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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钻石音乐工作室是一家专为3-8岁幼童创造具教育意义故事
的多媒体影音公司．

快乐钻石音乐工作室善用朗朗上口的音乐与容易理解的歌词将
故事带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透过引人入胜的故事让孩子从生
态系统知识到保育概念的理解，全面地学习认识大自然以及饱
受威协的自然环境．

作为教师与父母的教育辅助资源，每一個快乐钻石音乐工作室
的视频故事都有完整的音乐与歌词清单，孩子可以在家中或在
学校都能跟著一起唱和．每一個快乐钻石音乐工作室的原创故
事都希望能教育与培养孩子友誼、勇氣、信念与爱的基本概念
．

我们相信幼童娱乐应该是富含趣味的同時，也能带来教育意义
。而談起同時提供休闲娱乐与教育知识，还有什么方式能比音
乐更有影响力呢？

快乐钻石音乐工作室简介



2015年，快乐钻石音乐工作
室于IOS及安卓发表第二個
APP，”Migalolo Ocean 

Musical” （米加路路），该
APP位列IOS书籍类別排行
榜第四名，并且”Migalolo 

Ocean Musical”（米加路路
）在学校教师与家长群中都
广受好评。

2014年，快乐钻石音乐工作
室发表了”Kakamega The 

Rainforest” （卡卡美家）音
乐APP，该APP位列IOS书
籍类別排行榜第11名。

2017年，快乐钻石音乐工

作室发表第三個
APP”Miniwalla The Forest 

Story”（迷你哇哇），瞬间
获得全球高度关注，并且在
极具权威的英国最佳教育类
APP Store评审下挤身前五
APP。
同期在德国柏林举行的APP

高峰會(APP Promotion 

Summit) 最佳APP Store 

Listing 组別进入前五强，成
为亚洲唯一进入该组別角逐
获奖的代表。

发展历程

2019年，快乐钻石音乐工作
室第四个APP“Gulangyu The 

Music Rescue”中英双语版同
步上架Google Player和APP 

Store。在短短一周内就广受
好评。

2018年，快乐钻石音乐工作
室发布”Kakamega The 

Rainforest” 、 ”Migalolo 

Ocean Musical” 、
”Miniwalla The Forest 

Story” 中文版本，开始在中
国市场儿童教育类APP崭露
头角。



在英国与美国受教育的蔡筱蕊女士是位多才多艺的作曲家、童书作者、音乐家，
为南华早报CP社群媒体平台撰写音乐专栏。2005年，蔡筱蕊女士成立了快乐钻石音乐作室（
Happy Diamond Music Studio）。

蔡筱蕊女士从小就展露音乐天赋，四岁时她开始学习钢琴并于英国获奖无数。她英国皇家音
乐学院获得钢琴演奏文赁，并于圣地亚哥大学及佩博戴恩大学获得学位，同时修习于史丹佛
商学研究所．蔡筱蕊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机分校专攻管弦乐编曲、电影配乐，恩师包括艾美
奖及格林美奖得主．

蔡筱蕊女士也是位出色的低音吉他手，她的全女子乐团So What的第一张单曲”战争猴子”(War 

Monkey)香港独立音乐榜蝉联五周冠军。

●2008年7月，蔡筱蕊女士于中国中央电视台演出她的歌曲“在這藍天下”(Under The Blue Sky)

。2008年11月，蔡筱蕊女士成为第一位站上国家体育馆演出的女性低音吉他手．
●
●2009年，蔡筱蕊女士的歌曲“風的期待”(Hpoe)获得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举办的词曲创作
赛第二名。她于香港文化中心与香港管弦乐团演出她的交响乐作品”Happy Diamond”。
●2011年11月，蔡筱蕊女士被提名并成为金帆音乐奖 Serious Music Category决赛音乐人。
2012年，蔡筱蕊女士的作品”Voor Robert”贏得英国伦敦作曲比赛中的最佳“Bandstand”音乐。
同年11月，“Voor Robert”亦于音乐中成为压轴演奏曲目。

这10年中，蔡筱蕊女士受访过香港电视广播公司(TVB)、香港有线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南华
早报、香港商业电台、香港电台及众多的香港、美国、英国平面媒体。

快乐钻石音乐工作室创始人蔡筱蕊女士（Shirley Choi)



Shirley的交响曲”Happy Diamond”相当抚慰人心，编曲也很美，這么动人的音乐可以拿來当电影配乐。

RUSH BACH

Worldwide前任总裁、华特迪士尼唱片前任执行长、EMI音乐发行

*******************************************************************************************************************

Shirley是位很能激动人心并且多才多艺的作曲家，当要处理风格明显的音乐时，Shirley音乐作品其探索与融合不同类型音乐为众
人所知，Shirley能巧妙融合爵士乐、流行乐、交响乐、中国古典乐及欧洲古典乐。

SVEN EBLING

奧斯卡获奖制片人

*******************************************************************************************************************

我很高兴指挥這首歌曲”Happy Diamond”，Shirley演奏钢琴与香港管弦乐团共同诠释这首曲子．我很喜歡她的乐曲，而且从观众
的反应来看，Shirley的音乐与他们也有共鸣。

JUDITH YAM

Guelph Symphony Orchestra艺术总监、Music Director and Principle Conductor of Opera on the Avalon

*******************************************************************************************************************

名人推荐寄语



卡卡美家故事简介（Kakamega）

简介

Kakamega（卡卡美家）讲述了 Kaka 和 Yano 这对年轻双胞胎的故

事。他们在 Kakamega热带雨林长大。一名有疾病的男孩 Henry从

城市逃进了森林，Kaka 和 Yano 发现后决定帮助他找到一种神奇的

、可以让他康复的花。

会唱歌的动物和会说话的树也加入了孩子们的队伍，他们一起穿过雨

林。一路上他们看到伐木业带来的危害，于是下决心要让伐木者知道

保护森林家园的重要性。这款丰富多彩的有趣故事分为九章，内含12

首原创歌曲，热烈受到5-12岁孩子的欢迎。孩子们将学到有关雨林的

有趣事实、认识新的动物朋友以及 Kakamega 简单易学的乐谱！



米加路路故事简介（Migalolo）

Iphone APP评鉴

简介

MIGALOLO（米加路路）讲述了一名8岁小男孩亨利 Henry 和 IKO

（亨利自养的小猫）的故事.Henry 的父母乃荷兰领事。从小跟随父

母在不同国家生活。故事发生在中国香港。有一天 Henry 在梦中巧

遇上海洋仙子希莉. Henry 告诉希莉他的志愿是能成为一位出色的海

洋科学家。由小到 Henry 热爱海洋，但由于气候暖化，许多海洋里

生活旳生物都受到了史无前例的打击。年纪小小的亨利希望海洋仙子

能够帮他达成梦想及保护海洋。仙女希莉得知 Henry 想拯救海洋的

志愿后决定先让 Henry 和他的小猫 IKO 变成一对中华白海豚然后再

由其他海洋生物透过一段刺激及惊险有趣的旅程加深Henry对海洋的

认识。

MIGALOLO（米加路路）除了故事丰富和有教育性㚈，亦有9首由著

名作曲家蔡筱蕊创作的儿歌。在英美教育界及家长中广受欢迎。在唤

起小孩对气候暖化的认知之外也是娱乐性丰富的APP 。



迷你娃娃故事简介（Miniwalla）

简介

Miniwalla（迷你哇哇）的故事是一个以印度尼西亚爪哇的热带雨林

岛为背景的双语配音电子书。

在位于印度尼西亚爪哇的热带雨林岛上有一个迷人的动物保护区，名

叫Miniwalla（迷你哇哇）。在这里你可以遇到人见人爱的稀有动物

，大象、鹦鹉到老虎，还可以邂逅不同的人物角色。迷你哇哇由六个

独特的故事组成，不同的故事向小朋友介绍了哪些动物濒临灭绝，从

而唤醒人类保护动物、与动物和平共处的意识。让小朋友了解保护环

境的重要性。还有关于防止欺凌、欣赏不同文化和团队合作等主题。

更值得一提的是每个故事的音乐都是由著名作曲家蔡筱蕊原创，她的

音乐仿佛带着我们走进热带雨林的动物世界，身临其境。迷你哇哇在

英美广受教育界及家长的欢迎和支持，它集教育性和娱乐性于一体。



鼓浪屿之拯救地球简介（Gulangyu）

简介

Gulangyu（鼓浪屿之拯救地球）的故事是以中国南部小岛，鼓浪屿为背

景的双语配音电子书。

鼓浪屿，是中国东南沿海一个岛屿的名称，岛上道路十分狭窄，仅供人行

走，车辆无法通行。是一处非常特别的旅游胜地，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的遗址所在地。鼓浪屿是故事开始的地方。

住在鼓浪屿的小女孩，小蕊，决定履行她的使命去拯救自己的家园。一只

友善的飞龙，名叫亨利。小蕊骑上飞龙亨利，来到亚马逊雨林，在那里亲

眼见证了森林砍伐的对于地球的破坏；他们一起飞越到格陵兰，看到了冰

山融化加速，饥饿的北极熊无法找到食物；他们寻访到了垃圾填埋场附近

的环境科学家，从他那里学到了环境保护的基础知识；最终，小蕊圆满完

成任务，在地球仙子的帮助下拯救了自己的家园。



电子书扫码下载



电子书扫码下载



头条、微信公众号

No. 博客 链接

1 伦敦圣诞夜：皇家歌剧院难忘的一次经历 https://www.toutiao.com/a1612382754725955

2
哪一款耳麦能带给你如同奥斯卡、格莱美获奖唱片般艺术大师级别的
音效体验呢？

https://www.toutiao.com/a1614004286348295

3 古典交响乐团的指挥类似于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吗？ https://www.toutiao.com/a1614004801682446

4
音乐与首席执行官：汉斯·迈克尔·捷成汉先生；一位优雅、善良、真
诚的音乐爱好者。

https://www.toutiao.com/a1614083161690125

5 天赋，运气，还是金钱？混迹娱乐圈需要靠哪一样？ https://www.toutiao.com/a1614083462852611

6 今年夏天访问英国伦敦？这五部音乐剧你绝对不能错过。 https://www.toutiao.com/a1614083895643140

7 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和艾伯特王子（Prince Albert） https://www.toutiao.com/a1614448227657901

8 陈智思-音乐与执行总裁兼顾 https://www.toutiao.com/a1615350847266823

9
音乐与首席执行官——沃尔沃汽车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汉肯·塞缪
尔森（H·kan Samuelsson）

https://www.toutiao.com/a1615352673449997

10 音乐永不停歇之伦敦系列-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 https://www.toutiao.com/a1616207844529155

11 英国伦敦音乐景点快速指南 https://www.toutiao.com/a1616209378142221

12 不要爱上你在舞台上看到的那个人 https://www.toutiao.com/a1617163042878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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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www.happydiamondmusic.com

shirley@happydiamondmusic.com

联系人：shirleychoi338

Sophia Lui  - +86 18964913579

mailto:shirley@happydiamondmusi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