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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程序表 

司儀    陳嘉雯主任  梁羽鳳老師 
小司儀  3A 吳翱晴  4A 黎曜霆  4B 鄭希林  6A 蘇俊康 

 

 1. 校長致詞  

 2. 中樂 (1)康定情歌  (2)武術 

 3. 朗誦 6B 吳湘   (粵) ：《狂風怒號》 

6A 陳愛瑤 (普) ：《鴿子》 

 4. 低年級爵士舞 特工兄弟 

 5. 花式跳繩 南區學生係最「繩」 

 6. 初級組英語話劇 The Story of Niam 

 7. 手鐘 (1)Seek Ye First (2)God Is So Good / Jesus Loves Me 

 8. 手鈴 Old McDonald 

 9. 唱遊 廚具嘉年華 

 10. 管弦樂團暨 

管弦樂高班 

(1)Pomp and Circumstance 

(2)Surprise Symphony 

 11. 朗誦 4B 鄭希林 (英)：《 The Whistler 》 

5A 梁凱晴 (粵)：《路的啟示》 

 12. 高年級爵士舞 我定能做到 

 13. 東方舞 咱們來跳花鼓燈 

 14. 牧童笛 Andante 

 15. 跆拳道 激活成就跆拳道表演 

 16. 管弦樂初班 (1)小星星變奏曲 

(2)French Folk Song 

(3)Lightly Row /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4)Mary Had A Little Lamb 

(5)Oats and Beans 

(6)Theme of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 Lightly Row 

 17. 高級組英語話劇 The Great Race 

 18. 醒獅 瑞獅展雄風 

 19. 朗誦 4A 葉程 (英)：《 The Whistler 》 

4D 黎凱嵐 (普)：《陶奇的暑期日記》 

 20. 合唱團 (1)希望、信心和喜樂 

(2)Children of The World 

 21. 大謝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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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生名單 

    
中樂 

張璟熙 張倩瑜 陳彥霖 歐浩鋒 黃詩熳 關文軒 趙舫熙 

吳卓喬           徐敬朗 麥心兒 周碧芯 林盟欽 周晉 覃慧雅 

吳宗元           邢嘉宜 林浩言 吳卓軒 鄭澤霖 李卓軒 袁晞晴 

李悠         吳翱晴 何施穎 李昕熙 凌心兒 黃燡淇 梁樂童 

袁家一          鄭日藍 褚嘉怡 余朗熙 畢國豪 畢國偉 樊叶兒 

林霖          陳詠申 方愷潼 黎曉楹 劉紫棋 張樂言 潘嘉卉 

梁誠軒          麥晉熙 邊滿依 羅子諾 伍詩銘 林恩桐 何尚蔚 

梁柏盈 黃靖峰 蘇俊康 吳宗貝    
     

管弦樂團暨管弦樂高班 
陳梓朗 鄭雅方 黎芯柔 邢嘉宜 陳志滔 鍾尚延 鍾尚樺 

李俊義 吳治鋌 陳柏銘 何衍邦 郭卓謙 劉奷姸 趙文富 

王泳琳 陳樂熹 黃昇平 黎曜霆 陳靖 萬晉浩 鄭伊庭 

陳狄希 吳鎧瑋 沈頌軒 邱禮彥 陳忞昕 陳梓謙 黃栢朗 

陳卓芝 朱栢灝 劉卓悠 李彥誼 梁凱晴 邊滿依 張津宥 

陳烺楨 洪逸      
     

東方舞 

張芷晞 楊欣澕 霍俊雅 黎烙因 羅榆喬 李貝貝 林藹璇 

黎映彤 李敏銣 李樂怡 陳映羲 周呈曦 陳善瑜 何濬而 

張熙林 簡洛妍 周偲穎 呂穎芯 黄煒欣 郭媐玥 杜萌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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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生名單 

    
花式跳繩 

鄭恩晞 鄭珮淇 黎佩詩 王卓盈 葉程 劉芷蕎 曾卓慧 

梁樂勤 吳柏鋒 莊愷源 羅子諾 黃永言 李巳彤 麥梓澄 

羅子朗 黎佩珊 李心悅 勞美研 陳以澄 劉曉嵐 梁栢濤 
     

低年級爵士舞 
阮泳嵐 鄭雅琳 周文晞 黎昊霖 黎朗伽 余晞頤 鄭日藍 

吳天予 歐浩鋒 范曉樂 李思毅 吳卓喬 柯沛琪 歐浩然 

周碧芯 馮芷晴 邢嘉宜 劉潤芊 麥博文 伍穎芯 何濬而 

李倩瑤 凌心兒      
   

手鈴 
蔡愷愉 楊欣澕 梁子力 陳逸熹 甘朗天 梁子聰      

低級組英語話劇 
張卓然 梁子力 杜曉晴 簡洛妍 林子喻 羅俊培 鄭廣駿 

李淳風 李善雅 魏子博 葉晉佑    
    

高級組英語話劇 
梁君諾 伍穎芯 宋紀言 黃玥婷 鄭廣駿 高宏謙 胡熙林 

楊婧菲 陳倩瑜 張樂言 李凱彤 李東洛 伍君錡 何文正 

張樂熙 謝思澄 袁晞晴 葉雋 陳子祐 霍顯諾 王子樂 

傅思皓 黎朗言 李心悅 勞美研 黃愛琳 容卓言 吳湘 

梁栢濤 黃琛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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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生名單 

    
醒獅 

楊其臻 龔進文 梁皓熙 羅子朗 梁柏曦 馬偉諾 溫志昇 

湯梓滔 胡嘉俊 黎浩軒 丁浩賢 朱熠堅 梁子鐫  
    

高年級爵士舞 
潘珮瑩 何蕊兒 宋卓盈 杜芯兒 黎曉楹 袁以浚 吳家茜 

陳卓芝 李凱彤 李彥誼 何欣庭 林渙蓉 陳以澄 吳熹瑭 

劉曉嵐       
   

跆拳道 
吳承軒 楊哲 陳彥霖 張天洛 何憲晴 江焯瑜 梅景森 

郭政深 鄭穎行 關文軒 施卓軒 葉鎮誠 陳梓朗 黎凱壹 

陳曉紅 詹美柔 陳毅喬 林子喻 張揚 吳庭熙 吳承鋒 

黄暐博 霍穎姸 江依晨 李易庭 盧凱嵐 呂穎芯 鄭佳銘 

黃可蘊 黃樂瑤 葉晉佑 吳治鋌 黎凱義 劉軒 鄭皓堯 

蔡純斌 胡潤生 楊鈞博 鄭卓傑 區庭禧 陳靖 梁仲軒 

萬晉浩 鄭可兒 沈頌軒 譚沛琳 陳梓謙 張綺悠 江栢維 

麥晉熙 楊其臻 陳宇軒     
   

唱遊 
                 

張芷晞 趙舫熙 沈嘉朗 陳百亨 周文晞 黎烙因 楊善行 

張天洛 潘雅瑜 譚晉銘 林智彥 吳卓喬 施卓軒 黄煒欣 

鄭卓林 鄭雅方 簡洛妍 梁樂童 麥穎賢 劉芷均 黃考孜 

江依晨 林子蓁 盧凱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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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生名單 

    
牧童笛 

 

     
合唱團 

王梓程 鄭卓林 鄭雅方 張俊熙 杜曉晴 覃慧雅 黎曉楹 

陳朗耀 林晉宇 黃樂徒 吳宗元 周偲穎 李善雅 郭瑋謙 

盧凱嵐 吳卓軒 黃考孜 黄煒欣 陳子健 鄭澤霖 方愷潼 

梁君諾 梁成旭 吳翱晴 何衍邦 郭媐玥 李晴朗 陳忞昕 

李昕熙 蔡靖熙 馮梓朗 葉詠琳 歐浩然 王泳琳 吳鎧瑋 

郭藴姿 陳逸熹 鄭卓傑 黎佩詩 李雪怡 楊潤康 劉家喬 

陳家樂 陳芷喬 鄭希林 朱汶晞 馮芷程 黎卓朗 鄭可兒 

陸沚彤 宋卓盈      
     

管弦樂初班 
沈嘉朗 司徒力衡 曾晉亨 黄珺洛 楊哲 楊家熙 梁栢濤 

陳恩蓓 黎烙因 陳可翹 冀學禮 周家朗 范睿駿 梁柏盈 

黎映彤 林梓恩 吳景鴻 卓朗晴 周呈曦 郭卓禮 莊愷源 

李心星 楊舜 葉鎮誠 陳子慧 鄭卓林 張俊熙 鄭希林 

林子喻 黄暐博 周曉悅 江依晨 林子蓁 鄭靜彤 陳逸熹 

譚皓謙 阮懷進 陳朗耀 楊爾謙 黎曉㼆   
    

畢國偉 李晉浩 吳梓諾 王卓盈 林霖 楊子晴 謝祉珈 

吳天妤 郭瑋謙 何國鋒 陳愛瑤 周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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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生名單 

   
手鐘 

李信希 周偲穎 鄭卓穎 蔡恩悅 梁子聰 李雪怡 岑焯琳 

譚晉棋 劉希南 宋卓盈 梁銘芯 林泓熹 李鴻博  

 
 

粵語朗誦 

梁凱晴 吳湘 

     

普通語朗誦 

黎凱嵐 陳愛瑤 
     

英語朗誦 

葉程 鄭希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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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義工名單 

   
林忠蘭 李月卿 李敏兒 鄭秀晶 黃燕萍 梁德慧 

陳琰湄 夏麗娜 梁君詠 鄭佩儀 黃美兒 葉玉葵 

鄭喜蓮 謝艷媚 葉美郡 劉詩敏 胡文琪 何兆銘 

鄭佩芝 許願 鍾佩雯 陳小蘭 陳結蓮 林春紅 

陳思曉 林美娟 崔樂 雷燕萍 梁翠茵 冼嘉儀 

王鳳珺 張美寶 李芷馨 夏牡香 梁佩珊 符麗慧 

梁根鳳 梁麗霞 廖嘉賢 劉婉儂 黎詩韻 鄭婷婷 

倪元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