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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場序 

 

 

 
 

1. 小提琴合奏 --------------- 《Mary Had a Little Lamb》 

2. 直笛獨奏 --------------- 《We are the two musicians》 

3. 合唱團(初級組) --------------- 《希望、信心和喜樂》 

4. 直笛獨奏 --------------- 《We are the two musicians》 

 
5. 合唱團(高級組) --------------- 《採橘》、《芒草香》 

 

 
6. 直笛二重奏 --------------- 《Andante》by Mozart 

 

 

 

7. 弦樂小組 --------------- 《歡樂頌》 

 
8. 鋼琴獨奏 --------------- 《Wandering, Op109, No.1》 

《German Dance》 

《Valse Miniature, Op25, No.3》 

9. 古箏獨奏 --------------- 《綉金匾》 

 
10. 粵劇表演 --------------- 《蝶舞翩翩話梁祝》 

 
11. 東方舞(初級組) --------------- 《小雞小雞》 

12. 東方舞(校隊) --------------- 《小錦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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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節目一：小提琴合奏《Mary Had a Little Lamb》 
負責老師：林智朗 (小提琴導師)、鍾麗萍老師 
 

小提琴是一件易學難精的學器，拉奏時特別講求音準。音高不準或不適當用力，都會造成「鋸雞」

的噪音。本年度，一年級的同學經過一年的訓練，已經學會拉奏不同的節奏和旋律，部分同學更學

會拉奏短曲，亦能在鋼琴伴奏下進行合奏。 
 

表演學生名單： 

1A 陳悅兒     1A 鄭詠曦     1A 何家浩     1A 何紫瑩     1A 黎倩瓏     1A 芮心怡 

1A 王楷懿     1A 葉芷銘     1B 陳煒進     1B 韓寶藍     1B 黃俊鑫     1B 邵泓博 

1B 黃伯忍     1B 黃子進     1B 吳星瑤     1B 許子航     1C 畢梓鑒     1C 常文雅 

1C 鄒紫瑩     1C 李政君     1C 李俊逸     1C 林俊池     1C 羅彥祺     1C 王麒淇 

1C 張子晴     1D 高澄       1D 林依晨     1D 李澤睿     1D 王銘朗     1D 韋程澤 

1D 張熙恒     1E 程安馨     1E 張嘉旭     1E 古俊昇     1E 李銘辰     1E 翁煜星 

1E 鄭一釩 

 

表演節目二：直笛獨奏 
負責老師：鍾麗萍老師 
 
3A 詹欣怡以《We are the two musicians》獲得第 71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 W334 直笛獨奏季軍。 

 

表演節目三：合唱團(初級組) 

《希望、信心和喜樂》 

負責老師：黃佩賢老師、梁淑欣老師、王倩筠老師 

本年度初級組合唱團的團員來自二至三年級，同學經過一年的訓練，已學會基本的二部合唱的歌唱

技巧。合唱團參加第七十一屆的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獲得聖樂組的優良成績，同學皆表現出色。

團員透過演唱《希望、信心和喜樂》，用悅耳的歌聲帶出「愛」的信息。 

 

《希望、信心和喜樂》歌詞 

至聖的上帝 高坐天上寶座 

指示奇妙道路 日日領我行 信心引導我 希望照亮前路 

喜樂使我親近祢 求主 今願活在主愛中 

 

哦創造的主 最燦爛的明星 

伴我行人生路 不偏離主道 信心引導我 希望照亮前路 

喜樂使我親近祢 求主 今願活在主愛中 

 

至聖的上帝 高坐天上寶座 

指示奇妙道路 日日領我行 信心引導我 希望照亮前路 

喜樂使我親近祢 求主 今願活在主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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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團學生名單： 

 

2A 陳怡萱     2A 黃卓鵬     2A 江燦薇     2A 張家誠     2A 孫慕欣     2A 歐陽晨希  

2B 呂詩語     2B 楊裕茹     2C 黎倩儀     2C 吳塵朵     2C 楊穎翹     2D 歐劍猷  

2D 蔡銘源     2D 陳逸禮     2D 鄭斯尹     2D 謝佳慧     2D 黃紫嵐     2E 王陳佳敏  

3A 張智音     2E 王書瑶     3A 陳瑋澄     3A 程若楠     3A 張殷犖     3A 柯曦珈 

3A 劉湘琪     3A 王俊皓     3A 嚴嘉晴     3A 嚴嘉柔     3B 張云升     3B 李昕彤 

3B 文冰旋     3B 阮家愉     3B 童梓辰     3B 葉芯瑜     3E 謝錦發     3C 盧淑玲 

3C 吳政文     3C 黃凱茵     3D 周子晴     3D 何詠婷     3D 何若希     3D 潘俊凱 

3D 曾雅瞳     3E 鄧楚雯     3E 黃可欣     3E 李泳妍     3E 劉軒彤     3E 黃子濠  

 

表演節目四：直笛獨奏 
負責老師：黃佩賢老師 
 
3D 何若希以《We are the two musicians》獲得第 71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 W334 直笛獨奏亞軍。 

 

表演節目五：合唱團(中級組) 

《採橘》、《芒草香》 

負責老師：鍾麗萍老師、何明慧老師、張敏婷導師 

本年度合唱團(中級組)的團員來自四至五年級。合唱圑參加第七十一屆的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獲

得中文歌曲合唱組季軍。團員透過演唱《採橘》和《芒草香》，用悅耳的歌聲帶出大自然之「美」。 

 

《採橘》歌詞 

金風過山崖哎  橘林彩燈掛 

姑娘挎籃上山來  笑聲在林間灑 

身似春燕飛哎  竹剪響嚓嚓 

身似春燕飛哎  竹剪響嚓嚓 

 

*悉里里里嚓拉拉拉 悉里里里嚓拉拉拉 

採呀採呀採呀 

悉里里里嚓拉拉拉 悉里里里嚓拉拉拉 

採呀採呀採呀* 

 

一串採橘歌哎  滿筐五彩霞 

姑娘深情溢笑臉  飛出心頭話 

愛林如愛家哎  人勤山也發 

愛林如愛家哎  人勤山也發 

 

重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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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草香》歌詞 

 *芒草香  芒草香  秋神悄悄過你身旁 

 不回頭  不回頭  秋神祂不回頭* 
 

 秋風起  陣陣秋風吹散芒草那棉花一般的花蕊 

 看呀  一片片芒草花蕊隨風飄落地  多淒美 
 

 重唱* 

 

 啊芒草呀  趁你身上花蕊沒有掉盡的時候 

 請你跟我一起走  請你跟我一起走 

 

 看呀  晚霞滿天靜悄悄的   

 夕陽也將沉落西山  夕陽落西山 

 

合唱團學生名單： 

4A 陳心悅     4A 何馨語     4A 卓淽柔     4A 方藝哆     4A 黎芷睿     4A 莫穎湘  

4A 詹雅文     4B 黃怡蓊     4B 丘藹晴     4C 鄭安亭     4C 徐慧妍     4C 葉樹靜  

4C 顏  晴     4C 謝倩彤     4E 陳安娜     4E 鍾穎晞     4E 林頌瑤     4E 袁梓桐  

5A 龐媛丹     5A 王  梓     5A 王定涵     5A 蕭文菁     5A 鍾子琪     5B 蔡雙愉  

5B 張卓恆     5B 鄧鈺傜     5B 黃珈曼     5B 林心怡     5B 王一涵     5B 姚晞怡  

5B 鍾子璐     5C 李佳宜     5C 陸珈權     5C 薛冬妍     5C 吳梓煜     5C 楊灧  

5C 張家城     5D 鄧鋇瑤     5D 范程菲     5D 黃勻焓     5D 黎雨蕎     5D 李紫嫣  

5D 邱琬喬     5D 趙君瑜     5F 林樂瑤     5F 劉珍慈     5F 彭嘉盈     5F 鄒苗萱  

5F 詹燕彤     5F 趙嘉瑤     5G 陳鈺霖     5G 何燕青     5G 謝馨玥 

 

表演節目六：直笛二重奏 
負責老師：林賽玲老師 
 
6A 鄧安琦、6B 黃焯思以《Andante》by Mozart 獲得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 W327 直笛二重

奏優良證書。 

 

表演節目七：弦樂小組合奏《歡樂頌》 
負責老師：林智朗(表演指揮)、李倩琳(弦樂導師)、鍾麗萍老師 

 

本校弦樂小組今年新成立，當中包括第一聲部小提琴、第二聲部小提琴和大提琴，同學們平日練習

非常認真，所以合奏訓練半年，已可以為大家演奏貝多芬的名曲《歡樂頌》。 

 

弦樂小組學生名單： 

2A 周思銘     2E 魏浩展     3A 張殷犖     3A 姚彥吉     3B 黃鈞濠     3B 黃逸謙 

3C 黎啟恒     3E 歐炘羽     3E 黃子豪     4A 王佩誼     4A 鄭奕朗     4C 鄭安亭 

5B 陳樂怡     5B 林心怡     5F 鄭彩伶     6B 溫靖茜     6C 李心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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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節目八：鋼琴獨奏  
負責老師：林賽玲老師 

 

2A 吳偉鋒以《Wandering, Op109, No.1》獲得第 71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 W105 鋼琴獨奏季軍。 

1A 苪心怡以《German Dance》獲得第 71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 W100 鋼琴獨奏季軍(榮譽)。 

5A 帥宇澄以《Valse Miniature, Op25, No.3》獲得第 71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 W113 鋼琴獨奏冠軍(榮

譽)。 

 

表演節目九：古箏獨奏《綉金匾》 
負責老師：林賽玲老師 

6A 張熙彤以《綉金匾》一曲獲得第 71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 N503 古箏獨奏亞軍。 

 

表演節目十：粵劇表演《蝶舞翩翩話梁祝》 
負責老師：魏朗聲師傅 (培訓班導師)、馬渝茵老師、梁惠琼書記 
 

《蝶舞翩翩話梁祝》這首曲目講述梁山伯與祝英台化蝶成仙的愛情故事。 
 
表演學生名單： 

1A 鄭奕男  1B 吳星瑤  1C 錢嘉熙  陳丙燁  1E 古俊昇  2A 皮珊熒  2B 顏思琪 

2D 黃亮瑜  3E 郭芷豪  5D 陳樂怡  黃勻焓  6B 黃卓賢   

 

司儀：6D 梁嘉駿 

 

*萬里花開遍 

 蝶舞飛翩翩 

 蝶兒呀結伴成對 

 蝶兒共舞最纏綿 

 重唱* 

 

*梁祝化蝶飛上天 

 雲上已經變神仙 

 天仙伴同在彩雲上 

 醉人歌舞千遍 

 凡塵世俗緣 

 未似梁祝心堅 

 話梁祝故事傳後世 

 留傳到目前 

 
 重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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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節目十一：東方舞(初級組) 《小雞小雞》 
負責老師：劉幗貞女士(培訓班導師) 
 

「小雞小雞」內容講述一群小雞在農場開心玩耍的快樂情景。 
 

東方舞初班學生名單： 

1A 何紫瑩   1B 白羅鈺涵   1B 黎鑫湖  1C 鄒紫瑩  1C 王麒淇  

1C 張雨婷   1D 黃熙媛   1E 程安馨  1E 羅一曈  2D 羅詩妍  

3B 李昕彤   3B 余思彤   3D 周雯蕊  3D 祝芷妮  3D 曾雅瞳  

 

 

表演節目十二：東方舞(校隊)《小錦雞》 
負責老師：劉幗貞女士(培訓班導師)、雷秀珍老師、陳麗儀老師、吳詠桐教學助理 
 

本校東方舞校隊在元朗區校際舞蹈比賽 2018 及東方之珠舞蹈大賽均獲得金獎，在屯門區舞蹈比賽

獲得銀獎，後更獲得學校舞蹈節比賽的甲級獎。 

 

「小錦雞」內容講述一群初生的小錦雞，聽著笙聲，緩緩起舞，隨隨舞動，帶出一片生機，一片喜

慶。 

 

東方舞組學生名單： 

2A 陳怡萱  2B 曹子琛  2B 曹子驍  2D 鄭斯尹  3A 陳瑋澄 

3A 關芷晴  3A 黃曉蕙  3A 嚴嘉晴  3A 嚴嘉柔  3A 張智音 

3D 周雯蕊  3E 黃可欣  3E 黃子濠  4A 方藝哆  4A 莫穎湘 

4D 曾嘉妮  4E 梁善怡  5A 黃詠賢  5E 蕭葉垚  6A 陳穎琪   

6A 李嘉晞  6A 鄧健晞  6A 吳穎曈  6A 嚴儼  6C 葉詠兒   

6D 李嘉宜  6D 黃筱萱  6D 梁雅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