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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無數籌款活動，但是鮮有像「兒童發展配對
基金」（CDMF）一年一度舉辦的「聖誕頌歌節」
，從單一議題出發—扶育貧困青少年成長，寓行
善於教育與歡樂、關心社會、團結民心、建設未來
等眾多層面，成果豐碩。
在2012年12月8日至24日舉行的「聖誕頌歌節
2012」，號召了一萬多位全心全意，關懷下代成
長的熱心市民，十七天內在港九新界舉行接近三百
場的表演，籌得逾三百萬港元的善款。無論表演日
期、場數、參與人數、善款總數均一再突破往績。
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在其啟動禮上致詞時，表示頌
歌節「不但能夠向社會各界宣揚關懷及扶育下一代
的信息，配對基金本身亦充分顯示了政府、商界和
民間組織三方合作的重要性。」
官商民三方的努力，造就連續三屆破紀錄的成
功，CDMF主席鄭慕智對此深感振奮：「證明社

會上對貧窮青少年的關注與扶助的行動力，一年
比一年提高。」他更特意感謝各方的幫忙：「除
了各位出錢出力的歌詠團及其他表演單位，還要
感謝各方慷慨贊助，包括場地、音響、製作、宣
傳等以及眾多的善長和各政府部門、媒體與合作
夥伴的全面配合與支援。當然不得不提的，還有
CDMF董事局、聖誕頌歌節籌委會及閉幕禮籌委
會同仁無私的努力。」
到底「聖誕頌歌節2012」的豐碩成果是如何得來
不易？讓我們一起逐日探視各方參與者不同的努
力，形形色色的論述與分享，多角度體會箇中成
功因由。

已收善款
應收善款

指定善款用作儲蓄配對金
HK$2,994,037.90
HK$150,000.00
HK$3,144,037.90

指定善款用作製作費 籌得善款總數
HK$366,931.90
HK$0
HK$366,931.90
HK$3,510,969.80

* 截至2013年3月31日止

「聖誕頌歌節」籌得龐大善款，使近700名清貧青少年受惠。頌歌節的
籌委會執行副主席陳龔偉瑩，坦承籌辦活動的資源與人手，其實非常
匱乏。頌歌節所籌得的善款，不扣分毫，全數撥捐作參與計劃的青少年
的儲蓄配對金之用，全憑整個團隊對造福下代的信念，支撐他們不辭勞
苦，再加上義務工作發展局的龐大義工團隊襄助，才能得此成果。
因此，陳太對於CDMF審核善款的運用非常著緊，堅持要真正讓孩子受
惠，才不會辜負各方善長、機構與參加者無私付出的努力。看見這些孩
子的生命得到正面的改變，積極向上，就是他們最感欣慰之時。
九龍崇德社向工業福音團契青少年發放儲蓄配對金，並大合照

「聖誕頌歌節2012」這天開始了。全城各大人流熱點，都可見穿上紅、綠T恤的
表演隊伍，部分團體更會參加多場表演。思藝舞蹈中心以精湛舞姿呼籲關愛下代
(中圖)。 中信泰富有限公司助理經理方瑞玲坦言，該公司在芸芸慈善活動中獨挑
頌歌節，讓組隊員工頌唱，皆因受活動背後支持下代成長的理念所感動 (右圖)。

「聖誕頌歌節」有別於一般的慈善活動。
它籌款，卻不是簡單地把善款直接派給
捐助對象—貧困青少年，那麼善款是如
何 運 用 ？CDMF副 主席蔡元雲為此簡介：
「CDMF藉著頌歌節籌得的善款，將會用作
他們參加『目標儲蓄』計劃的配對金，鼓
勵、幫助他們建立金融資產；更藉著這個儲
蓄過程，配合義務友師的從旁引導，學會正
確理財概念，更學會計劃未來，積極向上，
敢於向夢想進發。宏觀來看，就是扶育貧困
下代有力向上流動，長遠解決社會跨代貧窮
問題。」

香港目前的貧窮人口已達百多萬，滅貧工作
實在刻不容緩。經追蹤研究首批近千名参與
的青少年、家長及友師，發現結果令人非常
鼓舞。蔡醫說：「我們發現青少年提升了學
習動力，更加積極尋求發展目標，並樂意為
此向家長及其他成人求助，同時，無論社交
網絡、心理素質及抗逆力均有提升。對家長
而言，目標儲蓄計劃亦成為家長幫子女儲蓄
的誘因，給予子女未來發展。這些成效與多
年國際實證的結果，亦相互吻合。」
CDMF配對金將透過參與計劃的志願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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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參與計劃的青少年發
放，而每間經嚴格審查獲
得認可參與的志願機構，
必須定期向CDMF提交青
少年的儲蓄進度報告。從
「聖誕頌歌節」籌得的
善款都會作配對金之
用，而配對金的善款
發放過程，受到政府及
CDMF公開、透明而嚴
謹的監督，確保分毫撥入
受惠青少年的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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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支持的還有維多利亞幼稚園，其
家教會副主席榮太認同參演頌歌節，
可讓學生、家長、老師有機會為香港
未來出力(左圖)。聯合醫務保健集團
更是連續三年贊助員工組隊參加，其
董事孫耀江相信員工眾志成城地頌
唱，是提升士氣的好方法。由一群家
長自發組織的頌歌隊Great Kids在時
代廣場外獻唱，高興不已(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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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身在現場，就能體會年紀小小的幼稚園學生，感染力有多
大。仁愛堂旗下六家幼兒園的同學，分別組隊參加頌歌
節，一致贏得熱烈掌聲，行政總裁盧德明相信從
小培養行善，是最佳的德育課程之一。而第
三年參加頌歌節的仁濟醫院，今年除了一
家幼稚園之外，還有中學和長者鄰舍中
心的老人家舉行多場表演，副行政總裁
李一新更透露不少長者一早就追問今年
何時參加頌唱，可見他們為善不甘後人。

來自英國的港大交流生Elaine Hunter通過聖誕頌歌節延續頌歌的傳統文化

懂得頌歌節真義的機構，都會無私地
支持。九龍倉有限公司董事易志明及
企業傳訊高級經理許翠鳳十分欣賞
頌歌節，因為不單止可以幫助有需
要人士，還可以在普天同慶的聖
誕節為大眾增添歡樂氣氛。集團十
分樂意支持頌歌節，去年贊助「學
校起動」計劃的中學同學在全港多個
地方演出，讓青少年可撐青少年，集
團亦十分樂意贊
助多個表演場
地，衷心希望
CDMF取得更
好成績。下圖
為參與「學校
起動」計劃的
棉紡會中學在
國際金融中心
獻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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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詩歌協會以悠揚聖詩，感染大家
同來支持下代成長(左圖)。認同CDMF
理念的還有Carthy Limited，主動運用
其企業資源及商業網絡，召集並贊助不
同團體來舉行八場頌歌節表演，其負責
人莫小姐更承諾未來的頌歌節都會繼續
支持（右圖)。

頌歌節紅色或綠色的T恤，已經蔚為活動獨有的風景。這個鮮明奪
目的標記，連續三年都獲得晶苑集團贊助。而且，即使參加人
數連年突破，T恤數量由首年的三千件，急增至今年近萬件，
晶苑集團依然慷慨支持，實在感激萬分。行政部經理劉朝暉謙
稱：「我們只是略盡綿力。希望這些T恤可使頌歌節更深入民
心，令大眾一見到T恤，就知道有很多貧困青少年需要我們伸
出援手。」
不過，為了珍惜地球資源，去年CDMF開始呼籲參加者妥
善保存T恤，以便留待翌年自用或送給其他表演者所用。
此項呼籲效果相當理想，想必是參加者都充滿愛心，自
然希望下代擁有美好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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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 誕 頌 歌 節 2012啟 動
禮」，由特區行政長官梁
振英親臨主禮並頒發主
要獎項，更與勞工及福
利局局長張建宗和其他
官員一起詠唱，一起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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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會 服 務 機 構 親 切
(TREATS)，致力推動和
關注香港兒童社會共融。
藉著在頌歌節的雜耍和
歌唱表演(上圖)，為不同
能力和背景的兒童創造更
多參與和共融機會，締造
一個平等和接納的社會。
親切跟CDMF一樣努力現
在，放眼未來，攜手宣揚
關愛精神。

「頌唱陣容鼎盛大獎」由中國
基督教播道會獲得。圖為播道
會總會執委會顧問陳黔開代表
領獎

「傾力義助榮譽大獎」得主是
義務工作發展局，由主席李澤
培代表領獎

由首屆頌歌節起，每年都可見張局長親身支持。除了因為認同CDMF的扶貧
理念與工作，張建宗更明言：「從頌歌節的成功，可見全港團結、和諧共融
的力量，更為青少年提供一個非常難得、獨特
的機會，發揮潛藏的表演才華。希望下一年規
模更盛，成為全港齊心共建未來的盛事。」
以醫生為骨幹的香港醫學會合唱小組，不計一
整天行醫、護理的辛勞，同來高唱頌歌(左圖)
；仁愛堂楊鄧詠曼幼稚園學生在東港城攜手頌
歌(中圖)；勵行會重慶大廈服務中心，今年繼
續集合非洲及南亞裔新移民表演，展示多元文
化和諧共融 (右圖)。

「籌款至尊榮譽大獎」得主是周大福慈善基金，理事長鄭家成將善款贈予CD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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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CDMF主辦的「聖誕頌歌節2012之親子
悠樂日」為期一連六天，獲信和集團贊助，
在旗下奧海城商場舉行，並邀得國際著名小
提琴家西崎崇子親臨指導一群兒童小提琴家
表演，吸引不少顧客及家庭在場支持，透過
悠揚樂韻籌募經費，培育社會未來棟樑，更
為商場增添熱鬧氣氛。下圖為首日表演擔任
主禮嘉賓的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讚揚
CDMF鼓勵青少年養成儲蓄習慣，並分享經
驗，認同學懂正確理財之道，終生受用。

信和集團企業傳訊部助理總經理邱文華認為：「
是次活動不單可給予小朋友們一個公開表演、發
揮才華的機會，也為家長提供一個別具意義的聖
誕活動。信和集團一向秉承良好企業公民的精
神，多年來積極參與及支持各項關懷社區活動，
藉著支持有意義的活動，傳揚關懷，服務社群，
為社區出一分力，共建更美好的未來。」
方方樂趣教育機構主席邊陳之娟非常支持「
親子悠樂日」，更讓家中孩童參加表演，認
為聖誕節可讓孩子明白神為世人付出大愛，
這份無私精神很值得學習。演藝名人許冠文
的夫人及其兒孫，與歌星周永恆蒞臨支持。

上圖為西崎崇子小提琴教室學生大合奏及藝人何基佑自言由一個漫無目的之少年，到今天終學懂目標
明確，謹慎儲蓄理財的可貴

讚美操協會獻出多達十五場結合詩歌、體操、舞蹈的表演，該會義務總幹事關紹鴻
表示，很多會員主動參加頌歌節表演，就是希望藉此提醒大眾注視青少年的身、
心、靈健康成長。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對頌歌節的支持，使人振奮。除了捐出
HK$150,000作「目標儲蓄」計劃的配對基金之用，更贊助場地
舉行九場「工展聖誕頌關懷」，讓頌歌隊可在維園工展會場
公開表演，並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及廠商會會長
施榮懷主持啟動儀式(右圖)。施榮懷更承諾來年工展會將繼
續贊助場地，認為：「這是商界關懷下代成長應做的事。因
為，香港需要永續的燦爛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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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界對頌歌節的支持，非常多元化。除了捐款、場地贊助及
組織頌歌隊表演籌款之外，還開拓不同方式支援舉辦。例
如通利琴行便連續三年提供音響贊助。Pacific Coffee 除了
贊助場地，表演期 間每 售出 咖 啡一 杯， 更會 捐 出HK$5予
CDMF。吉野家則在贊助活動之外，更印製七十多萬張宣傳
頌歌節的墊餐紙，市場及公關總監蔡冬冬表示：「我們相
信CDMF的工作，就是讓貧苦大眾脫貧的治本良方，因此
呼籲更多人支持。」而在市區的士上播放的動力媒體，更
捐出播放空間給予CDMF的宣傳短片，使更多乘客了解
CDMF的工作與理念。

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百多名學生在
東港城的表演，盡顯學生多方面才華

讚美操協會（香港）屯元天區的表演吸引
卓爾廣場途人駐足欣賞

童軍九龍21旅及港島1155旅分別在電車及
駱克道行人專用區演出(下圖)

加拿大國際學校鼓勵不同國籍的同學
一起參與善舉

左上圖起(順時針)：表演隊伍為 Angels’ Choir；青年
大匯演；九龍西區各界協會；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
基督書院；International Baptist Church Singers

CDMF呼籲每位頌歌節表演者需繳付贊
助金HK$200。於是，不少有意參加的
同學積極尋求贊助，例如中華基督教會
基智中學的榮志瑩同學和陳中然同學，
為求可籌足HK$200表演行善，少至兩
毫、一元的善款也無任歡迎。基智中學
的阮德富校長獲悉後，讚賞每位參與善
舉的同學鍥而不捨的努力，真正做到
「多多益善，少少無拘」，並且表示該
校鼓勵同學參加頌歌節，是因為贊同善
舉的含意與教育意義，反之表演場地、
音響設備及觀眾階層等絕非考慮因素。
而且，能夠讓同學在街頭獻唱，增加
社會體驗，並從籌款過程磨練出毅力與
胸襟，比單從書本的教導公民與德育教
育，印象更深刻，影響更深遠。

社會福利署署長聶德權出席在海港城舉行的「全城齊聲Sing-Along」

國際扶輪社今年再接再厲，透過其「扶輪與校同行」計劃為頌歌節舉辦千人馬拉松式
「青年大匯演」，連續八小時馬拉松式表演歌唱、舞蹈、武術、舞獅及樂隊演奏。此
項計劃之主席黃昭文喜見學校無分宗教背景，為了下代都來參加聖誕活動。他更特別
鳴謝張慶華慈善基金贊助大澳佛教筏可中學約二百名師生的交通費：「由大澳來回銅
鑼灣的費用毫不便宜，但這位善長使眾多不同國籍的貧困中學生，也可前來實踐青年
人支持青年人的理念，絕對值得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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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善不甘後人的，還有基督書院、港島獅子會、YB Club、九龍西區各
界協會合唱團，以及由傷健人士組成的 Angels’ Choir，由外籍教徒組成
的International Baptist Church Singers。而中國建設銀行（亞洲）的員
工更連續三年支持CDMF，組隊獻唱頌歌，行善毅力令人讚賞。

The Chinese Foundation Secondary School 在Heritage 1881獻唱

九龍崇德社連續兩年出錢出力，為頌歌節舉行「全城齊聲Sing-Along」，今年的演出更
多達九場。17日當天，其代表盧時楨將善款交贈CDMF。康文署副署長廖昭薰親臨支持
(右上圖)。會長關寶珍表示：「我們非常高興有機會參與頌歌節。我們的會員與頌歌節
有共同目標，對扶育下代一方面，十分熱心。」主力為「全城齊
聲Sing-Along」在全港各地作互動表演的香港教育學院文化與創
意藝術學系一眾同學，所到之處均取得極佳迴響。講師莫安妮認
為，是次與CDMF合作，可讓準教師及早面向社群，提升鍛鍊，
對日後作育英才甚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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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通利琴行自第一屆頌歌節的第一天起一直支持，借出音響設備供部份頌歌隊使用，贊
助閉幕禮的製作，更組織頌歌隊參加多場表演，多方面支持頌歌節。總裁李敬天及總經理
何曉淳認為頌歌節能將音樂帶到香港每個角落，提昇社會音樂文化水平，同時扶育青少
年，是具有雙重意義的聖誕盛事。
上圖為天主教聖瑪加利大幼稚園家長教師會同樣組隊頌歌。他們更異口同聲地感謝陳紫雯
校長決定參加頌歌節，讓家長與學生可結伴行善，過一個更有意義的聖誕節。山頂小學、
工業福音團契，也來以音韻呼籲大眾響應。

重視青少年發展的基督教正生書院(上圖)，
當然現身支持CDMF的頌歌節籌款；香港晨
曦會中浪子回頭的青少年也不遑多讓，聯袂
連唱三場，向大眾訴說扶助青少年健康成長
的重要，贏得現場雷動的掌聲。

從首屆起，懲教署每年均派出銀樂隊
或歌連臣角懲教所在囚人士，參加頌歌
節的表演。今年，石壁監獄的在囚青少
年，為頌歌節創作新曲《開心過聖誕》
，以表達他們縱然在囚，依然關心社
會，要與貧困下代互相勉勵。懲教署署
長單日堅與CDMF主席鄭慕智及音樂人
林慕德合唱《開心過聖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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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教署署長單日堅出席「全城齊聲Sing-Along」時指出，CDMF提倡的是建立生命的工程，這一點與懲教署的使命不謀而合，「我們都希望
為社會人士重建生命，使他們明白生命的意義和價值，體會生命真諦。」從《開心過聖誕》此曲之誕生過程，足可印證單署長所言非虛。
據CDMF籌款義務統籌督導陳龔偉瑩表示，感謝電台DJ葉韻怡穿針引線，而懲教署亦正積極為囚友發掘貢獻社會、重過新生的機會，於是鼓
勵囚友創作之餘，在行政上全力協助CDMF，終於，在資深音樂人林慕德幫忙編曲製作下，《開心過聖誕》順利誕生，並多次在頌歌節現場
演繹及於電台廣播。
對於囚友堅毅克服生命的挫折，並且將
這份比一般人更深切的感受，化為樂曲
在頌歌節發表，陳太自言非常感動，更
相信對受惠的青少年而言，此曲比慣見
的諄諄教誨必定有更深刻的觸動，足以
啟發他們要珍惜生命，珍重前程。

太陽島教育基金十一間分校的小朋友，是為了使他們獲得課堂以外的成長
學習。太陽島的執行總監趙善榮，認為頌歌節可讓學生表演兼行善，而且
以規模及矚目程度而言，對學生來說，是一個非常寶貴的體驗。著名的
江樺合唱團(右下圖)，以及基督教雜誌《身心美》職員組成的「奇妙
恩典」歌詠隊，同樣以妙曼詩歌唱出生命真諦。鄰舍輔導會為頌歌
節演唱，將推己及人的愛以樂韻播送。

勵行會重慶大廈服務中
心，今年繼續集合非洲
及南亞裔新移民表演，
展示多元文化和諧共融

瑪利曼中學的樂隊與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憑動人音韻呼籲大眾和應

P. C. Woo & Co一眾法律精英同樣連續三年支持頌歌節，百忙中
不忘抽空獻唱，不論回報，以希望每個青少年有機會茁壯成材

百麗國際三年來均贊助員工聯同家屬參加頌歌節表演，
認為活動既有意義，又可提升員工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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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港人很難想像，原來許多偏遠地區的青少年，會因為車費等
開支昂貴而絕少到市區，故此對於可以在市區頌唱，既好奇又興
奮。例如曾有人問可以在銅鑼灣街頭表演嗎？警察批准嗎？
不會被警察拘捕嗎？當然，頌歌節是官商民通力合作的成果，警
方非但不會阻撓，更是樂意幫忙順利完成。
不過，從這些青少年的反應，可見他們實在需要有更多機會接觸
社會。讓他們親身感受市區聖誕氣氛的熱鬧，又有機會公開表演
才華，更可從中幫助別人……聖誕頌歌節，就是如此饒富深意的
善舉。

鄰舍輔導會東涌綜合服務中心在駱克道行人專用區獻唱

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在Hertiage1881表演

愛樂男聲合唱團在荷里活廣場頌歌

瑞安集團「海鷗社」團隊在奥海城引吭頌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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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大輝中學在電車上響起樂韻，喚醒大家一起關心弱勢社群，
同創美好明天

香港兒童合唱團這次走出堂皇的音樂廳，進入社區高唱天籟之音，將深遠的扶貧意義打進市民的心坎

由一群年青專業團隊負責籌辦、周大福慈善基金贊助的「聖誕頌歌節2012閉幕
禮」，在尖沙咀文化中心露天廣場安排了十多隊高水準的頌歌隊，由早上十一時
唱至傍晚，吸引無數中外遊人駐足欣賞，同聲唱和，現場一片歡樂與希望。
周大福慈善基金是今屆聖誕頌歌節「籌款至尊榮譽大獎」的得主，全期合共捐
出HK$597,181.90。理事長鄭家成表示：「CDMF的理念，與我們關懷弱勢社
群，關懷香港持續發展非常一致。我們更認為CDMF監管與發放善款的
行政能力，非常可靠，相信我們所捐的善款，必可讓有需要的青少
年好好運用。」
閉幕禮當日邀得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主禮(見
下圖)，局長讚揚頌歌節獲得全港眾多學校
的支持參與，令許多學生上了生動的一課，
一起關心社會，實在可喜可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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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歌劇院學生作高水準演出

三 年 來 ， 義 務 工 作 發 展 局 (AVS)對 聖 誕 頌 歌 節 的 大 力 支 持 ，
功不可沒。主席李澤培卻認為，義工參與的動力，主要來自
CDMF。他說：「不少義工在了解過CDMF的使命和工作後，
甚為認同，因此都主動投入時間精神，支持頌歌節。」事實
上，三百多名參與的義工朋友所投入的，還有其個人專業知識
及工作能力。總幹事鍾媛梵也讚揚各位義工表現出色：「他們
為頌歌節進行了超過六千小時的聯繫和組織工作，正正發揮他
們的個人實力。這是香港人的福氣。」因此，義務工作發展局
獲頒「傾力義助榮譽大獎」，當之無愧。

8

集合香港大學約二百名香港及外地大學生的吉野家
「U為下代頌歌」，於12月23、24日巡迴港九新
界表演，有獨唱、大合唱、樂器演奏等不一而足，
反應熱烈。
香港大學學生事務長周偉立，感謝吉野家及港大講
師張美玲慷慨贊助，並對可以參加頌歌節感到欣
慰：「隨著三三四學制實施，大學生有更多空間投
入社會事務，服務大眾。頌歌節正好讓本港與來自
世界各地的大學生，共同投入社會，更深入了解香

港，體會香港多元文化、社會共融的一面。」
為了呼籲更多同學響應，港大學生發展及資源中心
的同事向各學生團體和宿舍的學生宣傳，得到不少
本地及外地生積極回應。更有外籍學生更改回國過
聖誕的計劃，利用假期結伴練習表演。對於能夠深
入香港不同社區，走上街頭表演，呼籲大眾關注下
代成長，貢獻社會，他們都表現興奮，希望來年能
再度參加。下圖為學生的表演花絮。

CDMF其一受惠機構：香港青年協會，亦積極參與頌歌節的表演，
以行動答謝大眾之餘，同時呼籲大家繼續支持。下圖為庇理羅士
女子中學管樂團在星光大道演出，還有宗教團體港福堂及以外籍
小童為主的Epiphany Sunday School Kids，也來傳揚關愛下代的
普世佳音。連續三年參與的職業訓練局，也在電車上將愛的音訊
沿途播送。

支持頌歌節的團體不計其數，其中播道會就召集超過三千人
參加獻唱。單在12月23日那天，頌歌人數已逾一千人，表
演地點遍佈港九，難怪榮獲今屆的「頌唱陣容鼎盛大獎」。
播道總會執委會主席馮志雄、傳道部長林偉俊認為，該會雖
然每年都會唱歌報佳音，不過今年藉著頌歌節以行動支持香
港，意義深遠；而慷慨贊助播道會獻唱的鍾翁瑞華，則謙稱
可讓更多有志出力的教友同來獻唱，是她的榮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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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三年參加的和諧合唱團，在昂坪360表演

頌歌節2012啟動當日紅星許冠文一家親臨支持為下代打氣

參加「目標儲蓄」計劃的Alex(上圖左四)，也是今年頌歌節的表演
者之一。表演後他表示深深感受到港人的團結與慷慨，使他對完成
目標儲蓄計劃所獲得的HK$4,800配對金，更加珍惜。「因為配對
金是匯集社會各界人士的捐款得來，也就代表著大家支持我們畀心
機做人。」Alex打算把儲蓄得來的金錢留作升學之用，將來報答父
母，貢獻社會。
Alex的友師John(上圖左三)很欣賞Alex的上進心，更表示他接觸過
的90後青少年，許多都像Alex般充滿正能量，而非一般報道所見的
偏向負面。「我的經驗是，只要適當引導他們，幫助發揮潛能，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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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頌歌節已經成為香港的獨有盛事。不只是華人，各國人士
也來參與並欣賞表演，而且全賴不少志願組織的安排，讓許多
低下層的少數族裔人士也可參與其盛，使人振奮。今屆活動持
續十數天，表演者個個同穿活動T恤，不分彼此，展現人人平
等、世界大同的盛事，不只在港獨一無二，環顧全球也是難得
一見。感謝CDMF董事兼「聖誕頌歌節」籌委會成員楊莉珊的協
助，使CDMF獲得香江國際中國地產以專款專用形式，贊助頌歌
節的宣傳費用，讓更多港人認識、認同並以行動支持CDMF，至

都可以是未來社會棟樑。我們這一輩有責任付出這份努力。」
「聖誕頌歌節」籌委會執行副主席陳龔偉瑩接觸過不少校長及老
師，知悉他們支持學生參加頌歌節，是因為可讓學生上了兼具公
民、人文、藝術、人際關係的一課。另一方面，將頌歌節善款交到
像Alex般的受惠同學手上，可令他們藉著儲蓄與籌款過程，學懂珍
惜得來不易之資源，更會學懂感恩，將來也要回饋社會，造福人
群。這都是參加者所樂見的正面影響。

今無論捐款以至主動要求擔任友師的市民，仍在不斷增加，成為
備受全港以至全球注視的年度盛舉。
2012聖誕頌歌節最後一天24日，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懲教署助理署
長鄧秉明、CDMF主席鄭慕智、頌歌節副主席陳龔偉瑩、九龍崇德
社代表、音樂人林慕德等一起出席「全城齊聲Sing-Along 」(見上圖)
，為「聖誕頌歌節2012」正式劃上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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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e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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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vo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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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A Exhibition Services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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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ctional Services Department Sports Association
Dr. Lisa Cheung Mei Ling
Epiphany Sunday School K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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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ve Me F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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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vest Joy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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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MA David Li Kwok Po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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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Medical Association Choir Ensem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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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ps & Bounds Harp Center
Lollipop Music &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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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ymount Secondary School
Mega Fun under the Mistle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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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Chung Siu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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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Sophia Ho Hang Chong
Ms. Venora Au
Natural Music Center
P. C. Woo & Co.
Pacific Coffee Company Ltd
Peak School
Po Lam Music Company
Sa Sa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Seraphim Youth Ensemble
Shek Lei Catholic Secondary School
Shui On Seagull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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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r Ellis Kadoorie (S) Primary School

SoundWill Group
St. Mark’s School
Strivers
Sure Wise Investment Ltd
Takako Nishizaki Violin Studio
The Chinese Foundation Secondary School
The Neibourhood Advice-Action Council, Wong Tai Sin
Wellness Support Centre
The Primary Choir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
Day Saints, Causeway Bay Ward
The Show Choir Hong Kong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UMP Healthcare Limited
VTC
VTC 學生大使
Winter Wonderland
Yan Chai Hospital Law Chan Chor Si College
Yaumati Catholic Primary School (Hoi Wang Road)
YB Club
Young Vocalists
Zonta Club of Kowloon
九龍西區各界協會義工合唱團
九龍東區各界聯會合唱團
工業福音團契
中信泰富有限公司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天泉堂（傳道部）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柴灣堂 - Gem Gem事工（智障）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柴灣堂-約瑟區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巴拿巴區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以斯拉牧區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尼希米牧區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兒童牧區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約書亞區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撒母耳區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尖福堂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康福堂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總會道真堂初中團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五旬節聖潔會香港區會基列社會服務中心

特別策略伙伴

支持伙伴

音響及樂器贊助

主題T恤贊助

傳媒伙伴

五旬節聖潔會荃灣堂
仁愛堂田家炳幼稚園暨幼兒園
仁愛堂吳黃鳳英幼稚園暨幼兒園
仁愛堂張慕良夫人幼稚園暨幼兒園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仁愛堂劉皇發幼稚園暨幼兒園
仁愛堂鄧楊詠曼幼稚園
仁濟醫院方若愚長者鄰舍中心
仁濟醫院永隆幼稚園/幼兒中心
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
天水圍天主教小學
天水圍香島中學
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
天主教聖瑪加利大幼稚園家長教師會
太陽島幼稚園（東涌、馬頭圍、港灣豪庭分校）
太陽島英文幼稚園（土瓜灣、元朗、西貢、
卑路乍街、油麻地、葵涌、葵景、葵興分校）
方方樂趣教育機構
北京香江興利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永恆音樂事工
共享詩歌協會
吉野家快餐(香港)有限公司
江樺合唱團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管樂團
李韶家庭基金有限公司
《身心美》奇妙恩典
周大福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官塘浸信會詩班
明我以德合唱團
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
社會福利署
邱子文高中學校
保良局朱敬文中學
宣道會友愛堂成人詩班
宣道會友愛堂青少年部
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思藝舞蹈中心
盈康發展有限公司
香港中國婦女會丘佐榮學校
香港中華聖樂團

特別嗚謝

香港手鈴藝術學院
香港兒童合唱團
香港青年協會
香港家長合唱團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香港基督少年軍
香港基督教播道會聯會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天恩幼兒
學校
香港基督教播道會聯會中國基督教播道會茵怡幼兒
學校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沙田分校）
香港晨曦會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香港聖詩會
孫蔡吐媚女士
馬鞍山靈糧小學
國際扶輪3450區（香港∕澳門∕蒙古）
(3450區網上扶輪社、大埔扶輪社、文理書院 (香港)、
北角協同中學、半山區扶輪社、半島旭日扶輪社、半
島南扶輪社、伯特利中學、佛教筏可紀念中學、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快活谷扶輪社、保良局馬錦明夫
人章馥仙中學、英華書院及真光女書院聲樂小組、
英華書院合唱團、香港扶輪社、香港金融中心扶輪
社、香港神託會培敦中學、香港都會扶輪社、
荔景天主教中學、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國際扶輪3450地區扶少聯委會、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
義中學、福建中學、趙聿修紀念中學、
銅鑼灣扶輪社、離島扶輪社、觀塘官立中學
基督書院
基督教正生書院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基恩幼兒學校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救恩堂
基督教浸信會為道堂
基督教敬拜會第八區
基督教播道會總會暨主力愛敬拜隊
崇真會白田美善幼稚園
通利琴行
(尖沙咀初班、沙田第一城初班、黃埔紅磡初班)
陳廷驊基金會
彭譚慧儀女士

循理會恩臨堂
棉紡會中學
港島獅子會
港福堂
童軍九龍第21旅
童軍港島第一一五五旅
華潤創業有限公司
愛樂男聲合唱團
愛聯基金會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歌連臣角步操樂隊
維多利亞幼稚園
翠林邨浸信會幼稚園
劉陳偉萍女士
播道會太古城堂兒童及青少年部
播道會同福屯門堂
播道會同福堂九龍東堂
播道會同福堂生命牧區
播道會同福堂向日葵牧區（長者）
播道會同福堂但以理區
播道會同福堂婦女牧區
播道會同福堂雅各牧區
播道會尖福堂青少年團契
播道會恩福堂/SEND ME 敬拜隊
播道會福溢堂
播道會窩福堂
播道會總會傳道部飛BOOK特工隊
播道會顯恩堂
樂善堂余近卿中學
樂蓓女士
潮州會館中學
鄧仲敏女士
鄰舍輔導會東涌綜合服務中心
親切TREATS
讚美操協會（香港）九龍區
讚美操協會（香港）屯元天區
讚美操協會（香港）荃葵青區
讚美操協會（香港）港島中西南區
讚美操協會（香港）港島東區
讚美操協會（香港）新界東區

數數，原來不足半年，要組隊，要練習，要尋
求贊助……想參加「聖誕頌歌節2013」，在
全港人流熱點演唱、演奏或跳舞，凝聚力量扶
育青少年。時間緊迫，要立即籌備！你唯一不
用費神的，就是表演服裝。穿起我們的T恤，
就代表你一同身體力行，壯建下代。去年穿過
的，記得今年再穿，一起愛護地球啊！

主席 : 鄭慕智博士
副主席 : 蔡元雲醫生
成員 : 王振宇醫生
CDMF 與時代並進，今年的籌款方式更從贊助頌歌節表演，
一再擴展。你可經由左邊QR code圖案或登入本基金網站
www.cdmf.org.hk辦理網上捐款，每月透過PayPal即可
自動捐款，持續支持青少年成長。

			 戎子江先生
			 陳龔偉瑩女士
			 （宣傳及籌款部義務統籌督導）

			 陳清海博士
當然，你也可沿用已有方式，隨時存款至指定銀行戶口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帳戶號碼：009-631-008082496；
恒生銀行帳戶號碼：787-047802-883），或郵寄劃線支票至：
「兒童發展配對基金」宣傳及籌款部
香港西營盤德輔道西246號東慈商業中心2202室
支票抬頭請寫「兒童發展配對基金」或
Child Development Matching Fund。

有你的慷慨支持，香港下代就更有希望。

			 （友師招募及培訓義務統籌督導）

			 楊俊偉博士
			 （義務司庫）

			 戴希立先生
			 羅嘉穗女士
			 楊莉珊女士

秘書處

宣傳及籌款部

總幹事：
林仙韻女士

高級經理：
陳劍楓女士

義務秘書：
曾施浩華女士

助理經理：
羅允山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