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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獨誦 演出者：區祺彰 

《天上的街市》   作者：郭沫若 
遠遠的街燈明了，好像閃着無數明星。 
天上的明星現了，好像點着無數的街燈。 
我想那縹緲的空中，定然有美麗的街市。 
街市上陳列的一些物品，定然是世上沒有的珍奇。 
你看，那淺淺的天河，定然是不甚寬廣。 
那隔河的牛郎織女，定能夠騎着牛兒來往。 
我想他們此刻，定然在天街閑遊。 
不信，請看那朵流星，那怕是他們提着燈籠在走。 
 

(本校派出多名學生參加本屆朗誦節是項比賽，並囊括冠亞季軍) 

＿＿＿＿＿＿＿＿＿＿＿＿＿＿＿＿＿＿＿＿＿＿＿＿＿＿＿ 
 
粵語獨誦 演出者：周芷欣 

《颱風夜》   作者：李莎 
颱風把天線剪斷了，我們都沒有電視看了； 
我也看不見爸爸媽媽和小姐姐的臉了。 
─ 好黑，好黑呀！ 
然後我們就劃亮火柴，點起蠟燭來了。 
颱風在窗外呼呼叫，蠟燭在屋裡搖呀搖！ 
 

(學生參加本屆朗誦節是項比賽獲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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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獨誦 演出者：劉建德 

《Geography》   Author：John Kitching 
I love, Geography. 
Other people, other places, Different customs, different faces,  
Drought and desert, field and plain, Snow and ice and monsoon rain,  
Volcanoes, glaciers, Bubbling springs, Clouds and rainbows, 
Countless things. 
Stars and planets, distant space, Whatever's ugly, full of grace. 
Seas and rivers, Cliffs and caves, The wondrous ways this world 
behaves.  
So much to learn; so much to know;  
And so much farther still to go. 

(學生參加本屆朗誦節是項比賽獲季軍) 
＿＿＿＿＿＿＿＿＿＿＿＿＿＿＿＿＿＿＿＿＿＿＿＿＿＿＿ 
 
英語獨誦 演出者：黃曉茵 

《Modern Art》   Author：Peter Dixon 
It's easy - modren art is. 
Anyone can do it. Monkeys can do modern art toads in holes and 
cows with paintbrushes tied to their tails.  
A dog could do modern art.  
Rats, cats, rabbits, and dead dinosaurs.  
Even storks with chalks and hens with pens could do modern art. 
It's almost as easy as writing poetry that does not scan span or even 
rhyme properly  
Or is't spelt rite. Know what I meen? 

(學生參加本屆朗誦節是項比賽獲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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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民歌演唱《Amazing Grace》 
演出者：鄭家豪、林燕茹、施穎彤、鍾穎詩、鍾佩斯、駱穎淇 

 

(學生參加 2008 元朗區青少年英文歌唱比賽獲金獎，總決賽獲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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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集誦 演出者：三、四年級女子集誦隊 

《小雛菊的歌》   作者：田曉菲 
 
我是一朵稚嫩的小雛菊，開在遼遼廣闊的田野裏。 
陽光在我柔嫩的花心上跳躍，照耀著我綠色的小舞衣。 
 
我是一朵快樂的小雛菊，在明澈的藍天下搖曳。 
小蜜蜂「暡暡營營」飛來遊戲，春風為我吹奏和悅的牧笛。 
 
我是一朵樸素的小雛菊，扎根在堅實的沃土裏。 
是泥土給與我蓬勃的生命，是泥土賦與我芬芳的氣息。 
 
我是一朵幸福的小雛菊，生長在陽光燦爛的春天裏。 
我愛輕輕唱著無名的歌曲，歌唱哺育我的親愛的大地！ 
 
演出者名單 

熊芷晴 林凱瑩 鄭素盈 梁凱瑩 周梓茵 陸雅兒 
熊芷靖 梁偉瑩 李芷珊 梁埔苗 馮銘瑕 黃詠詩 
鄭佩怡 鄧芷欣 吳穎珊 吳子欣 梁李卿 李少玲 
張曉潼 楊寶詩 鄭恩彤 鄧潤婷 李婧容 劉凱欣 
周嘉喬 朱彩萍 黎紫恩 陳慧芬 李甄微  
鍾麗娜 羅詠詩 林丹俐 曹嘉麗 廖筠婷  
 

(學生參加本屆朗誦節是項比賽獲冠軍) 



 P.6

 
英語集誦 演出者：二、三年級女子集誦隊 

《Chinese New Year Dragon》Author：John Foster 
 
There’s a brightly coloured dragon swaying down the street, 
Stomping and stamping and kicking up its feet.  
There’s a multicoloured dragon – green, gold and red  
– twisting and twirling and shaking its head. 
There’s a silky-scaled dragon parading through the town, 
Swishing and swooshing and rippling up and down. 
There’s a swirling, whirling dragon, weaving to and fro, 
Prancing and dancing and putting on a show. 
There’s cheering and clapping as the dragon draws near  
– A sign of good luck and a happy new year! 
 
 
演出者名單 

張熙文 蕭芷曼 蘇泳怡 黃幗嬈 余笑君 曾美意 
張凱琳 梁希而 馮雅雯 陳啟蕊 張敏泳 張嘉盈 
張海瑭 張曉懿 許沛恩 陳美珍 鄒曉暉 張佩熳 
趙晞彤 黎映君 許穎琳 趙芷彥 陳嘉湄 林樂妍 
曹凱桐 盧思敏 林詠儀 林恆欣 馮可敏 羅雅文 
劉嘉美 黃德瑩 梁紫瑩 梁曉晴 林沛雯 梁嘉莉 
吳海盈 梁珈鎐 吳蘊瑾 黃雪雁 陳海靜  
 

(學生參加本屆朗誦節是項比賽獲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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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音樂劇《The Wizard of Oz (綠野仙蹤)》 

Dorothy lives on a small farm with her Aunt and Uncle. 
When a hurricane hits them, Dorothy and her dog, Toto, are 
taken away. They land in a strange place where she meets a 
good witch and some tiny people called Munchkins. She 
hopes to find the Wizard of Oz so he can send her back home, 
and as she sets off on her adventure down the yellow brick 
road, she meets with a scarecrow, a lion, a tin man and the 
Wicked Witch of the West... 
 

黛麗絲與姨姨和舅父一起住在農村裏。有一天，黛麗絲和她

的小狗被龍捲風吹走了。他們被帶到一個神秘的地方，在那裏出

現了一個北方女巫和一些小矮人。黛麗絲希望找一個魔法師協助

她返家，在途中她遇到稻草人、獅子、鐵皮人和一個邪惡女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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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t List 演員表 
Name of Character  角色 Name of Actor/Actress  演員 
Dorothy 黛麗絲 Ng Tsz Ching 吳芷晴 
Aunt Emily 愛美莉嬸嬸 Choy Chin Yung 蔡展容 
Miss Gulch 嘉麗小姐 Wong Kwan Wai 王鈞蕙 
Glinda 北方女巫 Sze Wing Tung 施穎彤 
Professor 教授 Ha Ho Fai 夏晧暉 
West Witch 邪惡巫婆 Wong Kwan Wai 王鈞蕙 
Tinman 鐵皮人 Hui Luk Kwan 許淥鈞 
Scarecrow 稻草人 Lau Hiu Kin 劉曉健 
Lion 獅子 Myat Thu Htike 陳泓嘉 
OZ 魔法師 Ha Ho Fai 夏晧暉 
General 軍長 Au Ki Cheung 區祺彰 
Munchkin 小矮人 

 
 
 
 
 
 

 

Chan Tsz Miu 陳子苗 
Chung Pui Sze 鍾佩斯 
Chung Wing Sze 鍾穎詩 
Ho Tsz Fung 何梓鋒 
Lam Yin Yu 林燕茹 
Law Ka Kit 羅家傑 
Lok Wing Ki 駱穎淇 
Mak Man Ho 麥文灝 
Yip Chun Nga 葉俊雅 
Chan Pak Wing 陳柏榮 
Chan Wing Sze 陳詠思 
Yueng Ting Kwan 楊庭昆 
Hui Wing Yu 許穎瑜 
Chan Sheung Yin 陳尚賢 
Cheung Hiu Tung 張曉潼 
Chow Ka Kin 周嘉喬 
Kwok Sin Ting 郭倩婷 
Woo Hoi Hin 胡愷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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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9 年度上學期演藝成就 
第三十一屆元朗區舞蹈比賽 
  本校東方舞組同學於 13-12-2008 參加了第三十一屆元朗區舞蹈比賽，以

「踩茶」一舞奪得了銀獎。 

 
2008 元朗區青少年英文歌唱比賽 
  本校學生鄭家豪(6A)、林燕茹(6A)、鍾穎詩(6A)、施穎彤(6A)、駱穎淇(6A)、

鍾佩斯(6A) 於 12 月 14 日參加由元朗大會堂主辦的「2008 元朗區青少年英文

歌唱比賽總決賽」。  

  是次比賽的參賽隊伍共有 160 多隊，本校學生在分組賽中勇奪金獎，晉

身總決賽，並於總決賽勇奪季軍 

 
第八屆全港小學英文民歌組合歌唱比賽獲優良獎狀 
  本校學生鄭家豪(6A)、林燕茹(6A)、鍾穎詩(6A)、施穎彤(6A)、駱穎淇(6A)、

鍾佩斯(6A)、許淥鈞(6A)、麥文灝(6A)、王鈞蕙(6A)、吳芷睛(6A)、鄒曉揚(6A) 

於 11 月 15 日參加由萬鈞教育機構主辦、匯知中學及香港學界民歌協會協辦

的「第八屆全港小學英文民歌組合歌唱比賽」。是次比賽，學生表現優異，獲

大會頒發優良獎狀。 

 
第十三屆屯門元朗區普通話朗誦比賽 
  本校學生參加是項比賽獲高級組集誦冠軍。 

 
第六十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第六十屆香港學校朗誦節已經圓滿結束，本校學生獲得優異成績。本校今年

共參與了 68 項賽事，共有 65 項獲得 80 分或以上的優良成績，佔參與賽事的

96%，另外有 3 項獲得 75 至 79 分的良好成績，佔參與賽事的 4%。集誦方面，

粵語集誦獲得冠軍，而英語集誦則獲得亞軍。獨誦方面，粵語詩詞獨誦獲得

一名冠軍、一名亞軍及兩名季軍（其中一項冠軍更獲 92 分的榮譽成績）；普

通話詩詞獨誦獲得一名冠軍、一名亞軍及一名季軍；英語集獨誦獲得一名亞

軍及四名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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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朗誦成績： 

學生班別 學生姓名 負責老師 比賽項目 成績 

1D 周芷欣 李妙芝主任 小一女子粵語詩詞獨誦 亞軍 

2A 趙晞彤 曾玉蓮主任 小二女子粵語詩詞獨誦 冠軍 (榮譽)

2A 吳海盈 曾玉蓮主任 小二女子粵語詩詞獨誦 季軍 

2A 陳嘉林 江秀敏老師 小二男子粵語詩詞獨誦 季軍 

小三 

至 

小四 

 林美琴老師

陳文貞老師

梁雅英老師

小三至小四粵語詩詞集誦 冠軍 

 

普通話朗誦成績： 

學生班別 學生姓名 負責老師 比賽項目 成績 

6A 陳泓嘉 王 華老師 小六男子普通話詩詞獨誦 冠軍 

6A 許淥鈞 王 華老師 小六男子普通話詩詞獨誦 亞軍 

6A 區祺彰 王 華老師 小六男子普通話詩詞獨誦 季軍 

 

英語朗誦成績： 

學生班別 學生姓名 負責老師 比賽項目 成績 

3A 黃曉茵 麥淑嫺主任 小三女子英語獨誦 季軍 

4A 劉建德 郭靄怡老師 小四男子英語獨誦 季軍 

6A 駱穎淇 郭敏鳳主任 小六女子英語獨誦 亞軍 

6A 麥文灝 Miss Lisa 小六男子英語獨誦 季軍 

6A 許淥鈞 Miss Lisa 小六男子英語獨誦 季軍 

小二 

至 

小三 

 勞佩玲主任

雷秀珍老師

黎寶珊老師

小一至小三女子英語集誦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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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址：天水圍天壇街十九號(天華邨側)
電話：2446 1188 
網址：http://www.twghlthlp.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