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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場序 
 

1. 合唱團 --------------- 《Children of the Lord》、《滿天星》 

2. 普通話集誦 --------------- 《揚子江船夫曲》 

3. 英文話劇 --------------- 《Real or Virtual》 

4. 花式跳繩 --------------- 《東海跳豆 Jump Jump Jump！》 

5. 粵劇表演 --------------- 《帝女花》 

6. 粵語集誦 --------------- 《今夜的風中》 

7. 樂器演奏 ---------------  鋼琴獨奏 

《Sonata Bb K570–3rd movement:Allegretto》 

 小提琴演奏 

《Long Long Ago》 

8. 東方舞 --------------- 《歡樂太平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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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節目一：合唱團 

《Children of the Lord》、《滿天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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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學會基本的二部合唱的歌

唱技巧。合唱圑參加第六十八屆的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獲得聖樂組的良好成績，亦在本校的

嘉許日中作第一次的公開表演，表現出色。團員透過演唱《Children of the Lord》和《滿天星》，

用悅耳的歌聲帶出世界之「美」。 

 

《Children of the Lord》歌詞 

We're all children of the Lord, every one, big and small, short and tall, and he loves us all. 

We're all children of the Lord, every one, he's strong when we're weak, he's humble and meek, 

and he loves us all. 

And even though we're children, we're soldiers just the same. 

Come to the Lord as children, and praise his name. 
 

《滿天星》歌詞 

滿天星，霾散雲開，有星星，世界增妙趣。 

我願去將黑一片，繪上動人色彩； 

我願去期待天明，讓暗夜充滿愛。 

漫漫長夜銀河裏星光閃照，光彩燦爛同來耀世間； 

漫漫長夜銀河裏添姿采美，世界原來就是愛。 

漫漫長夜銀河裏星光閃照，光彩燦爛同來耀世間； 

漫漫長夜銀河裏添姿采美，世界原來就是愛。 

 

合唱團學生名單： 

1A 關裕潼 

1B 陳安娜  1B 談紫珊  1B 袁梓桐 

1C 王曄婷  1C 吳泳怡 

1D 鄧茹心  1D 鄭安亭 

1E 丘藹晴 

2A 陳樂怡  2A 張卓恆  2A 賀瑋  2A 帥宇澄  2A 蘇煒恩  2A 黃詠賢  2A 蕭文菁  2A 鍾子璐 

2B 蔡雙愉  2B 黃珈曼  2B 林樂瑤  2B 王梓  2B 王定涵  2B 邱琬喬  2B 葉海天 

2C 吳家豪  2C 詹燕彤 

2D 薛冬妍  2D 孫浩宇  2D 張家城  2D 鍾源東 

2E 黎雨蕎  2E 李星雨  2E 王一涵  2E 趙嘉瑤 

2F 謝馨玥  2F 趙君瑜 

2G 陳學峰  2G 陳子豪  2G 鄒苗萱 

3A 溫子熙  3A 簡鈞宜  3A 黃焯思  3A 黃嘉穎 

3B 葉晉成  3B 王子涵   

3C 許綺藍  3C 曾紫鑫 

3D 黃銘芯  3D 黃卓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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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節目二：普通話集誦 

負責老師：王華老師、林麗棠老師、馬潔老師 

本校普通話集誦隊於本年度參於了數項校際比賽，均能獲得佳績，現羅列如下： 

i)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高級組普通話詩詞集誦冠軍 

ii)可藝中學主辦「第二十屆屯門元朗區小學普通話朗誦比賽」集誦冠軍 

iii)伯特利中學主辦第十一屆屯元區小學生普通話才藝比賽小組集誦季軍 

 

題目︰揚子江船夫曲   余光中 

 

我在揚子江的岸邊歌唱， 

歌聲響遍了岸的兩旁。 

我抬起頭來看一看東方， 

初升的太陽是何等的雄壯﹗ 

 

嗨喲，嗨喲， 

初升的太陽是何等的雄壯﹗ 

 

順風時扯一張白帆， 

把風兒裝得滿滿； 

上水來拉一根鐵鏈， 

把船兒背上青天﹗ 

 

嗨喲，嗨喲， 

把船兒背上青天﹗ 

微笑的水面像一床搖籃， 

水面的和風是母親的手。 

瘋狂的浪頭是一群野獸， 

拿船兒馱起就走﹗ 

嗨喲，嗨喲， 

拿船兒馱起就走﹗ 

一輩子在水上流浪， 

我的家最是寬廣︰ 

早飯在敍府吃過， 

晚飯到巴縣再講﹗ 

 

 

 

嗨喲，嗨喲， 

晚飯到巴縣再講﹗ 

 

我在揚子江的岸邊歌唱， 

歌聲響遍了岸的兩旁。 

我抬起頭來看一看東方， 

初升的太陽是何等的雄壯﹗ 

 

嗨喲，嗨喲， 

初升的太陽是何等的雄壯﹗ 

 

普通話集誦隊學生名單： 

5A 牛少明 文鶴樺 孔德軒 黃曉瑩 王樂雯 徐靜斐 簡善珩  黃彩玉 

5B 李佩恩 黃琬榆 周智敏 羅雪瑩 

6A 陳樂怡 孔德燊 麥浩宏 譚浩源 文梓桐 張彩方  趙樂晴  姚紫晴 

6B 陳麗施 蕭雅雯 黃彩雲 陳智盈  黃子聰  袁瑤   程御峰  梁嘉愉 

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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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鄺子樂  古浩東  許駿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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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節目三：英文話劇 《Real or Virtual》 

負責老師： 郭靄怡老師、陳蔚茜老師 

本校英文話劇組參加「2015-2016 年度 香港學校戲劇節」獲得三個獎項，包括傑出演員獎 

(兩個) 及傑出合作獎。 

 

《Real or Virtual》故事講述 Aaron 是一個沉迷於電腦遊戲的男孩子，他很少與家人溝通，在

學校也沒有朋友。有一天，他發現能夠跟電腦遊戲中的人物溝通，令他又驚又喜，於是他決定

尋找「真的戰鬥」。但是在過程中他不知不覺把現實及虛擬世界混淆了，更令他犯下了一個嚴重

的錯誤。最終他的結果會如何呢？ 

Cast List 演員表 

Name of Character  

角色 

Name of Actor/Actress  

演員 

Name of Character  

角色 

Name of Actor/Actress  

演員 

1. Aaron Hung Tak Seng 8. Charles Hui Chun Sing 

2. Mum Wong Hiu Ying 9. Miss Chan So Wing Tung 

3. Dad Chan Pok 10. Genie A Choi On Yi 

4. Classmate 1 Yu Wai Yuen 11. Genie B Chan Ki Shung 

5. Classmate 2 Zhou Au Wen Wai 12. Robots A Ye Tsz Ho 

6. Classmate 3 Zhang Kitty Wang 13. Robots B Mohommad Omar 

7. Classmate 4 Zhang Choi Fong 14. Robots C Tin Ching Lam 

 

 

表演節目四：花式跳繩 

《東海跳豆 Jump Jump Jump！》 
負責老師：高慧明老師、梁欣欣老師 

本校跳繩隊於歷年參與不少跳繩比賽，獲獎無數；亦嘗於社區作跳繩表演，推廣跳繩強心健康

訊息。本隊即將以靈活多變的花式跳繩技巧動作，配合強勁的音樂節拍，為各位演出《東海跳

豆 Jump Jump Jump！》 

 

花式跳繩隊演出名單： 

6A 麥浩宏 

6C 陳星辰 孫耀祥 

5A 何松悅 

3A 鄧安琦 黃偉權 

3D 黃穎謙 

2B 姚晞怡 

2D 鄺心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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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節目五：粵劇表演 

《帝女花》之香夭 

負責老師：魏朗聲師傅(培訓班導師)、梁漢勇師傅(培訓班導師)、馬潔老師、梁惠琼書記 

帝女花的香夭是定家傳戶曉的故事，內容講述崇禎末年，明思宗長女長平公主選了周世顯

為駙馬。當時闖王李自成攻入北京宮殿；崇禎因此手刃眾皇女後，自縊於煤山。公主以道姑身

份避難並寄居維摩庵。 

    後來公主重遇駙馬周世顯，此事被清帝知道，要求他們投降。夫妻二人為求清帝善葬父皇

及釋放皇弟，假意向滿清投降，並補行婚禮。當夜，夫妻二人見任務完成，便雙雙服毒於含樟

樹下，殉國而亡。 
 
《香夭》角色：2F 黃嘉揚：周世顯      2B 黃勻焓：長平公主 

《香夭》歌詞： 

詩白： 

女：倚殿陰森奇樹雙 

男：明珠萬顆映花黃 

女：如此斷腸花燭夜 

男：不須侍女伴身旁  下退 

 

女：落花滿天蔽月光  借一杯附薦鳳台上  帝女花帶淚上香 

願喪生回謝爹娘  偷偷看 偷偷望 佢帶淚帶淚暗悲傷 

我半帶驚惶 怕駙馬惜鸞鳳配  不甘殉愛伴我臨泉壤 

男：寸心盼望能同合葬 鴛鴦侶相偎傍  泉台上再設新房 

地府陰司裡再覓那平陽門巷 

女：唉 惜花者甘殉葬 花燭夜  難為駙馬飲砒霜 

男：江山悲災劫 感先帝恩千丈   與妻雙雙叩問帝安 

女：唉 盼得花燭共諧白髮  誰個願看花燭翻血浪  唉我誤君累你同埋孽網 

 好應盡禮揖花燭深深拜   再合巹交杯墓穴作新房   待千秋歌讚註駙馬在靈牌上 

男：將柳蔭當做芙蓉帳 明朝駙馬看新娘   夜半挑燈有心作窺妝 

女：地老天荒情鳳永配痴凰    願與夫婿共拜相交杯舉案 

男：遞過金杯慢咽輕嘗    將砒霜帶淚放落葡萄上 

女：合歡與君醉夢鄉 

男：碰杯共到夜台上 

女：唉 百花冠替代殮妝 

男：駙馬珈墳墓收藏 

 

女：相擁抱 

男：相偎傍 

合：雙枝有樹透露帝女香 

男：帝女花 

女：長伴有心郎 

合：夫妻死去樹也同模樣 

http://zh-hk.hongkong.wikia.com/wiki/%E6%98%8E%E6%80%9D%E5%AE%97?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hk.hongkong.wikia.com/wiki/%E9%95%B7%E5%B9%B3%E5%85%AC%E4%B8%BB?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hk.hongkong.wikia.com/wiki/%E5%91%A8%E4%B8%96%E9%A1%A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hk.hongkong.wikia.com/wiki/%E5%91%A8%E4%B8%96%E9%A1%A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hk.hongkong.wikia.com/wiki/%E5%8C%97%E4%BA%AC?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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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節目六：粵語集誦 
負責老師：林美琴老師、陳文貞老師、徐佩珊老師 

本校粵語集誦隊於本年度的第六十七屆校際朗誦節比賽，獲得詩詞集誦，粵語／男子或女子 

或男女合誦冠軍 

 

題目︰今夜的風中 韋   婭 

 

今夜的風中 

有青草的氣息飄浮 

月兒躲在雲背後 

叫我看不見遠山的小路 

 

那森林裡的小動物 

會不會都已睡熟 

綠盈盈的草坡上 

是不是 

又開了一朵蘑菇 

 

蘑菇有圓圓的小腦袋 

打著雨傘  依著大樹 

點點頭   送來一陣清香 

招招手   好像在說 

願意跟我去遠足 

雲把月光吐出 

照亮高高的樓屋 

媽媽   假如我打著小傘 

走過綠森林的老樹 

會不會 

也變成一朵蘑菇 

 

粵語集誦隊學生名單： 

3A 黃馨儀 簡鈞宜 姜默涵 鄧健晞 溫荏萱 黃焯思 黃嘉穎 張熙彤 

3B 陳嘉懿 陳思泳 林港凡 王子涵 

3C  洪婉雯 袁詩韻 曾紫鑫 

3D 陳康蕎 溫靖茜 

4A 張  弘 李  艷 張潔妮 何詠茵 李卓瑤 文凱茹 楊焯淇   

    陳  博 余偉源 

4B  蔡嘉雯 陳希彤 張樂怡 黃靜宜 姜可盈 李玉鳳 戴倩妤 楊銘瑩    

    李浩源 張栩濤 張熙培 方志賢 李浩源 周文慧 蔡安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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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節目七：樂器演奏  

鋼琴獨奏《Sonata Bb K570–3rd movement:Allegretto》 

負責老師：林賽玲老師 

6A 馬鶴銘以《Sonata Bb K570–3rd movement:Allegretto》獲得第 68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 W124

鋼琴獨奏亞軍及榮譽成績。 

 

小提琴演奏《Long Long Ago》 

負責老師：林賽玲老師 

鋼琴伴奏：何明慧老師 

1A 吳偉鴻以《Long Long Ago》一曲參加第 68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 N210 小提琴獨奏， 

獲得優良成績。 

 

 

表演節目八：東方舞 

《歡樂太平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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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

屆元朗區舞蹈比賽」獲金獎，由屯門文藝協進會主辦「二零一五年屯門區第三十屆舞蹈比賽」

得銀獎及後更獲得「第五十二屆學校舞蹈節比賽」的優等獎。 

 

「歡樂太平鼓」是講述一群清朝的小姑娘，拿起太平鼓拍着節奏、舞出動感，形成一遍熱鬧歡

騰的現象。 

東方舞組學生名單： 

3A 陳穎琪 吳穎曈 嚴儼 

3C 李嘉宜 葉詠兒 

3D 梁雅茜 

4A 盧曉璇 

5B 周智敏 陳嘉慧 羅雪瑩 蔡嘉寶 鍾芷昕 

6A 黃倩玟 

6B 梁芷菁 葉婉君 

6C 劉倩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