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文田官立中學校歌

	

同    學      儕            世界  文 明  日  月
同    學      儕            歷史  進 程  事  益

新        專  心   研讀    創     奇     能         人  無  兩 度    再   青
新        親  仁   團契    見     奇   能         文  明  永 垂    億   萬 

年。         莫   把韶 光 付    東      川     莫  把韶光 付    東
年。         應   將生 命 許    山      川     應  將生命 許    山 

川。          凡   我 輩  修齊治平志宜  堅            利  同 群  竭力追隨古  聖
川。          凡   我 輩  守道力行似鐵 堅            振  雄 心  服務熱忱比 先

賢。         福   社        會             道 德宏 章  振   鐸       聲。
賢。         耀   母        校             薄 海齊 揚  歌   頌       聲。

曾貫穀校長詞

                                                                   黃飛然先生調



平面設計（封面、入場券、海報）：3M鄭穎姿同學

鳴  謝

榮譽贊助嘉賓學校管理委員會委員尹德勝先生（SBS, BBS, JP）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沙田大會堂

禁毒基金

何文田官立中學校友會

何文田官立中學家長教師會

中樂團指揮吳汝洲先生

第121旅童軍旅長何志磊童軍校友

第121旅童軍校友

導演劉子鈿校友

編劇麥天樞校友

舞台監督梁狄峰校友

《多謝老師》作曲填詞陳世昌先生

《多謝老師》指揮溫麗明女士

我們的團隊（2009-2010 度教員合照）

陳振雄先生（教師代表）、劉國強教授（社會人士代表）、

李慶煇先生（校友代表）、尹德勝先生（社會人士代表）、

黃淑華女士（教育局代表）、何歐佩娟校長、

梁劉翠華女士（家長代表）、梁嘉敏女士（教師代表）

學校管理委員會 (2009-2010)



在田師傅經營的「巴富蛋糕店」內，學徒阿文恃着自己的聰明而時

常躲懶；而何妹則謹守本分，努力烘焙傳統的蛋糕。可是，好景不常，

一間新蛋糕店開張後便搶去巴富蛋糕店不少生意。

這不禁令各學徒懷疑蛋糕店堅守的經營信念。他們如何自強不息，

面對這挑戰呢？這齣劇揉合歌舞於劇情中，通過蛋糕店學徒的經歷，巧

妙地演繹「大巴富精神」。

歌舞話劇  蛋糕的味道

負責老師 陳煒楷老師
編劇 麥天樞校友
導演 劉子鈿校友、麥天樞校友
舞台監督 梁狄峰校友、廖靜汶
舞台設計 李靜敏、梁蕙娟
服裝／道具 李靜敏、陳日南
舞蹈編排 馬文怡、熊卓瑤、茹健朗、趙嘉雯

演員

何妹 胡惠珊
阿文 畢永謙
田師傅 熊卓瑤
小柔 高翠盈
小妍 趙嘉雯／馬文怡

王益圓	 石育瑚	 安金玲	 吳彥儀	 李卓鴻	 李姵儀	

李曉祺	 沈子彤	 忻鏈湘	 周巧儀	 林敏玲	 姚曉欣	

茹健朗	 張思穎	 張雪儀	 梁玉怡	 梁敬樂	 許麗珠	

陳冬綾	 陳意心	 陳樂怡	 章惠婷	 黃小桐	 黃鵬閩	

楊玥誼	 廖珉璡	 劉芷禧	 賴姵彤	 龍文懿	 鍾志強

譚	 泳	 關凱瑩	 關潔琳

舞蹈員

客串老師

何群昌	 曹玉玲	 楊佩芳

陳振雄先生（教師代表）、劉國強教授（社會人士代表）、

李慶煇先生（校友代表）、尹德勝先生（社會人士代表）、

黃淑華女士（教育局代表）、何歐佩娟校長、

梁劉翠華女士（家長代表）、梁嘉敏女士（教師代表）



家長教師會委員參與學校活動期間，看到老師在教導學生時盡心竭

力，無不萬分感激。我們希望藉著獻唱《多謝老師》一曲，表達對老師

的謝意，也希望學生能像家長一樣尊師重道。我們的練習不多，歌藝平

凡，但我們希望以赤子之心，表達我們對老師的真摯謝意！

親子頌師恩

家長團員

王桂容	 成惠姍	 何炳麟	 何美玲	 李秀宜	 李桂芳	 杜玉妹	

卓東山	 張綺華	 張綺霞	 梁玉葵	 梁慧蓮	 郭穎絹	 黃若嫻	

黃麗珠	 黃麗琼	 楊美群	 葉桂英	 葉婉玲	 葉惜妹	 鄒美媚	

趙慧冰	 劉翠華	 歐	 屏	 黎翠雲	 譚慧珍	 蘇家玲	

學生團員

左煒民	 何文康	 吳穎琪	 卓廷羲	 招浩婷	 林樂芝	 茹健朗

袁可兒	 張珈盈	 梁國斌	 陳洁瑩	 陳曉澄	 曾詩程	 黃婉婷

黃皓琳	 黃靖怡	 葉子悅	 劉悅霞	 盧穎琳	 蕭佩蕎	 鍾柏欣

鄺金華	 譚煒君

曲詞  陳世昌先生

指揮   溫麗明女士



本校合唱團歷史悠久，旨在提高同學們對音樂藝術的興趣、發揮

同學的音樂才能及提高個人之生活情操。合唱團分為高音、中音及低音

三個聲部，人數約八十人。合唱團經常在校內及校外演出，獲得一致讚

賞。通過合唱團的各種培訓活動，學生的音樂造詣得以提高，在校際音

樂節比賽的獨唱、合唱等組別中奪得冠、亞、季及多個優異獎項。

合唱團

合唱團歌曲

1. 帶我逛一逛         李超源曲詞

2. Song of Joy          Hymn text by Henry van Dyke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Based on HYMN TO JOY by Ludwig van Beethoven 
Original music and text by SUE FARRAR 
Arranged by John Ness Beck

3. Bless This House   Music by May H. Brahe
          Lyric by Taylor

指揮  黃欣華老師

合唱團團員

孔惠欣	 王芷婷	 左煒民	 石育瑚	 朱亭欣	 朱凱潼	 何泳熙	 何芷蕊

何紫晴	 余芷澄	 吳彥儀	 吳婉君	 吳穎琪	 李卓敏	 李姵儀	 李彩欣

李淑嫻	 沈子彤	 卓廷羲	 周雅婷	 周咏詩	 招浩婷	 林婉欣	 林雅思

林樂芝	 邵嘉健	 姜巧童	 洪蕙忻	 唐佩詩	 翁子殷	 袁可兒	 張珈盈

張靜雯	 梁玉怡	 梁萃彥	 梁瑞晴	 梁節儀	 梁煒瑋	 郭凱彤	 陳洁瑩

陳意心	 陳嘉嘉	 陳曉彤	 陳曉澄	 麥海琪	 傅詠琳	 曾詩程	 湯可兒

雲朗婷	 馮美琪	 黃小桐	 黃安琪	 黃婉婷	 黃皓琳	 黃靖怡	 黃麗珊

楊美慧	 楊婉婷	 楊紫穎	 楊詠恩	 楊葉紅	 楊瑋晴	 葉子悅	 趙靜君

劉汶諺	 劉泳祺	 劉芷晴	 劉盈盈	 劉悅霞	 劉婉 	 鄭晞曈	 鄭綺丹

黎雯意	 黎穎珊	 盧穎琳	 蕭佩蕎	 謝芷靜	 鍾柏欣	 簡蕙詩	 鄺金華

譚煒君	 關凱瑩





尹德勝先生（SBS , 	 B B S ,	

JP），大中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

兼行政總裁，香港中華廠商聯合

會卸任會長（現任該會永遠名譽

會長），香港品牌發展局創局主

席、香港機械金屬業聯合總會名

譽會長。尹先生的家族企業原本

經營稀有金屬產品，今天已漸漸

擴展到貿易、地產和其他製造行

業。多年來，尹先生為香港社會

各界擔任多項公職，包括香港特

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香港貿易發展局、香港勞工顧問委員會、僱

員補償保險徵款管理局、僱員補償保險剩餘制度管理局，以及創

新科技署委員會等。

尹先生早年在香港肆業，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及斯里求斯

大學分別取得工程學和市場學學位。

尹先生尤其熱衷教育工作，自2008年起擔任本校學校管理委

員會委員，對提升校園學習氣氛和推動學校持續發展提供寶貴意

見。尹先生尤喜愛攝影及音樂，善於欣賞生活帶來的美。尹先生

得悉學校舉辦五十周年金禧校慶綜藝晚會，即慷慨解囊贊助五萬

元活動經費，作為學校推廣藝術表演和學生課外活動的用途，師

生均表感謝。

尹德勝先生（SBS,	 BBS,	 JP）、學校管理委員會主席黃淑華女

士、九龍城區總學校發展主任陳淑嫻女士、何歐佩娟校長、教師代表

陳振雄老師、家長教師會主席梁劉翠華女士、校友會會長唐卓敏醫

生、總領袖生葉慧穎同學、學生會主席何小華同學

主禮嘉賓尹德勝先生簡介

主禮團



何文田官立中學建校五十年，為社會培養不少人才。學生除了在學

業和品德方面表現優良外，還在藝術、音樂、話劇等多元學習經歷方面

表現出色。今晚，我們主辦「金禧綜藝晚會」，匯聚了校友、家長、老

師的力量，構建了一個影音的舞臺，讓學校不同持分者的潛能得以發揮

和展現，讓同學的夢想得以實現。在籌備、排練、演出的過程，同學、

老師、家長和校友都盡心盡力，團結起來，為確保演出成功而全力以

赴。結果，事實證明：只要勇於嘗試，夢想總成真。

主禮嘉賓尹德勝先生簡介 晚會介紹

程序表

司儀

李泳龍	 冼葆綸	 蘇媚媚

一、 大合唱 校歌 全體

二、 開幕禮 主禮嘉賓致詞、亮燈儀式 主禮團

三、 中樂團樂曲演奏
金鳳凰
弓舞

中樂團

四、 童軍創作劇 壹貳一正傳 歷屆童軍校友

五、 禁毒話劇 毒誘（由禁毒基金贊助） 中文戲劇學會

六、 英語話劇 The	Secret	Piano	Rumour 英文戲劇學會

七、 合唱團表演
帶我逛一逛
Song	of	Joy
Bless	This	House

合唱團

八、 親子頌師恩 多謝老師 家長教師會

九、 歌舞話劇 蛋糕的味道 其他學習經歷組



中樂團

本校中樂團由優質教育基金「青鳥計劃」資助，於一九九八年十月

成立，初期只教授笛子、柳葉琴、揚琴、二胡及敲擊樂器。時至今日，

教授的樂器種類更多，包括古箏、琵琶、中阮、笙及大提琴等。樂團現

有五十多名團員，除服務學校外，還在公開典禮中演出，更參與新加坡

中學、日本中小學的交流活動，擔任親善大使的角色。樂團成立十多年

來，成績優異，在校際音樂節比賽中屢獲殊榮。

中樂團

（1）金鳳凰                                        揚‧慶琛曲   吳汝洲編曲

中樂團樂曲簡介

（2）弓舞                                                                    商易曲

指揮  吳汝洲先生

中樂團團員   

弓舞是我國第一部表現歷史題材的民族舞劇，1959年在上海首

演。內容描寫鴉片戰爭後，清朝沒落，各地農民紛紛起義的故事。樂曲

以明清以來的漢族古典音樂和江南民間音樂為創作素材開展而成，音色

秀麗、悲壯、扣人心弦。

「水庫修在兩山間，灌溉萬里好莊田，豐收美景實可愛，引來鳳凰

舞翩翩。」鳳凰是我國吉祥的象徵，本樂曲輕鬆流暢，利用「笙」的獨

特音色和技巧，描寫鳳凰陶醉於美景之中，展翅高歌的情景。

田潔晴	 朱亭欣	 朱鼎文	 何文康	 何珈其	 吳浩章	 吳鳳鑒	 吳樂蓉

李佩恩	 李彩欣	 李澤炫	 林易頤	 林芷瑩	 林浩民	 邱學煒	 茹健朗

張雪儀	 張耀聰	 梁浚耀	 梁凱喬	 梁煒瑋	 梁曉筠	 莫梓尉	 郭倩瑩

郭嘉琦	 湯浩殷	 馮文愉	 黃安琪	 黃芷詠	 黃靖怡	 黃靖鈞	 黃穎霞

楊沛民	 葉好怡	 葉懿陞	 廖婉彤	 熊卓瑤	 趙桂鵬	 趙嘉雯	 劉庭輝

劉婉 	 鄭婉君	 黎潤傑	 黎穎珊	 盧曉彤	 龍文懿	 謝浩鋒	 謝欽智

鍾偉康	 鄺曉斌	 羅千寶	 譚兆菁	 關樂恩	 蘇媚媚	 歐陽穎妍



六十年代巴富街官立中學壹貳一同學參加了學校童軍。從此他有

著一段與別不同的人生經歷。他在學校、工作及生活上不時遇到挑戰，

但是他憑著內心堅強的信念，成功地完成自己人生中每個階段的目標。

究竟他怎樣克服重重困難呢？本故事充滿勵志色彩，並由歷屆童軍校友

及在校童軍合作創作和演出，更有身在外國的校友童軍客串在錄影中亮

相，表現出何官畢業生與學校的深厚感情。

人物介紹

童軍創作劇  壹貳一正傳

演出者（歷屆校友）

旅長 何官 何志磊校友
團隊長 胡浩順校友
隊員 壹貳一 吳豪宗校友、曾慶然校友、林子游校友、周世洪、

黎潤傑、鄧均彥

尹兆豐	 王俊霖	 司徒棉	 石耀中	 吳家傑	 岑嘉林	 巫允民	 李可期

李兆保	 李聿允	 李卓恒	 李炳祥	 李濰漢	 周樂敏	 林均松	 林素儀

林幹榮	 林嘉裕	 林鵬齡	 冼伯衡	 侯錫華	 柯俊騏	 馬	 陽	 高劍青

區倡豪	 梁國基	 陳冠星	 陳竟明	 陳慶榮	 陳錦波	 陸遠成	 麥錦榮

曾嘉慧	 游其喆	 楊沛燊	 楊綺琳	 葉乂東	 趙偉良	 劉寶兒	 潘世豪

潘定鈞	 鄭玉明	 鄭邵倫	 鄭	 穎	 黎活仁	 錢家祺	 韓杰龍	 羅嘉熹

譚建明	 蘇永強	 蘇廣生	 全體童軍



本學年學校中文戲劇學會得到禁毒基金的資助，編排了一齣禁毒話

劇《毒誘》，向同學宣揚遠離毒禍的重要訊息。

故事講述安琪本是希望有一個平凡幸福的生活，但現實的殘酷卻

對她處處留難。一次不經意中，安妮發現父母對她的存在與她想像中

不同，欲找同學傾訴的安妮突又發現原來同學們對她的做人行事亦不滿

意。此時，安琪的內心充滿掙扎，希望有另一條可以通往她一直嚮往的路。

面對父母的離異、同學的背叛、毒品的誘惑，安琪最後到底可會誤

入歧途？

禁毒話劇  毒誘

角色 演員
安 康鈺宜
琪 陳咏詩
父親 家長	卓東山
母親 家長	張綺霞
小孩 張潔欣
安父 鄭加東
安母 陳希文
同學甲 陳曉彤
同學乙 傅詠琳
同學丙 梁萃彥
同學丁 梁瑞晴
同學 余芷澄
同學己 李婷婷
醫生A 何劍仁
護士A 陳慧映
護士B 袁可兒
護士C 方		晴

職位 工作人員
導演 何劍仁
助理導演 洪蕙忻
編劇 何劍仁	 洪蕙忻	

許智生
舞台監督 黃政賢
執行舞台監督 歐陽穎妍
助理舞台監督 張雋立	 許智生
燈光設計 葉福華
服裝指導 任悅昕	 郭姵廷
後台 林穎欣	 陳碧珊	

陳希晴	 陳蕙愉	
李苑婷



Cast List 
Kathy Tam Wai Kwan
Janitor﹣﹣Mrs. Lo Tang Cheuk Ning
Christy Mak Po Shan
Principal Lo Chun Kit
Kelly Lai Pui Tung
Anna Siu Ka Kin
Chloe Chow Hau Yee
Candice Li Pei Yee
Kathy 2 Yeung Tsz Wing
Doctor Lau Ho Yin
Mrs. Lo 2 Ng Hiu Fong
Miss Kan Ngai Chin Ting
Student 1 Wong Chiu Yee
Student 2 Lo Chung Ming

Production Team 
Director Mr. Ho Kwan Cheong

Script writer
Mr. Ho Kwan Cheong
Woo Sam

Stage Manager
Woo Sam
Cheung Tsz Tung

Setting
Yip Sai Cheong
Wang Yanru

Props
Ng Yann Yi Anview
Ho Tsz Yui
Zen Kai Chung

Lighting Iu Lok Yin
Sound Wan Kam Leung

Costume
Wang Sha
Leung Chit Yee
Lee Hiu Ki

Make﹣up
Ip Wai Man
Wong Cho Suet

The Secret Piano Rumour
There is a rumour in HMT College: “Don’t go near the Music 

Room at night. When you hear the piano music,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or someone missing.” One day, Kelly’s roommate Kathy 
goes missing. Kelly is worried and together with three of her best 
friends, Chloe, Anna and Candice, they start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mystery. 

 Mrs. Lo, the Janitor, is the suspect. Is the rumour true? Where is 
Kathy? What is the story behind it? These are the mysteries they want 
to sol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