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場序 
 

1.  合唱團 ------------------------ 東華心 

2.  普通話集誦 ------------------- 民歌 

3. 中國民歌 ---------------------- 馬蘭謠 

4.  英文話劇 ---------------------- Jason’s Choice 

5. 粵劇演出 ---------------------- 鳳閣恩仇未了情 

6. 弟子規武術 

7. 東方舞 ------------------------- 切那格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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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節目一：合唱團 

《東華心》 

負責老師： 鍾麗萍老師、何明慧老師 

本年度合唱團的團員皆來自一年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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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員透過演唱東華三校的院歌《東華心》， 

帶出東華仁愛的精神。 

 
歌詞 

熱熾獻上每分愛 每點真 

扶助患難互關心 施恩想到了別人  

行善我 我願能 

盡我愛意獻上善心 東華心 千顆心 共行 

育幼敬老也關注 莫再等 

扶病助弱用真心 真心抒發了熱能  

無論富 或貧  

為這世界種善因 東華心 千顆心 共印 

互助互慰問積福行善去 

盡力令這地鋪滿福利 義務地努力 

服務社會敢去負責任 關注人 

無盡愛心能 步近 

 
 
歌詠團學生名單： 

1A  鄭芷盈  勞  浚  黃馨儀  鄭凱琳  陳思泳  張莉思   葉晉成  戚希耀 

1B  溫荏萱  鄧安琦  吳穎曈  李心慧  張心楹  陳易聰  鄧健晞  曾坤宇  梁俊昌  陳家全 

1C  黃焯思  馮家晴  簡鈞宜  關雅文  何雨詩  蔡  澄  趙家翹  曾紫鑫  蔡浩龍 

1D  王可頤  曾子悅  王子涵  莫嘉怡  陳錦曦  陳穎琪  葉詠兒  蔡巧兒 何樹葳 

1E  李雅筠  姜默涵  黃嘉穎  黃銘芯  黃柏熹 馮詠恩  袁詩韻  張熙彤  王文琪  鄧嘉雯 

     黃達誠  洪婉雯  劉祖恒  呂靖軒  蔣嘉明   蕭淞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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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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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屆屯門元朗區小學普通話朗誦比賽」集誦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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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軍 

 

節目內容簡介: 

余光中先生所寫的這首詩題為“民歌＂，但顯然它不是指一般意義上的民歌。在這裏，它指的

是中華民族那種傳統的文化精神，那種生生不息薪火相傳的自立於世界民族之林的精神。 

       黃河長江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它們哺育著滋潤著中國文化的靈魂。我們勤勞勇敢，我們

自強不息。一代又一代的炎黃子孫在神州大地上繁衍著，傳承著這種傳統文化，並使之發揚光

大。即令黃河長江“凍成了冰河＂，“我的血也結冰＂，還我們廣大的同胞，我們的子子孫孫，

為之拚搏為之創造。同時，又層層遞進。由黃河長江到“我你他＂，從自然環境到中國社會。

渾然一體，一氣呵成。 

        這首詩還是以其壯美為主。如“只有黃河的肺活量能歌唱＂、“還有長江最最母性的鼻音＂“還

有我的紅海在呼嘯＂等句子，無不充滿了質感，力度和豪邁之氣。 

 

民歌      余光中 

  

傳說北方有一首民歌     只有黃河的肺活量能歌唱 

從青海到黃海           風  也聽見  沙  也聽見 

如果黃河凍成了冰河     還有長江最最母性的鼻音 

從高原到平原           魚  也聽見  龍  也聽見 

如果長江凍成了冰河     還有我，還有我的紅海在呼嘯 

從早潮到晚潮           醒  也聽見  夢  也聽見 

有一天我的血也結冰     還有你的血他的血在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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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A 型到 O 型           哭  也聽見  笑  也聽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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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集誦隊學生名單 

6A 王堯欣 黃琬瑩 雷慧琛 陳詩敏 

    楊任詩 陳詩淇 林巧珍 徐雅莉 黃婉勛 

6B  黃澤華 

6C  余漫莎  俞昕 

5A 戴曉霖  鄭家嘉 梁嘉彤 張煒欣 

張倩瑩  張芷筠  孫俊桉  成昕翰 

5B  雷欣橦  黃盈盈  袁穎芝 陳嘉津 鄭詠琪 

5C  陳絲絲  符展榕  冼文豐   

 

表演節目三：中國民歌 
《馬蘭謠》 

負責老師：林賽玲老師 

4B 鍾芷昕以《馬蘭謠》獲得「2013 年長城杯中國文化藝術大賽 聲樂組」冠軍，評判認為 

「芷昕聲音甜美，表情動作協調，服飾搭配得當。」 

《馬蘭謠》歌詞描寫故鄉美麗的景色和各樣的事物，表示對親人的思念，並透過歌聲唱出這地

方的點點滴滴。 

馬蘭謠歌詞： 

青山一排排呀，油菜花遍地開，騎着那牛兒慢慢走，夕陽頭上戴。天上的雲兒白呀， 水裏的魚

兒乖，牡笛吹到山那邊，誰在把手拍。這裏是我的家，這裏有我的愛，爺爺說過的故事我會記

下來。這裏是我的家，這裏有我的愛，外婆唱過的童謠，我會把它唱到青山外。 

 

表演節目四：英語話劇 《Jason’s Choice》 

負責老師： 郭靄怡老師、陳蔚茜老師 
 

本校英文話劇組參加「2013-2014 年度 香港學校戲劇節」獲得十二個獎項，包括傑出劇本獎、

傑出導演獎、傑出演員獎(七個)、傑出舞台效果獎、傑出合作獎及傑出整體演出獎。 

《Jason’s Choice》講述一個剛在學校獲得一個『傑出學生』獎的男孩子 Jason 很想買一輛漂亮

的紅色自行車，希望可以跟他的同學一起踏自行車。但是他家境清貧，沒有錢買，所以他很不

開心。在他回家途中，他在地上拾到一個銀包，銀包內有五千元。他內心非常爭扎，他想：「究

竟我應該拿這些錢嗎？我真的很想買一架最漂亮的自行車啊！」最後，Jason 會怎樣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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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t List 演員表 

Name of Character  角色 Name of Actor/Actress  演員 

1.  Jason   TANG DANIEL MING CHUN 

2.  Sarah   CHAN LOK YIU 

3.  Danny   HUI CHUN SING 

4.  Wendy   CHAN SZE MAN 

5.  Mum   TANG HO LAAM 

6.  Angel   WONG YIU YAN 

7.  Devil   LAM WING CHI 

8. Mr. Newton   ZHANG SUM 

9. Mrs Maka   WONG YAN YI 

10. Delivery 1   LAI YEE WA 

11. Delivery 2   LAM HAU CHUN 

 

 
表演節目五：粵劇演出 

《鳳閣恩仇未了情》 

負責老師：魏朗聲師傅(培訓班導師)、陳容根師傅(培訓班導師)、張嘉敏老師 

 

節目內容簡介： 

鳳閣恩仇未了情是粵劇中的著名經典劇目。內容講述郡主紅鸞與金國大將軍耶律君雄是戀人。

後來郡主要回宋國，君雄送別紅鸞的故事。 

 

《鳳閣恩仇未了情》角色： 

2A 任展鵬：耶律君雄      6C:曹泳清：紅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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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閣恩仇未了情》歌詞： 

 
男詩白：異國情鴛驚夢散 空餘一點情淚濕衣衫 

男：一葉輕舟去 人隔萬重山 鳥南飛 鳥南返 鳥兒比翼何日再歸還 哀我何孤單 

女：休涕淚 莫愁煩 人生如朝露 何處無離散 今宵人惜別 相會夢魂間 我低語慰檀郎 

輕拭流淚眼 君莫嗟 君莫歎 終有日 春風吹度玉門關 

男：情如海義如山  孰惜春意早欄珊 虛榮誤我 怨青衫  

女：憐無限 愛無限 願為郎君老朱顏 勸君莫被功名誤 白少年頭莫等閒 

男：一葉輕舟去 人隔萬重山 鳥南飛 鳥南返 鳥兒比翼何日再歸還 哀我何孤單 何孤單 

 

表演節目六：弟子規武術  

負責老師：于立光教練、梁美薇教練、鄭月嫦主任、梁欣欣老師、高慧明老師 

     

本校武術隊剛於本學年成立，隊員先後學習了「弟子規」武術及五步拳。「弟子規」原名《訓蒙

文》，為清朝康熙年間秀才李毓秀所編撰，其內容以教導為人子弟者關於孝順、友愛、謹慎、誠

信、愛人、尊師重道及學習的道理，而「弟子規」武術則配合武術把其精神發揮；「五步拳」則

是長拳入門拳套，也是學習國際標準武術入門之基本拳術組合套路，它包含了武術中最基本的

五種步型、三種手型及不同手法。 

黃天昊則同學自幼習武，先後獲得多個武術比賽獎項，其中刀術尤其出色。他於去本及本年更

先後獲得「全港公開青少年 兒童武術分齡賽 集體初級刀術」冠軍及「個人初級刀術」季軍等

殊榮。 

 
武術隊學生名單 

1C  盧劍明 

3A  簡善珩  李曉瑩  羅雪瑩  黃曉瑩  鄔竣日  黃琬榆  袁天恆 

3B  張寶兒  李佩恩  彭聖偉  蕭惠欣 

4A  謝日朗  孔德燊 

4C  陸灝程 

6C  黃天昊 

 

http://baike.baidu.com/view/3464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8508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062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45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4134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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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節目七：東方舞 
《切那格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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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六

屆元朗區舞蹈比賽」獲得金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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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屆舞蹈比賽」的金獎及「第五十屆學校舞蹈節比賽」的甲級獎。 

「切那格那」是講述一群彝族的兒童，在山上快樂地跳舞的歡樂情景。 

 

東 方 舞 組 學 生 名 單 : 

2A 盧曉璇 

4A 梁思欣 黃倩玟 

4B 陳麗施 鍾芷昕 梁芷菁 

4C 劉倩欣 

5A 鄒裕婷 林詠芝 陸秀兒 鍾嘉怡 

5B 鄭依琳 吳倖瑜 黃惠琴 

5C 陳絲絲 

6A 陳詩淇 葉雅琳 黃  煒 

6B 陳沛霖 陳芷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