經過一年兩星期表
演後，氣氛一點都沒有下降，反而
在這個週末有幾十隊頌歌隊帶動至
另一高峰。

	 進入12月23日全城聖誕氣氛熱
刺。當天有近70隊大大小小的頌歌
隊，合共上千名人士，由中環唱至屯
門及至昂坪360，全城為下代高歌。

	 一連16日的聖誕頌歌節2018在平安夜在沸騰的頌歌聲中圓滿結束。

	 最後一場表演由	MET	Choir	主持。Met	Choir	今年雖然是首年參加聖誕
頌歌節，但由領隊老師Matthew帶領，已經組織多場師生在多個高人流熱
點商場表演，盡顯愛心和積極性，大家都為支援基層下代出一分力，盡量
希望以歌聲幫助CDMF達到籌得五佰萬元善款的目標。

沙田IVE音樂學會於朗豪坊表演

年青人撐年青人，一點都沒錯！
	
	 一班由華仁書院舊生自發組成的合唱
團Cantus	12(右圖)，今日在IFC以無伴奏方
式表演，帶來與別不同的頌歌風格。
	
	 隊長由現讀中文大學音樂系的Timothy	
帶領一班健康美男有超水準演出。恩光頌歌隊於Megabox頌歌 Arco	Music	Studio	於昂坪360演出

Met	Music	Choir於利東街獻唱 動．情音樂室於中環廣場演出

香港黃埔各界聯合會合唱團於	
IFC國際金融中心頌歌

同日亦有：HKAMS在屯門市廣場演出；Celebration	Violin	Ensemble	在港鐵太古站表演。

同日亦有：
PY	Dance	Studio在1881	Heritage演出；	
SWAN	Academy及Tom	Lee	Violin	Ensemble於利東街演出；	
Eks在有本型表演。

	 香港黃埔各界聯合會持續多
年頌歌。他們的合唱團今年的頌歌
隊還包括海外人士。大家都明白頌
歌節的精神，並把其理念宣揚至海
外，又頌歌、又捐錢，在聖誕節不
忘數算恩典。



LUCAS於IFC國際金融中心獻唱

Voice	of	The	Harp	&	Blessed	Harmony於	
希慎廣場演出，為途人帶來歡樂

「都市夾心人	」
陶藝家趙素蘭女士作品	

Carthy	-	St.	Stephen's	College於IFC國際金融中心演出

	 今天在大會IFC的主
場，由赤柱聖士提反學校
合唱團(右圖)表演多首聖誕
頌。男女同學四重混音，
歌聲和諧，雄壯中充滿青
春活力，甚有水平，吸引
一大批遊人駐足圍觀。

浸信會為道堂傍晚於	
IFC國際金融中心頌歌

基督少年軍第115分隊於1881	Heritage演出

香港中華聖樂團分別於朗豪及	
IFC國際金融中心坊為下代表演 HKBU	CIE	CHOIR於朗豪坊頌歌

	 	 Voice of the 
Harp每年以豎琴表
演頌歌。每次表演
都要搬運體積又大
又重的豎琴。但他
們都不辭勞苦，在
鬧市中用豎琴柔悅
的聲音支持下代。

	 今年有不同民間團體自發以不同形式參與籌款活動，包括由	
百老匯鐘錶珠寶金行有限公司(見下左圖)拿出一批精美手錶義賣，
捐出善款支持下代。另香港著名陶瓷藝術家趙素蘭女士將自己部份
作品珍藏作義賣響應，收入全數捐給CDMF；更有初創咖啡店將一天
收入全部捐出。種種例子，皆發揮全民關心下代的共融精神。

Celebration	Violin	Ensemble於	
希慎廣場獻唱

Cantus	12於IFC國際金融中心表演

香港中國婦女會丘佐榮學校於	
Art	in	MTR	(Central)港鐵香港站表演

民間自發為下代籌款

歡迎機構包場	
欣賞電影和電影後	

深度研討坊，請致電：
2815-7799

	 由德和慈善基金及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聯合出品的
電影《非同凡響》從多角度講及青少年成長路
上遇到來自學業、家庭、朋輩、和社會環
境的挑戰和壓力，道出他們的迷惘和缺
乏方向。電影廣受好評，出品人將部份
商業收益捐贈CDMF，支持下代，我們
予以感謝。



ACE	City	Investments	Limited
All	Specialists	Limited
Alpha	Project
Arco	Music	Studio
Artrend	Investment	Limited
Beijing	Xiangjiang	Xingli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Co.	Limited
Belle	International
Benji	Choir
Beyond	Charity	Foundation	Limited
Biz	Office	Limited
Broadland	Limited
Broadway	Watch,	Jewellery	&				
			Goldsmith	Company	Limited
Cantus	12
Carol	Singers
Carthy	Limited
Celebration	Violin	Ensemble
Cheung	Fung	Yee
Chien	Je	Fu	Benevolent	Fund	
Limited
China	Resources	Beer	(Holdings)		
			Co.	Limited
Christian	Action	Shine	Centre	
			Nepalese	Ambassador	Group

Christine	Wong
Community	Partner	Foundation	
			Limited
Cosmetic	Concepts	Limited
DHL	Carol	Singing	Team
DHL	Hong	Kong
Dolce	Voce	Fine	Arts	Center
Dr	Helen	Chan	Hei	Ling
Easy	Living	Limited
EkS
Ella	Kiang	Singers	Limited
Espuma	Limited
Fairthorne	Limited
Feili	Hsu	Lo
Fiber	Fairy
Focus	Aim	Investments	Limited
Global	Parent	Child	Resource		
		Centre	Limited
Goldford	Limited
Good	Hope	School	Alumni	Choir
Great	Kids
Great	Kingdom	Enterprises	Limited
Harold	Wong
Harrow	International	School		
			Hong	Kong

HE	Sing	She	Sing
Highesto	Investments	Limited
HKAMS
HKBU	CIE	Choir
HKFYG	Lee	Shau	Kee	College
HKI	
HKMA	Choir
HKUAA	Choir
Ho	Lap	Chun
Holy	Cross	Primary	School
Hong	Kong	Observatory
Hui	Yuen	Chu
Hysan	Marketing	Services	Limited
iDance
Ingrid	Leung	Kit	Kan
Ip	Hoi	Shan
Jesus	Reign	Forever	International		
			Ministry	Choir
Joyful	Age	Group	Choir	of		
			HKSKH	St.	Stephen	Church
Just	Sing		
			(from	Lee	Hysan	Janny	&	friends)
King	Kong	Leather	Ware	Limited
Lee	Ngan	Yee
Lee	Wai	Tsun

LUCAS
Master	Success	Asia	Limited
Met	Music	Choir

Millie	Shaw	Man	Lai

Mitis	Chamber

Mr	&	Mrs	Edward	Kwok	Ho-Lai

Mr	&	Mrs	Lee	Kwok	Wing

Mr	&	Mrs	Raymond	Kwok	Ping	Luen

Mr	Eddie	Lui	&	Ms	Winnie	Mak

Mr	Liu	Kwok	Ming	Francis

Mrs	Amy	Chan

Ms	Bettina	Lee	Tin	Wei

Ms	Brenda	Chow

Ms	Camay	Wong

Ms	Fiona	Ip	Lan	Sum

Ms	Ivy	Cheng	Chan	Sau	Ching

Ms	Lin	Wei	Man	Rowena

Ms	Nancy	Ng	Chiu

Ms	Nancy	Ting	Wang	Wan	Sun

Ms	Yung	Ng	Pui	Yee	Polly

Munsang	College		
			(Hong	Kong	Island)

Munsang	College	Kindergarten

Patrick	&	Friends	Volunteers

本會謹向所有鼎力支持聖誕頌歌節2018的人士及團體致以萬二分的謝意。	
以下是聖誕頌歌節頌歌隊伍、參與團體及捐款港幣壹千元或以上的善長資料。	

由於支持者數量眾多，篇幅所限，未能盡錄，尚祈見諒。	
其他捐款者資料可瀏覽本基金網頁www.cdmf.org.hk。

金鑽贊助
(捐款港幣20萬元或以上)	

Global Parent Child Resource Centre Limited
百老滙鐘錶珠寶金行有限公司
青少年發展企業聯盟
德和慈善基金									慧妍雅集

	

皇冠贊助

金銀業貿易場慈善基金
(港幣100萬元)

華		懋		集		團
(港幣96萬元)

白金贊助
(捐款港幣10萬元或以上)	

ACE City Investments Limited Carthy Limited
Harrow International School Hong Kong Mr & Mrs Lee Kwok Wing
Mr & Mrs Raymond Kwok Ping Luen Ultimate Treasure Limited
陳淑玲女士										聖瑪加利大幼稚園										鍾子權先生

	黃金贊助
(捐款港幣5萬元或以上)

Beijing Xiangjiang Xingli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Co., Limited
Beyond Charity Foundation Limited               孖士打律師行				
伍福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香港遊艇會

	

愛心贊助
(捐款港幣3萬元或以上)

Hysan Leasing Company Limited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救恩堂



(排名不分先後)

Penna	Cheng

Pfizer	Community	Team

ProAd

PY	Dance	Studio
QMSS	Coral
Ritzy	Live
Rotary	Club	of	Hong	Kong	City		
			North
Rotary	Club	of	Hong	Kong	Harbour	
			Foundation	Limited
Rotary	Club	of	Hong	Kong		
			Northeast	CSF	Limited
Royal	Hong	Kong	Yacht	Club
Santa	Mama
Seraphim	Youth	Ensemble		
			(St.	Margaret's	Church)
Shelly	Lee	Lai	Kuen
Sheng	Kung	Hui	HKSKH		
			St.	James'	Church
Sing	Ba	Sing	Ma
SKH	Li	Ping	Secondary	School
SKH	St.	Mary's	Church		
			Mok	Hing	Yiu	Secondary	School
Smart	Partner	Limited
St	Margaret	Mary's	Catholic		
			Kindergarten	-	PTA
St.	Paul's	Co-education	College	
Alumni	Choir
St.	Stephen's	College
Stage	in	One
Sung	Tang	Tat
Swallow	Arts	Cultural	Centre	Limited
SWAN	Academy
The	Fan	Family	Charitable	Trust
The	Greeners'	Sound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The	Neighbourhood	Advice-Action		
			Council,	Wong	Tai	Sin	Wellness		
			Support	Centre
The	Rock	Choir
The	Rock	Foundation	Limited	
The	Rotary	Club	of	Hong	Kong	
			Elements	Foundation	Limited
The	Twistmen
Tom	Lee	Vocal	Ensemble	
Tung	Wen	Harriet
Ultimate	Treasure	Limited
United	Drummers
Voice	Of	The	Harp	&		
			Blessed	Harmony
Vztar	Production
Wai	Tao	Baptist	Evangelistic		
			Mission	Limited
Wan	Chai	Fans	Choir
WonderChild1819

Wong	Jing	Fung	
Wong	Wai	Yan
Yannick	Chow	Pak	Yu
Ying	Ho	Company	Limited
Zhong	Shan	Industrial	Co.	Limited
"TEEN富展才能"	師友計劃
九龍工業學校管樂團
九龍城區兒童合唱團
大和堂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隊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
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
天主教慈幼會伍少芳中學
天主教鳴遠中學銀樂團
屯門天主教中學
文善社樂團
毛毛聊
巨年藝廊
伍福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孖士打律師行
江珠莉女士
自由娛樂製作室
你友你想頌歌隊
吳惠霞女士
李汝薇女士
沙田IVE	音樂學會
沙田浸信會
明愛康復服務
明儀合唱團
東華三院力勤幼稚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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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華三院田灣	
		(一九九六至一九九七總理)幼稚園
東華三院何藍瓊纓幼稚園
東華三院呂馮鳳紀念幼稚園
東華三院李黃慶祥紀念幼稚園
東華三院洪王家琪幼稚園
東華三院香港華都獅子會幼稚園
東華三院馬陳景霞幼稚園
東華三院高德根紀念幼稚園	-		
			聖誕小寶寶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東華三院黃士心幼稚園
東華三院黃朱惠芬幼稚園
東華三院黃祖棠護理安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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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華黃慶祥幼稚園
東聯會合唱團
林子康
林玉真
林諾汶
社會福利署
社會福利署歌詠團
金銀業貿易場慈善基金
青少年發展企業聯盟
青年會書院
青年廣場	HK	Intl	Flute	Association
青松湖景合唱團
保良局胡忠中學
城市睦福團契
思藝舞蹈中心
派瑞芬女士
美樂兒童詩班
音創頌歌隊
音樂堂慈善基金會
香港中國婦女會丘佐榮學校
香港中華聖樂團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香港公務員合唱團
香港伯特利教會恩光堂有限公司
香港兒童奧福樂團
香港東北扶輪社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香港宣教會優質幼兒學校
香港家長合唱團
香港國際(網絡)音樂學院
香港基督教播道會港福堂
香港教育大學手鈴隊
香港晨曦會
香港都會扶輪社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香港黃埔各界聯合會合唱團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
香港遊樂場協會
香港賽馬會
香港醫學會
恩光頌歌隊

柴灣浸信會
泰伯合唱團	X	弦樂團
浸信會為道堂
翁連芬女士
動．情音樂室
培正中學合唱團
基督少年軍第115分隊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救恩堂
基督教敬拜隊
崇真會救恩堂詩班
救恩堂長青隊
梁寶華
祥華兒童合唱團
許自誠先生
陳俊毅先生
陳淑玲女士	BBS,	JP
陳熙兒女士
陳蘭美女士
陸志豪先生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幼童軍團
無名氏
華懋集團
街坊工友服務處教育中心
愛歌愛心歌詠團
楊莉女士
楊莉珊女士
聖公會呂明才中學
聖公會聖十架小學
頌歌小天使
甄翠媚女士
蒲公英
趙素蘭女士
德和慈善基金
慧妍雅集
樂聚一家
瑩童行小隊
蕃茄炒蛋
翼下之風
聯合醫務集團
鍾子權先生
羅嘉穗女士
藝恆愛心行動
寶山幼稚園
靈糧堂	藍田
靈糧堂幼稚園	



策略夥伴

音響及器材贊助           活動主題T恤贊助

媒體夥伴

場地贊助

主席 ：	 陳龔偉瑩女士

副主席 ：	 蔡元雲醫生

成員 ：	 王振宇醫生	 方奕展先生	

戎子江先生		 伍尚敦先生	 楊莉珊女士	

榮吳佩儀女士	 戴希立先生	 羅嘉穗女士	

																																			（按姓氏筆劃排名）

●	銀行存款

●	郵寄支票

●	網上捐款

請加入我們的Facebook
網址：www.cdmf.org.hk
電郵：info@cdmf.org.hk

電話：2815	7799
地址：	
香港西營盤德輔道西246號
東慈商業中心7樓701室

創會主席 ：

鄭慕智博士

捐款即登：www.cdmf.org.hk/don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