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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場序 
 

1. 合唱團 ------------------------《學校生活多樂趣》、《快樂的回家去》 

2.普通話集誦--------------------《樹林組曲》 

3.英文話劇------------------------《The Lost Treasure 》 

4.聲樂演唱------------------------《楓橋夜泊》 《You raise me up》 

5.粵劇表演------------------------《俏潘安‧店遇》 

6.樂器演奏： 鋼琴《Sonatina , Sz55 – 1
st
 movement : Bagpipes》     

             小提琴《Clown dance》                      

           電結他《光輝歲月》 

7.東方舞------------------------《佤勐格》 

  
 

 

 

 

 

 

 

 

 

 

 

 

 

 

 

表演節目一：合唱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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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生活多樂趣》、《快樂的回家去》 

負責老師：鍾麗萍老師、何明慧老師、王倩筠老師 

本年度合唱團的團員來自一至三年級，同學經過一年的訓練，已學會基本的歌唱技巧，亦曾在 

本校的嘉許日中作第一次的公開表演，表現出色。團員透過演唱《學校生活多樂趣》和《快樂

的回家去》，用悅耳的歌聲帶出「學校」和「家」的溫暖。 

 

《學校生活多樂趣》歌詞 

鮮花開得多燦爛，迎臉向我笑，綠葉樹滿枝風中搖。 

歌聲充滿在園內，師生多親切，學校像我家愛護我。 

要專心，求學去；共切磋，共唱歌；動腦筋，知識多。 

光陰多麼寶貴，不要浪費。 

身心應要多鍛鍊，才會有貢獻，活動樂趣多又諧和。 

溫馨小天地洋溢友愛與關注，互諒互勉，不要動氣。 

要專心，求學去；共切磋，共唱歌；動腦筋，知識多。 

青春多麼寶貴，不要浪費。 

 

《快樂的回家去》歌詞 

太陽已下山了，晚霞彌滿天邊，小星星也出來了。 

一天的工作也平安的做完了，辛勞一天過去了。 

讓我們快樂的回家去，唱唱歌兒心中更舒暢。 

回家去，回家去，快樂的回家去，兄弟姐妹等著我。 

晚風也吹來了，一陣陣吹來了，晚風吹來花草香。 

小鳥也回家了，大家都回家了，讓我們明天再見。 

讓我們快樂的回家去，吹吹口哨心中更舒暢。 

回家去，回家去，快樂的回家去，兄弟姐妹等著我。 

 

歌詠團學生名單： 

1A  蘇煒恩 

1B  陳易聰 

1C  陳誠勇   陳樂怡   張卓恆 

1D  鍾子璐   鄧遠觀   蕭文菁  黎雨蕎 

1E  帥宇澄   吳家豪   王定涵  王  梓   趙君瑜 

1F  王一涵   林心怡   鄒苗萱   謝馨玥   黃詠賢 

 

1G 李星雨   詹燕彤   趙嘉瑤   薛冬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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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 張朗志   張家城    

2A 鍾鴻熙   溫荏萱   黃焯思   張熙彤 

2B 曾紫鑫   溫靖茜 

2C 葉晉成 黃銘芯 

2D 黃嘉穎   黃卓賢 

3B 田靖霖   陳希彤 

 

表演節目二：普通話集誦 

負責老師：王華老師、林美琴老師、林麗棠老師

本校普通話集誦隊於本年度參於了數項校際比賽，均能獲得了佳績，現羅列如下： 

i)第六十六屆香港學校朗誦節高級組普通話詩詞集誦優異獎 

ii)可藝中學主辦「第十九屆屯門元朗區小學普通話朗誦比賽」集誦亞軍 

iii)伯特利中學主辦屯元區小學生普通話才藝比賽小組集誦冠軍 

 

節目內容簡介: 

余光中先生所寫的這首詩題為“樹林組曲”，雨中的樹林是個童話的世界，走進去你就會變成

個小精靈，每棵樹都會送給你很多喜悅，你還會發現很多…… 

樹林組曲(節錄)   金  波 

 

小樹，在春風裏搖，綠了嫩芽，綠了樹梢。小樹，在春風裏搖，紅了花蕊，紅了花苞。 
 

它召喚來愛唱歌的小鳥，和牠說︰等我長大成大樹， 

狂風來了，也吹不倒﹔你就在我的枝葉間，築一個溫暖的鳥巢。 

 

鳥巢，是大樹的另一種風景﹔鳥巢，是大樹的另一種生命。 

 

沒有鳥巢的大樹﹔日子很寂寞，很冷清。葉子和葉子對語，根和泥土默默傾聽。 

 

陽光透過枝葉，染上嫩綠的顏色。風打着唿哨，在葉面上輕輕滑過。 

 

流進樹林裏的空氣，它變得又甜、又柔和。 

 

在每棵樹上，都掛着小鳥的歌。 

 

那是被晨光喚醒的聲音﹔那是被露水潤濕的聲音﹔那是被花香浸染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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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的是，樹與樹的故事﹔唱的是，葉與葉的親昵﹔唱的是，花與花的秘密。 

 

普通話集誦隊學生名單 

5A 鄭俊希 張蕊婷 程凱倫 孔德燊 麥浩宏 譚浩源 文梓桐  

5B 陳麗施 蕭雅雯 黃彩雲  

5C 陳盈宇 甄數日 馮浩軒 黃穎妍 梁兆琪 李毓珩 蘇穎潼 王為松 孫耀祥 

6A 鄭家嘉 張芷筠 張煒欣 唐之荃 鍾嘉怡 梁嘉彤 戴曉霖 

6B 雷欣橦 黃盈盈 葉泳恩  

6C 符展榕 劉  葉 石欣穎 陳絲絲 

 

表演節目三：英文話劇 《 The Lost Treasure 》 

負責老師： 郭靄怡老師、陳蔚茜老師 

本校英文話劇組參加「2014-2015 年度 香港學校戲劇節」獲得十二個獎項，包括傑出導演獎、

傑出演員獎(八個)、傑出舞台效果獎、傑出合作獎及傑出整體演出獎。 

《 The Lost Treasure 》講述有一天，一群可愛活潑的同學被多個頑皮的同學欺凌，被追趕

至沙灘旁邊的小石屋，他們只好躲避在小屋內，正當他們惶恐之時，他們居然發現屋內藏有一

張地圖及有一條神秘隧道，於是就展開了一段奇妙的歷險旅程… 

首先，他們遇見了多個海盜，海盜已被困了二百多年，原因是他們一直未能解決一條難題，靠

著這群同學們的幫助下，海盜們不但可以重獲自由，而且同學們自己也可以勇闖下一難關。 

跟著，同學們又遇見了欺凌他們的同學，而且還有可怕的守護神，但最後在危難時，他們能冰

釋前嫌，團結一致，並且合力地解決難題，使他們得著最寶貴的友誼，成為要好的朋友。 

Cast List 演員表 

Name of Character  角色 Name of Actor/Actress  演員 

Paco TANG DANIEL MING CHUN 

Christy WONG YAN YI 

Jenny CHAU YU TING 

Bobby LAM WING CHI 

Corey CHING HOI LUN 

Max MA HOK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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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 CHAN KI CHUNG 

Ad LIN ZHI MING 

Redbeard HUNG TAK SENG 

One-Eye LAI PUI YEE 

Moore HUI CHUN SING 

Null WONG HIU YING 

Void ZHANG CHOI FONG 

Folk LUO SUET YING 

 

表演節目四：聲樂演唱 

                               《楓橋夜泊》 

負責老師：林賽玲老師 

鋼琴伴奏：何明慧老師 

4B 鍾芷昕以《楓橋夜泊》獲得第 67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 W21 聲樂獨唱 季軍。 

樂曲根據唐代詩人張繼的著名詩篇《楓橋夜泊》的詩音而作。作曲家以音畫的手法描 

繪出深秋、月夜、姑蘇城外楓橋旁的景色，淡雅而抒情。 

楓橋夜泊歌詞：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 

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You raise me up》 

負責老師：林賽玲老師 

6A 唐之荃以《You raise me up》獲得 2015 香港國際聲樂公開賽 公開組、少兒組 二等獎。這首

歌的歌詞和旋律配搭恰當，能夠提醒這個複雜的世界，人們一直忽視了的愛, 是一首非常勵志和

動人的歌曲。 
 

歌詞： 

 When I am down and, oh, my soul, so weary;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ed be; 

 Then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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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while with m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Repaet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表演節目五：粵劇表演 

   《俏潘安．店遇》 

負責老師：魏朗聲師傅(培訓班導師)、梁漢勇師傅(培訓班導師)、何敏聰老師 

 

節目內容簡介： 

楚雲因不滿盲婚而離家出走，改扮男裝，尋師學藝浪跡江湖。同道稱其「俏潘安」。 楚雲在錢

瓊珠父女開設的客店稍歇，得悉瓊珠父女早前落泊街頭，獲楚雲未婚夫李廣使送銀相濟。楚雲

對李廣頓生好感，瓊珠亦暗慕楚雲風采。  

表演者:  3A 任展鵬      1A 黃嘉揚     1G 張子豪 

歌詞： 

楚雲(念白)：萬水千山留俠影，五湖四海，任翱翔。  

楚雲(合)：一騎來複去 多載別家堂  誰願啞嫁盲婚隨鴉唱  才有尋師學藝 改扮七尺昂藏  

俏潘安  名字響  闖蕩江湖憑膽量  胸懷大志勝兒郎  為國參軍  不讓木蘭紅玉壯  

來到杭州地面  何妨暫歇雕鞍  結交各路英雄  遂我平生所望 

 

表演節目六：樂器演奏  

          鋼琴獨奏《Sonatina , Sz55 – 1st movement : Bagpipes》 

負責老師：林賽玲老師 

5A 馬鶴銘以《Sonatina , Sz55 – 1st movement : Bagpipes》獲得第 67屆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 W122

鋼琴獨奏 冠軍及通利琴行獎，更獲得東華三院最佳樂器個人成績獎。 

 

                        小提琴演奏《Clown dance》 

負責老師：林賽玲老師 

鋼琴伴奏：何明慧老師 



 
P.7 

2A 馮詠恩以《Clown dance》獲得第 67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 N211 小提琴獨奏季軍及 2014 香

港青少年表演藝術節二級校際小提琴組季軍。此曲旋律輕鬆活潑，樂曲表現幽默的小丑舞蹈。 

                       

 電結他演奏《光輝歲月》 

負責老師：鍾麗萍老師 

5A 孔德燊、4A 孔德軒以《光輝歲月》獲得香港兒童音樂節 結他(自選樂曲組) 亞軍。《光輝歲月》

是香港搖滾樂隊 Beyond 的一首經典作品，這是一首紀念非洲人國民大會主席曼德拉的歌曲，以

紀念他在南非種族隔離時期為黑人所付出努力，當時曼德拉在監禁 28 年後剛被釋放，光輝歲月

表達他的一生。現在由 5A 孔德燊同學彈奏主音，4A 孔德軒同學伴奏。 

 

表演節目七：東方舞 

                           《佤勐格》 

負責老師：劉幗貞女士(培訓班導師)、雷秀珍老師、吳詠桐教學助理 

本校東方舞組同學參加由康樂文化事務署、元朗大會堂及元朗區文藝協進會合辦的「第三十七

屆元朗區舞蹈比賽」獲得銀獎，及後更奪得由屯門文藝協進會主辦的「二零一四年屯門區第二

十九屆舞蹈比賽」的金獎及「第五十一屆學校舞蹈節比賽」的甲級獎。 

「佤勐格」是講述一群活潑可愛的佤族小姑娘，以熱情狂野的舞蹈，表演出佤族純樸及粗獷的

一面。 

東方舞組學生名單 :  

2A 陳穎琪 姜默涵 梁雅茜 吳穎曈 

2B  李心慧 

2C 李嘉宜 

3A 盧曉璇 

4A 周智敏 

4B 陳嘉慧 鍾芷昕 

5A 梁思欣 黃倩玟 張彩方 

5B 梁芷菁 葉婉君 

5C 劉倩欣 

6A 鍾嘉怡 

6B 鄭依琳 吳倖瑜 黃惠琴 

6C 陳絲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