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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感恩城市慈善基金 

 
感恩城市慈善基金(以下簡稱 GA City) 乃由一班熱心公益之核心會員以
推廣全城感恩文化為單一目標，以感恩傳承教育為己任，非宗教、非政
治、 非牟利的慈善機構，於 2008 年 8 月在香港註冊成立。 
 
「感恩城市慈善基金」相信感恩行動是由個人開始，以至家庭、企業、
團 體、社會、及全世界。為了有效地將感恩文化滲透於社會的每一個市
民， 我們 2010 年開始以不同身份及形式透過競賽項目來推動感恩至下
一代， 全港兒童歌唱大賽凱港盃是我們一直主力推廣的非牟利兒童競賽
項目，以 娛樂元素及具意義性高的比賽來體驗將感恩成為行動的歷程；
2016 更將競賽項目增加並以學界比賽 的方向宣揚至各區學校，命名為 
“全港學界舞蹈音樂藝術節”；而背後的義工網絡、社區服務及義 工培
訓工作，亦是我們多年持之以恆的工作，讓每一個市民體會到感恩的力
量，從而恆久不息地傳 播到社會每一角落。  
 
「恩賢社區藝術走廊」是我們與大眾的一條溝通管道，讓不同的社群能
透過藝術互相交流，在走廊 上相遇、相望、
相交、相識。我們相信人生而平等，藝術提
供了超越語言的溝通途徑，讓不同特質 的人
可以更有效地說話(表達)、聆聽(接收)和溝通
(互動)。   
 
感恩城市慈善基金本著 『全人考慮』 的觀
念，希望集結各機構、團體、學校、家庭及
社區等資源 和力量，舉辦不同類型的項目，
致力協助個人完善的品德，從而建立正面的
人生觀，良好的品德是 個人生命價值的核
心，期望透過感恩傳承教育落實，帶動成為
盡責任的公民意識，致力在經濟發展面、環
境保育面、社會回饋面等各方面，善盡企業
社會責任，積極投入社區於各方面回饋。  
 
 



主席的話  

傅芷芬 女士 Ms. Henrietta Woo 
感恩城市慈善基金董事局主席 
中港澳國際文化協會‧思凱競賽教育慈善及發展顧問 
 
傳承有著教育與拓展的意義，要培養未來的社
會楝樑，實在是要秉持『德、智、體、群、
美、善』的全人發展的培育方向，配合具前瞻
性、實戰式的活動計劃，將知識及技能轉化成
生活智慧，為創建將來而紮根。競賽的真義是
進步，感恩能與『中港澳國際文化協會‧思凱競
賽教育』合作，透過舉辦不同的活動，讓參賽
者學習以正面、積極、互助的精神去建立良性
競爭的品格。作為主辦單位感恩城市慈善基金
及中港澳國際文化協會‧思凱競賽教育的慈善及
發展顧問，期望能與各界人士攜手，創立新穎
務實兼備的活動，傳揚感恩、共融的社會文
化。 
 
轉眼又一年了，今年感恩城慈善基金舉辦學界藝術大賽，以宣揚真正的
競賽精神。過去的歌唱大賽，我們見證了學生們在藝術方面的潛質，小
小的年紀，勇敢地站在台上，面對陌生的觀眾，引吭高歌。年紀小小的
表演天份，令在場的嘉賓，評判、家長目瞪口呆，贏得激烈的掌聲。感
恩城市慈善基金每一位成員，衷心感謝每一位參賽者、及家長們的支
持，透過參賽者的唱聲將愛與共融的訊息傳播。2016 年，我們以多元
藝術為載體，讓小朋友以不同的藝術演出，傳遞互愛互助的精神。在
此，我代表感恩城市慈善基金向每一位參與競賽的參賽者致敬，好好享
受演出的樂趣，全情投入，盡情發揮，你們已是我們心中的大贏家! 
 

凱港盃的核心價值，是提倡『勇於參
與、樂在欣賞』的精神，透過小朋友
的演出，激發家長以讚許的支持，與
孩子同行。凱港盃著重比賽過程，鼓
勵參賽者享受投入的表演、表揚他們
勇敢面對的可貴，從而確立孩子的自
信心。感恩能與各參賽者及家長結伴
而行，將健康的競賽精神傳承下去。   



 

比賽背景 

 
作為主辦單位，感謝中港澳國際文化協會思凱競賽教育過往三年對我們的
支持，透過比賽所來的收益，支持我們於推動不同的感恩文化活動，2014
年 11 月的香港感恩大巡遊全賴他們的參與，支持推動感恩的實踐。回顧
過去的三屆比賽，我們一直透過音樂賽事為支持社會上更多的非牟利慈善
團體，亦感恩獲得中港澳國際文化協會‧思凱競賽教育的肯定及龐大的支
援隊伍全力支持我們主辦的單位於香港科學館演講廳舉行 『第四屆凱港
盃 2016 全港學界舞蹈音樂藝術節』 。 
 
回顧過去 3 年賽事，由第一屆位於九龍區的中學所舉辦(參賽人數達 65
位)，以至到第三屆位於香港文化中心的大舞台(參賽人數多達 500 位)，令
我們相信家長對凱港盃的肯定及對子女於音樂方面發展的重視，而我們於
是次第四屆比賽仍然是著重服務提升及改善，照顧參賽者的需要及展現競
賽文化的精神。 
 
而是次比賽之受惠對象為世界宣明會，我們明白未能貢獻給所有的非牟利
慈善團體，唯獨我們能做的就是盡我們的棉力，向愛與共融的目標繼續進
發，堅持及不斷提升亦是我們感恩城市慈善基金及思凱競賽教育的共同理
念。   



全力支持‧協辦單位 
中港澳國際文化協會 
思凱競賽教育 
中港澳國際文化協會思凱競賽教育以學術及文化知識交流
為主題，以不同的比賽方式來提高小孩的學術和知識水平，
讓小孩多一個發揮潛能的平台，比賽同時為家長及子女之
間建立一個溝通橋樑，讓家長多一個機會學習與子女相處
的模式，了解他們的所思所想，為親子關係增添色彩。 
 
透過不同比賽，增進家庭的親子關係，讓參賽者帶著自信及喜
悅的笑容成長，為童年寫下美好回憶。中港澳國際文化協會思
凱競賽教育推動兒童全人發展，增加他們自信，培育下一代，貢獻社會。
協會舉辦比賽所帶來的部份收益將作支持社會上有需要的對象或慈善用
途，以推廣感恩及支持共融文化的非牟利社區活動。 
 
我們積極推行「義工培訓發展計劃」，透過體驗籌辦不同的慈善項目以培
育新一代的領袖，推動友愛、互助的生活文化。我們來自社會上各個不同
專業的層面，以龐大的義工隊伍全力支持是次由感恩城市慈善基金主辦
的第四屆凱港盃 2016 全港學界舞蹈音樂藝術節，為配合上屆主題『愛‧與
共融』，我們同時邀請來自其他的非牟利團體作比賽的支援，以達致共融。 
 
中港澳國際文化協會的前身名為『FUN 欣生活』，是一個自發性義工團
體，一直不遺餘力推動及支持香港的兒童文化項目、義務工作及感恩活
動，亦為不同學校及與志願團體共同合力服務各項不同的非牟利活動。每
年以捐款形式或義工形式捐助或服務不同社區大型活動或培訓比賽等，
讓家長或年輕一輩  可以參與及貢獻給香港不同的社區及具意義理念的
組織活動。2013 年開始將願景及目標伸延至中國及澳門，同年亦成立了
中港澳國際文化協會及思凱競賽教育，推動及發展香港兒童競賽文化項
目和義工培訓工作。  



 

劉潔怡小姐 Ms. Juliana K.Y. Lau  
感恩城市慈善基金發展總監 
中港澳國際文化協會‧思凱競賽教育執行委員會委員 
 
 
全城感恩！ 
懷著感恩的心看世界、本著以愛為首看未來，配合有效活動和計劃，
推動愛與共融。讓終身學習成為興趣，以正面心態及方法，培養共
融能力。 

  
感謝大家對我信任，再次成為執行項目的一份
子，既充分感到團隊精神，也不斷創新求變以
配合社會發展及變遷。必須學會感恩才會懂得
愛。追求卓越是人的本能，學懂輸，也要學懂
贏，才能更清楚明白自己在生命中的角色。 
  
感謝一眾工作人員在過去的付出及全力以赴，
當中取得的知識及經驗是無價的！相信自己
也同時相信團隊、向著清晰的目標，困難也一
一解決了。 

  
感恩這一切！愛一切人事物，一呼一吸，都是一種福氣；認識你們
是緣份；我深信能付出是一種福份。 
  
祝福各位參與的小朋友大朋友，能在比賽中獲得最大的喜悅，珍惜
機會、爭取建立經驗，以正確人生觀及自信從容的態度，面對精彩
的人生。預祝參賽小朋友健康成長！ 

發展總監 



凱港盃心聲 

岑廸奇先生 Mr. Bernie D.K. Sum  
感恩城市慈善基金董事局成員  

 
各位嘉賓評判、參賽者及家長們、以及一眾的工
作人員、感謝今天參與的您！第四屆凱港盃 2016
全港學界舞蹈音樂藝術節，由過往三年的全港兒
童歌唱大賽成長為音樂藝術節，當中每位工作人
員背後的努力功不可沒，亦因有各位家長及參賽
者的支持，令我們變得更落力。無論地點是課
室、文化中心、還是科學館也好，我們同將每個
家庭及參賽者放在第一位，由賽前的準備與家長
聯繫、初賽、以至決賽，我們會用心聆聽及跟進
每位參賽家庭的需要，為的是提供最好的予每一

位，因有您們的參與，我們才得以延續凱港盃的精神及支持世界上更多
有需要的兒童，致以萬分感激! 今天我們所擁有的一切不是必然的，然
而，能夠透過比賽所帶來的收益及價值來拯救更多兒童，對我們來說價
值什大，他們的生命因此得以提升。我代表宣明會受助的兒童向各位參
賽者及進場人士再次致謝意! 同時感謝各單位的全力支持，今屆才得以
順利舉行，感恩城市慈善基金能以主辦身份延續凱港盃的年度盛事更是
一種的恩賜，盡心致勝將感恩及競賽文化帶進每個家庭是我們堅持的理
念，“競賽融入生命，FUN 享生活時光”。 
 
回顧多年的兒童競賽項目及義工文化，我們不是最有實力的平台，但我
們著重與家長及小孩成長的過程，絕對是一班有心有力的團隊；看到小
孩由 2 歲到小學不斷重複所追求的名成利就，最終亦為輸贏而蓋過了背
後真正的意義與價值，鼓勵各位家長以輕鬆正面的心態與孩子一同努力
參與生命中的每一個競賽。 
 
每年我也分享這句，生命最可貴的是 "生命是可以感染更多的生命"，走
向更具意義的層次(自一位美國人類工程大師 DR. J.HANLEY)。感恩城市
慈善基金及我亦抱負著一個宏願，繼續做有意義的事，用行動來感染更
多人走各感恩的路途，“全城感恩 感恩傳承”，從音樂藝術引發香港為
感恩城市，為下一代傳承感恩文化。 
 
最後，能令我們堅持延續下去基於一個信念 "相信能看到"，我們堅守以
社會企業責任的精神推動香港的競賽文化，感染香港成為感恩城市！ 



 

核心團隊 

藝術節項目總監 
Koeda 丁慧言 

資深音樂顧問 
Ivan 梁煒堃 

顧問  
Blanka 葉正能 

籌委 
Dennis 阮浩濂 

大會司儀  
Inky 

籌委 
Kairos 陳曉鈴 



籌委 
Anthony Chiu        

籌委 
Macey Cho 

籌委 
Brian Tse 

籌委 
Jenny 趙曼莉 

籌委 
Mikki 繆敏婷  

籌委 
Kaya 李嘉燕  



 

決賽名單 2016 
第四屆 凱港盃全港學界舞蹈音樂藝術節     

王浚霖          -       海頓音樂 

王靖皓          -       綠楊幼稚園 

王靖稀          -       綠楊幼稚園 

任家偉          -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江陽              -       趙聿修紀念中學 

何美詩          -       樂善堂劉德學校 

余瀛信          -       崇真幼稚園 

余瀛璦          -       崇真幼稚園 

利善茹          -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呂雪瑩          -       英基鰂魚涌小學 

李治              -       海頓音樂 

李昭緯          -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千禧小學 

李凱晴          -       聖嘉勒小學 

李焯南          -       基督教國際學校 

李穎妮          -       屯門官立中學 

李鍶沂          -       民生書院 

束芷叡          -       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幼稚園 

周凱彤          -       跑馬地聖保祿中學 

周鈺翔          -       香港青少年培育會陳南昌紀念學校 

林希妍          -       國際英文幼稚園 

林佩詩          -       香港教育中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 憙舞臺 

林芷婷          -       聖公會主愛小學 

胡卓瑋          -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倫焯軒          -       迦南幼稚園窩打老道 

唐靖彤          -       保護兒童會 

張子韞          -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幼稚園 

張愷妤          -       Catholic Mission School 

張曜洸          -       學之園幼稚園 

梁展晴          -       聖母無玷聖心幼稚園 

梁煦悠          -       學之園幼稚園 

梁曉樂          -       東華三院力勤幼稚園 

許俊              -       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 

郭芷柔          -       Good Hope Primary School 

 



陳彥君          -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陳思穎          -       協和小學 

陳星予          -       香港教育中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陳浚賢          -       基督教國際學校 

陳翊雋          -       培僑書院 

陳琬晴          -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陳雅柔          -       聖公會主風小學 

陳樂津          -       學之園幼稚園暨雙語幼兒園 

陳樂庭          -       香港真光幼稚園 

陳樂晴          -       耀道中學 

彭樂堯          -       聖公會馬鞍山主風小學 

馮焯謙          -       欣苗幼稚園 

黃芊菱          -       德望幼稚園 

黃雨濃          -       鳳溪第一小學 

黃盈樂          -       根德園幼稚園 

黃悅敏          -       協恩中學附屬幼稚園 

黃晞喬          -       聖保祿幼稚園 

董偉琳          -       觀塘福建中學 

虞海靜          -       嘉諾撒聖家學校(九龍塘) 

趙心悅          -       聖嘉勒小學暨幼稚園 

歐卓盈          -       國際英文幼稚園 

歐陽海鉫      -       根德園幼稚園 

蔡依冉          -       啟基學校(港島) 

蔡婥蕎          -       嘉諾撒聖方濟各學校 

鄧藹琳          -       九龍真光中學(小學部) 

鄭芷妤          -       大埔浸信會幼稚園 

鄭芷怡          -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觀塘幼兒學校 

鄭雅賢          -       加州天地幼稚園 

鄭曉霖          -       基督教國際學校 

黎千睿          -       根德園幼稚園 

盧凱俊          -       啟基學校 

謝可心          -       觀塘福建中學 

謝菁輝          -       仁濟蔡衍濤小學 

鍾柔美 Yumi -      聖公會聖匠小學 

鄺世杰          -       迦南幼稚園(窩打老道) 

譚凱情          -       東華三院捷和鄭氏幼兒園 

譚喜兒          -       堔圳保稅區外國語小學 

蘇浩銘          -       聖士提反書院 

蘇諾琳          -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  



 

決賽參賽者分享 

唐靖彤 
小女熱愛舞蹈，常藉著舞蹈表達內心的快樂。 
感恩小女參加了由<凱港盃>主辦的舞蹈比賽初賽，
於比賽中能與其他參賽者互相切磋，互相學習，獲益
良多！ 
對於小女能在眾參賽者中脫穎而出進入決賽，深感
榮幸！她將努力練習，望能以最佳狀態於決賽中展
現。再次感謝主辦單位及各工作人員之協助，謝謝！ 

束芷叡 
芷叡是第一年參加全港學界舞蹈音樂藝
術節，除了參加比賽同時也可以做慈善實
在難得。身為媽媽，希望在比賽中，可提
昇自信心及應變能力。獎項並不重要，最
重要是過程。過程中的得到的比獎項更寶
貴，令他們可吸取經驗，反思過後再令自
己更進一步。而這次比賽評審給予很多的
寶貴意見參賽者，實在獲益良多。 

林佩詩 
這次比賽對我是新體驗，因為我從來没有參加過
獨舞的比賽。還記得初賽的時候我没有足夠的信
心，所以有失準。多謝初賽評判再一次給我機會，
讓我站在舞台上，享受舞台。無論結果如何，經歷
是次比賽我也有所成長，我會繼續堅持在跳舞的
路上打拼，努力。希望最後能達成夢想,成為出色
的舞者和舞蹈老師。  



張子韞 
子韞喜歡任何類型的舞蹈，曾於多個大型舞
蹈表演及比賽中表現出色。是次決賽揀選的
音樂是經過重新混音，將她最愛的 Minions
卡通放在旋律中，令她更享受跳舞的過程。 

趙心悅 
小朋友的本質有動亦有靜，如唱歌、跳舞、樂
器等等。要從中發掘他們的喜好並加以培育，
發揮他們的潛能，更是父母們之所盼。參與比
賽並不單是名次上的追求，能夠見識他人所長
從而彌補本身之不足，又能互相溝通和勉勵，
對小朋友之成長有莫大的幫助。 

任家偉 
我的名字是任家偉,英文名叫 Terrance,
我今年 11 歲,從一年級開始學習彈鋼琴,
在這多年來,每年均參加不同的鋼琴比
賽,然而今次是我第一次參加《凱港盃》,
我真的十分高興能夠進入決賽,我感到
既興奮又緊張.希望在比賽當日,能夠發
揮最好的表現,取得良好成績,謝謝! 



 

決賽參賽者分享 

張曜洸 
曜洸喜愛音樂，起初聽到鋼琴的聲音時，覺得很動
聽，也當是一件玩具，但學習後發現原來認音、練琴
是件苦事，因此開始抗拒，幸好經過鼓勵、磨練、教
導，以及欣賞鋼琴家的表演後，重新認識鋼琴，現在
已明白學習鋼琴是要有恆心、耐性，希望將來能透過
學習鋼琴成為一位有素養和素質的人。 

李治 
大家好，我叫李治，現在快 6 歲了，從半年前
才開始學鋼琴。這是我第一次參加比賽，不過
我沒有緊張，因為我覺得自己是很棒的。PIZZA
老師對我要求很嚴厲，我在家練習也很認真，
準備得很充分，所以對比賽並不覺得害怕。通
過比賽我見識了其他水準很高的小朋友的演
奏，我要向他們學習。非常高興能夠進入決賽，
我會繼續努力的。 

歐陽海鉫 
我是歐陽海鉫。我學了鋼琴十四個月。我非
常感恩與到一位很棒的音樂老師去開啟我
學習音樂的道路，使我在舞台上施展我彈
奏 的 信 心 ， 享 受 音 樂 帶 給 我 的 樂 趣 。 
對於一個五歳的小朋友，背誦音符、認識樂
理、控制手指力度，絕非一件易事。不過，
若能熟練彈奏一首喜愛的樂曲，與媽媽唱
和、跟爸爸起舞，確是一件樂事。 



林芷婷 
大家好﹗我很高興可以和大家分享我的心情。
當天，我抱著觀賞的心態來看各位參賽者的演
出，他們的演出都非常精彩，令我眼界大開，
而當知道自己將出場時，其實我內心緊張得
很，但我仍努力作賽，希望獲得大家肯定。但
我接到分數時，我的確在心內一沉，因為比我
預期的分數真的差很多，後來當我知道能擠身
到決賽時，我真的很開心，感覺像坐過山車一
樣。決賽時我一定會更加努力的，希望大家都
支持我，謝謝﹗ 

鄭芷怡 
鄭芷怡，自小酷愛音樂，4 歲開始對小提琴產
生興趣，學習小提琴對於年紀小小的她頗為吃
力，但她仍努力學習。5 歲開始學習鋼琴，每
當聽到喜歡的歌曲，縱使沒有曲譜，但也會嘗
試彈奏。6 歲第一次參加小提琴公開比賽取得
冠軍。今天有幸在眾多參賽者中脫穎而出，晉
級鋼琴決賽，對她來說真是一大鼓舞！ 

王浚霖 
我是王浚霖，今年 5 歲半，參加鋼琴獨奏，
參賽歌曲 Ecossaise in G , 是來自德國作
曲家 Johann Wilhelm Hassler.這首樂曲
節奏輕鬆，令人有一種很開心的感覺，所以
練習時便不會感到沉悶，而且媽媽還教了
我一種很有趣的練琴方式，這方式帶給我
更多的樂趣。最後多謝主辦單位安排了一
個很好的舞台，並給予我這次經驗。 



 

決賽參賽者分享 

王靖皓 
收到大會通知，可以進入決賽，這刻的心情，真
是很興奮。 
初賽當天，表現不太好，誤以為會落選。但得到
爸爸，媽媽，靖稀弟弟和老師的鼓勵，不停練習
各種技巧。希望決賽當天，給大家表現得更好。 
回想還在入讀幼稚園前，媽媽給我選擇鋼琴，每
當我能學會一首樂曲，真的很有滿足感。經過一
年的努力，現在很喜歡與朋友分享彈鋼琴的樂
趣。謝謝！ 

鄭雅賢 
大家好，今次是'雅賢'第一次參加鋼琴比賽。
由選歌、練習到比賽,她都非常享受。 
學習過程中每每都會遇到難處，（尤其她的手
小得像 BB 一樣），慶幸她不是一個怕困難的
人，她亦明白只要用心做一定會做得到。所以
每次都有進步時，我們都會非常開心。我不需
要她有多少級證書，只希望她認真和享受學
習過程，從中可以有所得著。謝謝！ 
 

蘇浩銘 
我叫蘇浩銘,今年 14 歲,就讀於聖士提反書院, 9 月
份升讀中三. 參加的比賽是鋼琴項目中一-中二組
別.非常感謝中港澳國際文化協會及思凱競賽教
育, 讓我有機會參加這次比賽,井進入決賽. 希望
透過這比賽, 讓我有機會和其他參賽者切磋交流, 
學習別人的優點, 聽取評判的專業意見, 以增進自
己彈琴的造藝. 我相信一分耕耘, 一分收獲, 所以
很用心及用功來準備這次比賽,以前參加比賽取
得不少獎項, 希望今次都可以取得好成績. 謝謝. 



王靖稀 
經常聽到同學仔說練琴好辛苦，練琴好悶，我
的想法並不一樣，每當學一首新樂曲時，我都
好期待能夠在當中學到一些新的技巧，而當
我能夠熟練的把新學的樂曲彈奏出來時，有
一份滿足感。還有，我與靖皓哥哥一齊學習交
流樂章時更為有趣。彈琴已成為我的樂趣，每
一次比賽，我都很享受當中過程，今日就讓我
把這份樂趣與大家分享。多謝各位！ 

黃悅敏 
今次我能晉身決賽，實在非常高興，很感謝我
的父母對我的栽培。回想起初學鋼琴，平日好
動活躍的我，覺得要坐定定在鋼琴前練習，是
一件相當困難的事，心想要彈出一首曲目，更
加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務，想不到在爸媽的鼓勵
下，經過努力不懈的練習，原來我也可以做到。 

盧凱俊 
首先很多謝「凱港盃」提供這個有意義的表現平台
給我們，此活動不但可以幫助貧困國家的兒童一個
學習機會，還可以給予參賽者一個自我發揮、展示
才能、增強自信心的好時機，從而自我提升及發掘
一些對藝術有天分的人才。 
從選曲開始，好感謝音樂老師悉心精選曲目 —
「The Swan」，此曲是描述天鵝在湖面暢泳的婀娜
姿態。在練習期間，通過音樂的旋律，我會不禁陶
醉於音韻之中，實在太美妙了！經過不斷的練習和
努力，在首輪初賽中，終於從六百多名競賽者中突
圍而出，成功進入決賽，心情十分興奮！ 
通過此次參賽我獲益良多，信心倍增！最後再次多謝大會，祝願比賽
完滿 功， 發掘更多在藝術方面的優秀人才！ 
 



 

決賽參賽者分享 

虞海靜 
自小我開始接觸鋼琴，初時，我覺得學鋼琴十分困
難，因為我對五線譜上的音符一竅不通，次次都要用
很多時間才能找出正確的音調。所以我下定決心，多
加練習看音符。後來，我看音符的速度日漸純熟，能
夠流暢地彈奏出樂曲。 
我十分熱愛音樂，音樂令人感到輕鬆，賞心悅目。我
十分享受和珍惜每一次比賽或表演的機會，因為可
以在比賽中吸取經驗，在表演時增強自己的自信心。 
我希望將來能成為一位出色的音樂家，將繞樑三日
的音樂傳遍世界各地！ 

張愷妤 
好開心今次可以入到決賽！這個比賽
令到我學識了自信及挑戰自己擔量！ 

倫焯軒 
焯軒從小喜愛唱歌，每聽到音樂就會聞歌起「唱」。
三歲多，為免他錯用聲線，我們讓他去學唱歌。跟成
年人不同，對於焯軒，比賽是他分享歌唱的場合。透
過比賽，焯軒學懂世上並無不勞而獲，同時也明白「一
山還有一山高」的道理。因此，「盡力」就成為了他
面對比賽甚或成長路上的座右銘。而作為媽媽的我，
只希望他能享受每個過程，繼續健康快樂地成長。 



Rachel Lui 呂雪瑩 

Rachel Lui is nine years old. She started her 

piano lesson at the age of five under Ms Jinny 

He. Rachel was the recipient of many piano 

competitions including First Prize at the 6th, 7th 

and 8th Hong Kong Students Open Music 

Competition; First Prize at the 2nd, 3rd and 4th 

Asia Star Piano Competition; and First Prize at 

the 3rd Asia-Pacific Outstanding Youth Piano 

Competition. 

Rachel passed her ABRSM Grade 3 and Grade 

5 Exam with a distinction. She willtake her 

ABRSM Grade 8 Exam coming October. 

Rachel wants to be a virtuoso pianist when she 

grows up. 

胡卓瑋 
感謝「感恩城市慈善基金」及「中港澳國際
文化協會 ‧ 思凱競賽教育」舉辦 
第 4 屆凱港盃，為孩子提供一個演出的平台。 
卓瑋平常很喜歡唱歌，他很高興可以參與這
次活動。我們希望大家鼓勵和支持卓瑋透過
這次活動，表現他的自信和勇氣，展現他最
親切的笑容，給大家帶來歡樂。 

江陽 
今年是我第一年參加凱港盃，非常幸運
及感恩能夠進到決賽。其實今年同樣也
是我第一年開始玩唱歌比賽，追尋我的
夢想。無論比賽結果如何，我覺得最重要
的是享受這個舞台，享受在台上的每一
秒，因為我很渴望在舞台的滿足感，這個
就是我一直堅持的理由！加油吧！ 



 

決賽參賽者分享 

周鈺翔 
那天唱歌的時候，心情非常緊張，聲音狀態都是很差
的狀況，沒有想過有機會進決賽，非常感謝身邊人對
我的支持，我會繼續努力！ 

馮焯謙 
很開心能進入決賽，多謝大會給我機會表
演。我好鍾意唱歌，唱歌的時侯感覺好開心!
爸爸媽媽看到我唱歌時亦會笑得好開心!
所以我希望大家喜歡聽我唱歌，一齊開心!
當然亦希望有好的成績啦，這樣爸爸媽媽
便會獎勵我食雪糕! 
 
 

李鍶沂 
我是李鍶沂。我好榮幸能夠進入個人演唱之決
賽。今次比賽是我初次登台作個人演唱,所以十
分重視透過藉此得來經驗和評語,使我可以匡正
自己的弱項,日後能更好地演繹不同的歌曲。在
準備比賽的過程中，得到親友的鼓勵和建議,使
我知道自己實在是幸福的,並不是孤獨地做自己
想嘗試的事。最後,多謝所有支持我和給機會的
人! 



Yumi Baynin 
In about a month from now, three young, talent-

ed Filipina singers will perform on the stage of 

the Kuala Lumpur Performing Arts Center to 

represent the Philippines in the ChildAid Asia 

concerts on July 16 and 17, 2016.  The three 

singers are Yumi Chung, Gabri Panlilio and 

Cristi Madrid.  They will be accompanied by 

their parents.  Child Aid Asia is a consortium of 

Asian countries that raise funds through con-

certs every year to support the needs of or-

phans and underprivileged children in Asia who 

wish to put music and arts in their lives.  In its 

most simple form, this is music with a noble purpose.  I am proud 

to be part of this effort using music to change lives. 

李凱晴 
凱晴從小到大也很愛唱歌，每當唱歌時，她格外自
信，好高興她的歌聲能分享給大家！ 

鄺世杰 
我叫 Adain 鄺世杰，今個月剛 5 歲，我的決賽
歌曲"媽媽 I Love You"是我想送給媽媽、評判以
及在坐每位觀眾，希望大家可以從我的歌曲裡
感覺到媽媽的偉大，對待兒子的堅毅及不持勞
苦。我亦會做個好好的乖寶寶，快高長大，將媽
媽的辛勞轉承為我生活的動力，好讓我大個仔
後，好好報答媽媽的恩典，多謝各位! 



 

決賽參賽者分享 

蔡婥蕎 
大家好，我是蔡婥蕎，今年就讀小一。今年我是第
二年參加凱港盃，回想起上年在文化中心決賽時第
一次在台上獨唱，心情戰戰兢兢的，既緊張又興奮。
感謝爸爸、媽媽和妹妹的支持，今年我再接再厲，
希望在決賽當天能夠發揮應有的表現。我從小便很
喜愛唱歌，今年斦選的歌曲名字是「生命有價」，
希望大家能像歌詞一樣，活出正面的人生觀，珍惜
生命！ 

蔡依冉 
我叫蔡依冉，今年 9 歲，在香港啟基小學讀
書。我是個熱情開朗的小女孩，愛好唱歌、
表演、閱讀和運動。我經常參加國內各省、
市級的歌唱比賽，獲得過無數獎項，還在香
港第 68 屆校際音樂節獲得了個人项目的
冠軍，我是不是很厲害呢！我最大的願望
是：登上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代表香港選
手放聲歌唱！ 

李穎妮 
本人為李氏打擊，熱愛歌唱, 但><音樂參賽
經驗不多, 仍須多加鍛煉。  這學界賽予筆者
深刻的得著，且專業的歌唱技巧,謝大會的完

善安排。  感激老師，友人及粉團等人的親身支持及心靈禱告打氣@@ 



陳翊雋 
大家好！我是陳翊雋 Eugene，今年 16 歳，就
讀培僑書院 G10 班（中四）。在凱港盃決賽中，
我選唱歌曲「玉蝴蝶」。能夠晉身決賽，我實
在深感榮幸；這個平台，不但讓各音樂愛好者
有機會聚首一堂，互相切磋，更見證了我們對
歌唱的投入和堅持。 
我自幼熱愛音樂，透過輕鬆優美的旋律，動人
心弦的節奏，把精神引領至更超然的境界；我
期望我的歌聲能感動在座每一位，為大家發放
更多正能量，永不劃上休止符！謝謝各位！ 

 

余瀛信 
大家好！我叫余瀛信(Faithey)，我好開心
可以參加今次既凱港盃，我仲入到決賽添，
真係喜出望外！其實《真的愛你》是我第一
首練習的比賽歌曲，我好中意呢首歌，因為
好有意思，講中晒我地同父母的感情！其實
比賽前的準備有時都幾辛苦，我都試過發脾
氣，話辛苦，唔再練。但爸媽說:「贏唔贏到
獎杯唔係最重要,最重要係贏到昨天的自

己！」真係講得好有道理！爸爸媽媽，我真的很愛你們，今次的比賽
真是個歌藝及品格的訓練，我會努力的！ 
 

 
余瀛璦 

大家好！我叫余瀛璦(Lovey)，我好開心可以再次
參加凱港盃，上屆我贏了 K1 聲樂組的冠軍。經過
上屆的比賽，除了獎杯外，我覺得更重要的，是贏
得了品格上的突破，從前內向的我，變得更有自
信，性格比之前開朗多了,仲冇少左好多發脾氣
添！當我每次未盡力做時，爸爸媽媽就會鼓勵我
要改善，但有時自尊心強的我，聽到後，就好想
哭！但爸爸媽媽說：「哭是沒有用的，解決問題才
有用！」此後，每當練習想哭時，我都會盡力堅忍
下去，直到我有滿意的表現為止。 



 

決賽參賽者分享 

謝菁輝 
分享文字:能在 600 位中能進入決賽真幸運,這次每
位同學都很强,看了她們的演出,學習了不同唱法,聽
評判老師的意見,也得益很多,在這,我要衷心多謝我
的 美 聲 老 師 及 鋼 琴 老 師 , 
他們要求我唱好每粒音符,控制氣息,跟好拍子用心
的唱出感覺,我才能幸運地打入決賽,更要多謝大會,
讓我們有這平台去發揮! 

陳星予 
在音樂的道路上橫衝直撞，從婆婆教的唱戲
劇到媽媽培養的女高音再到自己最喜歡的美
式唱法，每一種演繹方式都帶來一個不一樣
的自己，我也相信，能真正表達歌曲思想感情
的演員才是好歌手。 

陳彥君 
今次係我第一次參加這個比賽,亦有幸成
功晉級,係我開心與不開心時我會選擇唱
歌或聽歌因為音樂可以令我感到快樂。我
要感謝一班一直支持我的家人, 老師, 朋友
沒有他們的支持和鼓勵就沒有今日的我。
我會繼續努力追夢! 



譚喜兒 
我叫谭喜儿，非常喜欢唱歌，弹琴和书法。
这次来香港参加＂凯港杯２０１６唱歌比
赛”是我第一次参加香港的比赛，很开心！
这里的组织者都很专业，热情，认真负责，
我非常感谢我的好朋友的推荐能有这样好
的展现自己的机会，以后还会继续努力参加
更多这样的活动。 

鄭芷妤 
大家好，小女鄭芷妤今年 5 歲，就讀 K2！
自小喜歡唱歌表演，喜歡打扮，無論表演服
飾或選歌，都是她自己選擇的。她十分享受
音樂所帶給她的歡愉，亦感恩找到屬於她
自己的舞台。 
謹此感謝中港澳國際文化協會-思凱競賽
教育，令小女有幸踏上如斯美麗的舞台！

同時亦欣賞你們將部份參賽費用撥歸慈善用途，回饋社會！ 

陳思穎 
大家好！我是P1組陳思穎媽媽。首先好開心思
穎可以入到凱港盃決賽啦！思穎是一個好鐘
意唱歌和表演的女仔，而我作為一個父母，在
此方面盡量讓她發揮。也在此多謝凱旋盃提供
一個平台比一些在這方面有興趣的小朋友去
發揮，提升小朋友多方面興趣。任何一個比賽
對小朋友成長來說，都是一種磨煉，在她成長
中有著重要的幫助，希望思穎再接再勵！ 



 

決賽參賽者分享 

黃盈樂 
大家好！我叫黃盈樂，今年 4 歲半，我活
潑開朗，從小就喜歡音樂，也喜歡表演。
我們在網上留意到凱港盃正在招募第四
屆音樂比賽的選手，決定參加，經過了緊
張的初賽，我很榮幸進入凱港盃的決賽，
多謝大會給我們這些愛音樂的青少年提
供一個很好的平台，能夠站在這個舞台上
唱歌給大家聽，十分開心！希望大家喜歡

我的歌聲，我會全力以赴，表現最好的自己！也祝凱港盃舉辦圓滿成功！ 

Hugo Lee Chiu Wai 李昭緯 
Triumpal Cup is my third time to join. 
There were 600 people to join this com-
petition. I was very lucky that they gave 
me this chance to join this competition. I 
feel very delighted and I will try my best 
in the future!    
    

許俊 
許俊 13 歳就讀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今年
是中－學生。感謝主賜給我機會，分享到我的音
樂內心世界。我會用心聆聽，演奏出動聽琴聲。
更要多謝大會建立一個音樂平台讓我們一班喜
歡音樂的年輕人可以歡渡在一起。 
Thank you so much! 



陳樂庭 
Hello 大家好，我是陳樂庭。我今年４歳。平時我
最鍾意唱歌表演，希望大家喜歡我將會表演的歌
曲！特別送給我的爸爸媽媽！多謝！ 

陳雅柔 
雅柔自小喜歡唱歌和跳舞，對於當時年紀只有
6 歲的小朋友來說，從未想過要參加比賽或登
上舞台。上年她初次參加貴會的凱港盃歌唱比
賽，想不到居然令她突破自已，而且認定了自已
對唱歌的興趣。今年，雅柔又努力學習和接受挑
戰，再次參加比賽，而且順利進入決賽，實在感
謝大會的評判和工作人員的鼓勵和支持。很開
心同大家分享音樂，也與大家一起經歷這難得
的舞台體驗。謝謝大家。 

黃芊菱 
台上短短的 2 分鐘，看似容易，其實在台下
的努力練習亦是鍛鍊的一種，藉今次的比
賽，作為家長深感欣慰，首先，十分感謝各
單位的工作人員，從舉辦比賽中，感受到你
們是從愛，由教育的心出發，你們會儘量配
合我們的要求，就在比賽當中調較音樂的哪
一位哥哥，都會細心地聆聽音樂的需要而調
控適當的聲量，目的是為每一位參賽者能獲
良好的水準，女兒芊菱今次能被選中入決
賽，真是很榮幸，讓她知道努力的付出，是
有所收獲的，非常感恩。 

芊菱媽媽敬上 



 

決賽參賽者分享 

蘇諾琳 
大家好，我係蘇諾琳，今次比賽真係好難忘，我大膽
既 嘗 試 一 次 過 參 加 三 個 項 目 ， 
當中包括獨唱、合唱、重有鋼琴獨奏。初賽比我既感
覺 真 係 永 遠 都 唔 會 忘 記 ， 
由於主辦單位非常貼心，所以安排左我一日內完成
所 有 賽 事 ， 極 速 換 衫 換 鞋 ， 
過程既緊張又開心，當中真係緊張到手震腳震，不過
總 算 順 利 完 成 ， 有 幸 三 個 項 目 都 
入到決賽，希望決賽都可以順利發揮。 

TRIANGLE 
大家好我地係 triangle，好開心可以同大家分
享一下，其實我地 4 個人都讀同一間學校重有
同一級，而我地四個都來自唔同班，但我地既
共同之處就係一齊修讀化學科，所以認識左，
有一日上堂既時候，隊長突然話一齊參加學校
既歌唱比賽，然後我地就開始左我地既訓練，當中我地當然有意見
不合既時候，不過都順利解決，然後重拎左冠軍，所以就激發起我

地參加今次凱港盃既比賽，比賽過程緊張，結果我地順利入左決
賽，希望決賽可以攞到好既成績，重有享受舞台。 



趣事分享 

歷屆最年輕參賽者： 2014 - 倫卓軒 2 歲 4 個月 

歷屆最年長參賽者： 2014 - 親子組李沅霖參賽者爺爺 65+歲 

歷屆參與最多項目參賽者： 2014 - 蔣穎瞳 / 2016 - 蘇諾琳 

歷屆聲樂組最跳躍參賽者： 2014 - P4 林芷婷 

歷屆最爭崩頭的參賽年級組別： 2015 - K2 組 

歷屆最高得分參賽者： 2013 & 2014 - 葉響兒 92 分以上 

歷屆最多人撞分項目及組別：聲樂 K3 組 

歷屆最多工作人員年份： 2015 香港文化中心 - 58 人 

歷屆最受歡迎道具：小型結他仔 

歷屆最大型道具： 2015 - PreK 組黎千睿爸爸扮演月亮 

歷屆最受歡迎歌曲： You Raise Me Up 

歷屆冠軍歌曲：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本屆最多人的參賽項目： 2016 - 舞蹈團體組 

本屆幼稚園組最吃香項目：舞蹈項目 

本屆小學組最吃香項目：鋼琴項目 

本屆中學組最吃香項目：聲樂項目 



特別嗚謝 
世紀 21 香港 -全球最大地產代理機構 

小博士研習坊 - 多元智能兒童教育中心 

Mentorhood Learning Center - 首間引入領先全球的新加坡數理教學法機構  

 

贊助單位(全力支持) 
Aineo Music - 香港首間福音專業聲樂及兒童音樂教育學院 

THE ONE VOCAL - 一聲堂歌唱藝術訓練學校 

OneTransact - 亞太區網上支付平台 

花言學府 - 本港最具實力的時尚藝術插花學校 

Zeekers Junior Dance Academy - 兒童舞蹈藝術學院 

恩賢教育中心 - 以成就年青人夢想事業課程培訓發展中心 

香港精英部隊 - 美國軍事學院(西點軍校)軍事紀律訓練機構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 亞太區最具廣泛性的奧林匹克數學比賽香港機構 

香港盲人輔導會 - 提供服務及機會以促進香港視障人士平等參與機構 

FRIENDS - 香港首間有情有義聾人職員意利社企餐廳 

小福聯盟 - 為一間青少年培訓及社會服務慈善機構 

Life Learn (HK) 動學人生為香港創意活動及團隊培訓發展中心 

肆肆零音樂中心 - 音樂藝術培訓機構 

Design for Change Hong Kong - 香港創意行動協會 

香港浸信會天虹小學 

Tan Rong Rong Anoki Dance Centre 

KOOL 意見領袖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