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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少君導師歌唱課 日期：2020年8月10日、12日、14日、16日

香港著名聲樂教育家及合唱專家陳少君導師主持以小班形式練習的歌唱課，並為不同年齡的參加者
分別提供初階、進階及成人進階課程。

Pop x Classical歌唱技巧班 日期：2020年8月18日

身兼男高音、指揮及作曲家的星級導師譚天樂具豐富舞台經驗，課程集中提升參加者在古典、音樂劇
和流行音樂的聲樂風格。

受疫情影響，「香兒」的練習自2020年初起暫停了大半年，但「香

兒」的團員、導師及好友一直都不忘對唱歌的熱愛，在暑假期間舉辦

的五個「星級導師暑期網上課」，每次公開報名的反應都極為熱烈，

多個課程因迅速額滿而接連加開新時段。十分感謝主持網上課的五位

導師，分別是駐團聲樂顧問陳少君女士、譚天樂導師、黃日珩導師、

陳皓琬導師及林俊導師，在視像課程中向參加者分享及傳授不同主題

的合唱音樂知識以及珍貴的經驗。

星級導師暑期網上課星級導師暑期網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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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Don姐姐童Sing高歌 日期：2020年8月25日、26日

女中音及「香兒」舊生陳皓琬導師為年齡較小的參加者準備了充實喜悅的一課，讓小朋友在練習呼
吸、發聲及節奏的同時可以純粹愉快地放聲高歌。

合唱指揮技巧班 日期：2020年8月20日

榮獲「香港合唱指揮比賽」冠軍的黃日珩導師在課程中分享由排練細節至登台演出，身為指揮在各
個方面的心得及技巧。

男童轉聲期的練唱技巧 日期：2020年8月27日

「香兒」男童聲小組導師林俊有豐富訓練男聲歌唱的經驗，在課程中指導轉聲期的男生如何在聲線
變得不穩定的時期進行歌唱練習及調整心理。



網上視像
   練習花絮
網上視像
   練習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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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組

器樂組敲擊班普通話兒童組

由於疫情直至2020年中仍然持續，「香兒」決定

於8月在部份班別試行網上視像練習，希望逐步

讓團員在未能回團練習期間，亦能在家中繼續學

習，同時透過網絡與導師及班中好友相聚。

在疫情有所緩和後，「香兒」於10月8日開始分

階段復課，由人數較少、團員較為年長的班別開

始。團內環境及團員都做足防疫措施，進入團內

務必戴上口罩及量度體溫、在練習時保持適當的

社交距離、定時消毒練習室、公共區域以及團員

使用的樂器及道具等等，讓久違地回團的團員們

都可在安心的環境下練習。

分階段復課花絮分階段復課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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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1月12日至15日、19日至22日（共16場）  

主辦機構 ：更新視野、香港浸會大學

地點 ：香港公園霍士傑溫室   

參與班別 ：Concert Choir

2020年下半年節目巡禮2020年下半年節目巡禮
《空氣頌》《空氣頌》

《空氣頌》是一首以空氣定調的夜曲，作曲家貝臻雅
博士（Dr Eugene Birman）融合了不同層次的音樂元素，
希望藉著樂曲，提高人們對空氣的感知及對周遭環境
的敏感度，從而宣揚環保信息。在指揮潘明倫教授、
副指揮林浩恩及孫明慧的帶領下，團員在疫情下
透過這次演出，與不同範疇的藝術家合作，實在
獲益良多。

樂曲結構糅合了大眾對空氣污染的看法所得出的相應數
據，歌曲的歌詞內容亦收集了中級及高級組團員對空氣的
想像，例如「有一天，空氣遇到三個劫匪，但是沒有被捉
到，因為空氣是空氣，捉來捉去都捉不到。它懂得隱形
術，這世界上每一個人都要它。」

在演繹樂曲方面，Concert Choir團員以清澈透亮
的歌聲，聯同專業舞者精湛的舞蹈及媒體藝術
家所創作的幻彩光影，引領現場觀眾短暫變成
看不見、觸不到的空氣，穿越香港公園霍士傑
溫室各個展覽區，一起感受森羅萬象。

這次演出另一項亮點是格林美及普立茲得獎樂團「聲音劇
場」（丹麥）會以全像投影（Hologram）的方式參演，與
Concert Choir團員以跨越地域界限的姿態，隔空攜手同台演
唱，觀眾可以在溫室現場，或透過VR虛擬全景360度視覺
體驗及全程錄像記錄，觀賞這一項實屬破天荒、把公共藝
術領域拉得更闊的表演項目。
這夜，就讓我們遠離煩囂的都市，短暫化成空氣，一起用
心感受地球的一呼一吸。

虛擬全景體驗：www.newvision.gov.hk/2020/tc/aria/

歌詞的部份內容
源自團員對空氣
的想像

中二G　錢學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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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0月26日                      

主辦機構 ：中國移動香港、
     中國香港旅行遠足聯會 

地點 ：西九龍團址演唱廳   

參與班別 ：Concert Choir

2020年下半年節目巡禮2020年下半年節目巡禮

中移動香港行山節
主題曲《獅子山上》
音樂影片

中移動香港行山節
主題曲《獅子山上》
音樂影片

「中移動香港行山節」致力發掘及推廣香港的行山路

徑及郊野公園，提高全民的健康意識。「香兒」獲邀

為主題曲《獅子山上》錄音及拍攝音樂影片，團員在

做好防護措施下，由主辦單位專業的製作人員協助錄

音及錄影。主題曲影片將用作宣傳第三屆「中移動香

港行山節」。

日期 ：11月22日

主辦機構 ：香港傑出青年協會

地點 ：雅旺錄音室

參與班別 ：中三A部份團員

「全港校園戰勝Covid」
 主題曲錄音
「全港校園戰勝Covid」
 主題曲錄音

此活動旨在加強學生的防疫意識和知識，共建

「Covid-free」的學習環境並延伸至家中。「香

兒」獲邀為活動主題曲錄音及錄影，用歌聲為

抗疫出一分力。



2020年10月
董事會主席任德煇先生千金于歸之喜

2020年10月
合唱組導師劉卓熙喜結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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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兒童合唱團本地作曲家系列

《譚天樂童聲合唱作品集》

《熱血合唱團》電影上映

香港兒童合唱團出版之本地作曲家

系列於10月以嶄新形式推出新書，

《譚天樂童聲合唱作品集》輯錄了

13首適合5至16歲童聲合唱團演唱的作品，其中包括

主題別致新穎的《冬至燒雞》、《π3.14》第一部份

及第二部份、《擴張肺容量》，亦有動人真摰的《信

任彩虹》及《有種愛》等等。此作品集乃首次以單曲

樂譜及套裝的形式出版，每首歌的樂譜均刊有作曲家

譚天樂對該曲的分享及導賞。作品集套裝由「香兒」

獨家發售，每本港幣100元正（團員價90元正）。

電影《熱血合唱團》講

述一群迷失方向的學生

通過音樂，在指揮帶領

下一起成長、互相改寫人生。「香兒」獲邀為電影擔任

合唱顧問，於2016年開拍前為演員提供指揮技巧建

議、合唱練習工作坊；開拍後亦派團員參與部分拍攝

及後期製作，電影於11月26日全港公映。

「香兒」青年合唱組
 全年公開招募

香港兒童合唱團青

年合唱組為有志於

合唱藝術、喜愛接

觸各類型合唱曲目

的青少年人提供平

台。成立以來積極

參與本地音樂會及演出，現由本地著名指揮葉詠媛女士

擔任導師。葉氏曾受香港管弦樂團音樂總監梵志登委任

出任「港樂」助理指揮，現任星兒交響樂團音樂總監及

在其母校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任教碩士課程。

青年合唱組接受16至25歲人士報

名，有興趣者可於12月9日或之前

遞交報名表格，以參加下一次於

12月16日舉行之面試。青年合唱

組全年公開招募，有關詳情請留

意本團網頁及Facebook專頁。

報名表格及詳情：www.hkcchoir.org/tc/chamber-youth

「香兒」快訊「香兒」快訊「香兒」快訊「香兒」快訊

指揮：葉詠媛

2018年在「香兒」進行
電影後期製作錄音

譚天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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