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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節目四：粵劇演出 

《「的骰」白蛇傳》 

負責老師：梁漢勇師傅(培訓班導師)、陳容根師傅(培訓班導師) 

梁惠琼書記、黃露兒老師 

 

節目內容簡介： 

白蛇與青蛇幻化為人，到西湖遊歷。白蛇巧遇許仙，兩人互相愛慕並結為夫

婦。法海大師知情，不容人蛇結合，以雄黃酒迫使白蛇現出真身，不料竟將

許仙嚇死。白蛇為救夫情切，前往仙山盜取靈藥救活許仙。後來法海大師硬

將許仙帶往金山寺，令夫妻二人不能相見。白蛇忍無可忍，向東海龍宮借兵

水漫金山欲索回夫婿，而法海亦請天兵天將下凡應戰。 

 

《第一場》 ※ 西湖邂逅 ※ 

5C 陳鎧潼：許仙 5C 張淑賢：白蛇 4A 張文幸：青蛇 3B 包子聰：船夫 

1A 賴宛靜：小販 3B 黃子輝：小販 3B 布曉桐：路人  

《第二場》 ※ 端陽驚變 ※ 

5A 蔡宇健：許仙 5B 莊建靜：白蛇 2A 鄭家嘉：青蛇 4C 呂潤銘：法海 

3D 張子健：和尚 2C 黃慧羚：病人 3B 布曉桐、黃子輝：路人 

《第三場》 ※ 仙山盜草 ※ 

校友 鄧穎芝：白蛇   

校友 陳嘉浠：鶴童 校友 徐桓軒：鹿童 

《第四場》 ※ 怒闖金山 ※ 

4D 曾芷晴：白蛇 4B 黎映君：青蛇 5D 何欣沛：青蛇  

《第五場》 ※ 水漫金山 ※ 

5B 陳舒儀：白蛇 4A 李芷婷：青蛇 4D 楊銘雪：蚌精 4A 林程敏：哪咜 

5B 王政平：天神 4D 張卓桓：大聖   

3A 劉婉詩：魚仙 3A 葉雅琳：魚仙 4C 周嘉儀：魚仙 4C 鄭詠琪：魚仙 

3A 徐雅莉：天將 3D 黃宇航：天將 4B 黃詩茵：天將 4D 盧詩敏：天將 

 

司儀：4A 劉志聰、4A 黃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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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場序 
1. 歌詠團歌詠團歌詠團歌詠團合唱合唱合唱合唱 

一一一一、、、、    ----------------------------------------------------------------------------------------------------------------------------    聚集生命河畔聚集生命河畔聚集生命河畔聚集生命河畔 

二二二二、、、、    ----------------------------------------------------------------------------------------------------------------------------    給自己的信給自己的信給自己的信給自己的信 

三三三三、、、、    ----------------------------------------------------------------------------------------------------------------------------    Top of the world 

2. 英文話劇英文話劇英文話劇英文話劇 

一一一一、、、、    ----------------------------------------------------------------------------------------------------------------------------    My New Neighbours 

3. 東方舞東方舞東方舞東方舞 

一一一一、、、、    ----------------------------------------------------------------------------------------------------------------------------    在希望的田野上在希望的田野上在希望的田野上在希望的田野上 

4. 粵劇演出粵劇演出粵劇演出粵劇演出：「：「：「：「的骰的骰的骰的骰」」」」白蛇傳白蛇傳白蛇傳白蛇傳 

一一一一、、、、    ----------------------------------------------------------------------------------------------------------------------------    (第一場第一場第一場第一場) 西湖邂逅西湖邂逅西湖邂逅西湖邂逅 

二二二二、、、、    ----------------------------------------------------------------------------------------------------------------------------    (第二場第二場第二場第二場) 端陽驚變端陽驚變端陽驚變端陽驚變 

三三三三、、、、    ----------------------------------------------------------------------------------------------------------------------------    (第三場第三場第三場第三場) 仙山盜草仙山盜草仙山盜草仙山盜草 

四四四四、、、、    ----------------------------------------------------------------------------------------------------------------------------    (第四場第四場第四場第四場) 怒闖金山怒闖金山怒闖金山怒闖金山 

五五五五、、、、    ----------------------------------------------------------------------------------------------------------------------------    (第五場第五場第五場第五場) 水漫金山水漫金山水漫金山水漫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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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節目三：東方舞 

《在希望的田野上》 

負責老師：劉幗貞女士(培訓班導師)、李嫻老師、葉燕琦教學助理、家長義工 

 

本 校 東 方 舞 組 的 同 學 以《在希望的田野上》一舞奪得了第四十七屆學校舞

蹈節甲級獎及「 2011 年 屯 門 區 第 二 十 五 屆 舞 蹈 比 賽 」 的 銀 獎 。《 在

希 望 的 田 野 上 》內 容 描 述 一 群 小 女 孩 在 田 野 上 歡 欣 地 慶 賀 豐 收 的

情 景 ， 洋 溢 着 一 片 熱 鬧 歡 愉 的 氣 氛 。  

    

演 出 者 : 

班別 姓名 

2A 張倩瑩  陳絲絲  黃惠琴 

2A 黎沛儀 

2B  吳倖瑜  郭嘉妍  鄭依琳  鍾嘉怡 

3A  陳樂瑤  周芷欣  陳芷茵  陳詩淇  黃煒 

3B 陳沛霖   

4A 梁珈鎐  趙晞彤 

4B  王欣妍 

4C 姚巧琳  唐綺翎 

5A 鄧可尤 

5D 黃頌渝 

6B 洪熹文  楊值欣 

6C 黃綺珊 

6D 唐凱琳  歐卓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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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節目二：英語話劇 

《My New Neighbours》 

負責老師： Miss Joni (導師)、郭靄怡老師、陳蔚茜老師、李嫻老師 

       

本校英文話劇組參加「2010-2011 年度 香港學校戲劇節」獲得傑出舞台效果

獎、傑出合作獎、傑出整體演出獎、最佳男演員獎及最佳女演員獎。 

《My New Neighbours》是描述兩個不同背景的家庭，他們是鄰居。一個是

香港土生土長而且富有的家庭，另一個是由內地來港的新移民。那個富有的

家庭一直都覺得自己無論在學識或社經地位上，都比新移民的家庭優勝，所

以就看不起他們。巧合地，兩個家庭的子都在同一間學校唸書，有一天…… 

 

Cast List 演員表 

Name of Character  角色 Name of Actor/Actress  演員 

NARRATOR 5A 陳潔怡 

MR WONG 5A 何鎧迪 

MRS WONG 5A 熊芷靖 

DAUGHTER 1 5A 許沛恩 

DAUGHTER 2 5A 吳蘊瑾 

DAUGHTER 3 5A 黃曉茵 

DOG (BOBO) 4A 吳海盈 

MIARIA 5A 熊芷晴 

MR LEE 5A 廖浩鈞 

MRS LEE 5A 楊曉亭 

SON 1 4A 梁振嶸 

SON 2 4A 張俊庭 

SON 3 4B 勞永恆 

STUDENT 1 4A 成思思 

STUDENT 2 4A 曹凱桐 

FIREMAN 1 4D 朱啟晉 

FIREMAN 2 4A 鄧顯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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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節目一：歌詠團合唱 

 

《聚集生命河畔》 

負責老師：黃煥燊先生(培訓班導師)、王倩筠老師、陳素蕾老師 

鍾麗萍老師、黃廈欣老師 

 
本校歌詠團於第 63 屆學校音樂節中文聖詩組憑《聚集生命河畔》一曲獲得季

軍，此曲最大的特點是四部合唱，難度非常高。 

 

歌詞 

上主座前生命河畔 聖潔天使都來臨 

不息水流晶亮似銀 我羨慕在彼唱吟 

我們聚集生命河畔 在那極美 在那極美河邊 

眾聖徒同歡聚在一起 歡聚在上主座前 

在彼生命河流濱畔 (在彼生命河流濱畔) 

銀白浪花閃閃翻 (銀白浪花閃閃翻) 

我眾永遠崇拜往來 (我眾敬拜) 黃金日子千萬年 

我們聚集生命河畔 (我們聚集生命河畔) 

在那極美 (在那極美) 在那極美河邊 (在那極美河邊) 

眾聖徒同歡 (眾聖徒同歡聚在一起) 

歡聚在上主座前 (歡聚在上主座前) 

轉瞬到彼生命河畔 居住福地樂無彊 

和平音樂歌聲響亮 主救恩永受頌揚 

啊 (我們聚集生命河畔) 

啊 (在那極美 在那極美河邊) 

啊 (眾聖徒同歡聚在一起) 

歡 集在上主座前 (在上主座前) 

在上主座前 (在上主座前) 在上主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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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自己的信》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Keeping on be-liev-ing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Keeping on be-liev-ing  

(Keeping on be-liev-ing Keeping on be-liev-ing) 

Ha-i-kei ko-note-ga-mi  

Yo-n de i-ru a-na-ta wa  

Do-ko de na-ni wo shi-te i-ru no da-rou  

(Ki-bi-shi-i ke-re do) 

A-re-ta se-i-shun no  

u-mi waki-bi-shi-i ke-re-do 

A-su no ki-shi-be e to 

Yu-me no fu-ne yo susu m-e 

I-ma ma-ke-na-ide na-ka-na-i de ki-e-te shi-ma-i-so-u nato-ki wa 

Ji-bu-n no ko-e wo Shin-ji a-ru-ke-baii no 

O-to na no bo ku mo ki-zu tsu-i te Ne-me-re-na i yo-ru wa ke-do  

Ni-ga-ku te a-ma-i i-ma woi-ki-te i-ru 

很相信能成就大愛 很相信能炫耀自己 

很貪心 願天天很多美好的派對 

寫封信來留住大志 寫封信來提示自己 

寫得低 是心中很多似詩的細碎 

懷疑我當天幾多歲 令我寫了一句不怕流淚 

懷疑我永遠不會累 就來十行列明十個壯舉 

讓我闖出新世界 交出真個性 假使想愛 必會找到親愛伴侶 

突然十年便過去 方知歲月冷漠似水 就算筆跡不會變 紙張不會皺 

偏偏想笑 竟會得到灰暗情緒 默然從頭讀過去 

一句一句太乾脆 一個一個已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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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Of The World》 

Such a feelin's comin' over me  

There is wonder in most everything I see 

Not a cloud in the sky Got the sun in my eyes 

And I won't be surprised if it's a dream 

 

Everything I want the world to be 

Is now coming true especially for me  

And the reason is clear 

It's because you are here  

You're the nearest thing to heaven that I've see 

 

I'm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lookin' down on creation 

And the only explanation I can find 

Is the love that I've found ever since you've been around 

Your love's put me at the top of the world 

 

Something in the wind has learned my name  

And it's tellin' me that things are not the same  

In the leaves on the trees and the touch of the breeze 

There's a pleasin' sense of happiness for me  

 

There is only one wish on my mind 

When this day is through I hope that I will find 

That tomorrow will be ,just the same for you and me 

All I need will be mine if you are he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