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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ams on Stage 
Culture and Arts Show cum Fundraising Night  

 “Passing on the wil l  to self-actualize and to serve, realizing the dream to 
diversify and to excel” has been our school’s principle of development. To promote 
all-round development for every student, the ‘One Sport One Art in Life’ programme 
has been in place since 1997. The programme enables every student to explore and 
develop his  or  her potential in  sports and arts by choosing to participate in a variety of  
courses and activit ies, including Chinese and Western musical  instruments, dance and 
sports.  Our cult ivation has borne fruit,  as demonstrated by the awards our sports and 
arts teams have won in various competit ions throughout the years.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a better platform to showcase their achievements, we are currently upgrading the 
equipment in the school hall .  The init iat ive wi l l  provide students with improved sound 
and stage l ighting systems for their pract ices and performances.           

Materializ ing the school hall  improvement plan requires resources and your 
support. To this end, the school wi l l  organize a culture and arts show cum fundraising 
night on 9 July 2014 (Wednesday), 7:00-9:15 pm, at the school hall .  Themed “Dreams 
on Stage”, the event wil l  feature performances by our top dance and arts teams, 
providing a platform for students to showcase their talents. On this special occasion, 
the school would l ike to cal l  for donations from members of society, the Incorporated 
Management Committee, parents, students and alumni to support our school  hall  
improvement project. Those who would l ike to join us and support our init iat ive are 
welcome to purchase tickets for the event at HK$50 each.  

We rely on parents and alumni support  of the above fundraising event through 
ticket purchase and donations. We thank you in advance for supporting init iatives to 
provide a better school environment for our students. For enquiries, please contact Mr 
Lau Sau Ming, the PE teacher or Ms Choi, the school secretary.               

Ng Kit  Yung 

                                                  Principal  
 

Remarks:   Yan Oi Tong, the school’s  sponsoring body, is  registered as a char itable institution 
under section 88 of the Inland Revenue Ordinance. Those making a  donat ion 
ofHK$100 or more wil l  therefore be issued a receipt for tax deduction.    

 
 
 
 
 
 
 
 
 
 
 
 



 

 
 

Culture and Arts Show cum Fundraising Night: Dreams on Stage 
Programme Run-down 

 
Date:  9 July 2014 (Wednesday) 
Time: 7:00-9:15 pm (guests to arrive at 6:30 pm) 
Venue: School hall 

 

Item Performance Performers 

1.  Harp  Ho Ka Man (alumnus) 

2.  Erhu  6D Law Wang Hin  

3.  Guzheng  Law Ho Yan (alumnus)  

4.  Guzheng, erhu and harp  
Law King Ya (alumnus), 6D Law Wang Hin,  
Ho Ka Man (alumnus)  

5.  A cappella   A cappella team  

6.  
Symphonic band 
performance  

Symphonic band members 

7.  Duet 4A Chui Kai Lun, 4D Wong Kit Ning  

8.  Shaolin rising  Martial arts team of SKH Ling Oi Primary School  

9.  Drama 6A Yu Pui Keung 

10.  Chinese dance Chinese dance team 

11.  Piano  2A Yeung Ngai Lam  

12.  Lieder 
5D Li Pui Ying,  
5D Leung Hoi Yan (piano accompaniment) 

13.  Jazz dance Jazz dance team 

14.  Solo 5D Lin Ming Sze  

15.  
Chinese orchestra 
performance  

Chinese orchestra members 

16.  Latin dance 
1A Kwok Wing Tung, 2B Kwok Wing Hei,  
4C Wong Yiu Hon, 5A Liu Wan Hin,  
5B Leung Man Hei, 5B Liu Kai Sum 

17.  Real clothes, my style S1 - S5 designers and models  

 
 
 



藝 術 教 育 
接觸藝術 

欣賞藝術 

參與藝術 

好想藝術 



飛 躍 舞 台 夢 

日期︰2014年7月9日(星期三)  時間︰晚上7:00-9:15 
地點︰仁愛堂田家炳中學禮堂 

文藝匯演籌款晚會 



演奏者何家敏校友現為豎琴、鋼琴及小提
琴老師、婚禮樂司，並於香港教育學院修
讀音樂教育碩士。家敏經常在教會及各大
商場作公開演奏，並曾與美國豎琴冠軍 
Melissa Calusio 大師同場演奏，及後更
跟隨 Melissa 學習豎琴演奏級。家敏今次
特意回校於文藝晚會與大家分享豎琴的旋
律。 

豎琴演奏 校友何家敏 

演奏者羅灝恩校友自幼受家庭薰陶，熱愛中樂，尤
其古箏及笛子，於國際比賽、公開比賽及校際比賽
屢獲殊榮，曾榮獲： 
 
•   英國靈閣嶺國際音樂大賽民族樂器冠軍 
•   首屆國際民族器樂合奏大賽重奏小組銀獎 
•   首屆國際民族器樂合奏大賽小型中樂團組金獎 
•   第六屆全國青少年科學與藝術春晚中樂團合奏國星獎 
•   第六屆全國青少年科學與藝術春晚古箏獨奏金星獎 
•   2008 年上海音樂學院定級考試古箏十級優秀 
•   2011 年上海音樂學院定級考試笛子八級優秀 
•   2010 年中央音樂學院等級考試古箏演奏文憑級合格  
•   第60屆香港學校音樂節中阮初級組亞軍 
•   第59屆 香港學校音樂節古箏深造組冠軍 
•   首屆國際古箏比賽自選曲目組銀獎 
•   2010 年仁愛堂野外長征南極考察之旅成員 

古箏演奏 校友羅灝恩 



古箏、二胡及豎琴合奏 
 
 

校友羅灝恩、 6D  羅弘軒、校友何家敏 

演奏者 6D 羅弘軒同學自小與家姐灝恩熱愛中
樂，尤其醉心二胡及笛子，並於校園積極推動
中樂，曾榮獲： 
 
•  2012 – 2013 年校園藝術大使（音樂） 
•  首屆國際民族器樂合奏大賽重奏小組銀獎 
•  首屆國際民族器樂合奏大賽 小型中樂團組金獎 
•  第六屆全國青少年科學與藝術春節聯歡晚會   
•  中樂團合奏國星獎 
•  第六屆全國青少年科學與藝術春節聯歡晚會  
•  笛子獨奏金星獎 
•  2011 年上海音樂學院定級考試二胡十級優秀 
•  2013 年上海音樂學院定級考試笛子八級優秀 
•  第 62 屆 香港學校音樂節 笛子中學中級組冠軍 
•  第 61 屆 香港學校音樂節 笛子中學初級組冠軍 
•  第 59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二胡中級組季軍 
•  第 57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二胡初級組亞軍   
•  2013 年仁愛堂極地之旅肯亞成員 
 

二胡獨奏 
 

6D 羅弘軒 



無伴奏合唱是本年度新成立的歌唱組合，
是一種節奏感強，並且不使用樂器伴奏
的歌唱形式。組員經過一年的訓練，水
準不斷提升，今次藉著文藝晚會首次為
大家獻唱。 

無伴奏合唱 
管樂團已成立多年，團員鼎盛，而且經常
到各地作公開演出，水平亦有所提升，曾
榮獲中華文化藝術節初賽、決賽及全年總
決賽金獎。 

管樂團 

4A  徐啟倫同學與  4D 王潔鈴同學為 
2013 - 2014 年度歌唱比賽高級組亞軍，
今次她們繼續「獨彈合唱」高歌一
曲…… 

合唱 4A  徐啟倫 、 4D 王潔鈴 

聖公會靈愛小學少林功夫隊成立了一年多，隊員除了學習少林武術的基礎技術和基本禮
節外，廖師父尤其著重武德的訓練，所以隊員皆為守紀和尊師重道的好孩子。看看他們
聽隨師傅的鼓聲，有勁地耍出少林真功夫。 

鼓動少林 聖公會靈愛小學少林功夫隊 



劇社 
本校劇社成立多年，並曾與香港話劇團合作，派出團員
擔任導師，同學皆從中有所獲益。劇社同學熱愛戲劇，
每次演出除了自編自導合演，製作道具，調控燈光和音
響外，還會安排場地訓練及綵排，可謂一絲不苟。劇社
連續多屆於校際戲劇節榮獲： 
 
‧評判推介演出獎    ‧傑出導演獎  ‧傑出合作獎 
‧傑出舞台效果獎    ‧傑出演員獎  ‧傑出整體獎 
‧傑出劇本獎 

戲劇 

中國舞為本校各項舞蹈中最富有中華文化色彩的，每次表演組員皆穿上華美的舞衣
與及手持獨特道具配合主題。中國舞組曾榮獲屯門區第27屆及28屆舞蹈比賽金獎第
49屆校際舞蹈節甲級獎。 

中國舞 



演奏者 2A 楊毅霖同學自小學一年級學習
鋼琴，現時已考獲英國皇家音樂學院鋼琴
考試八級，並將於今年暑假考取演奏級証
書。楊同學曾榮獲校際音樂節綱琴比賽冠
軍與及全港青少年鋼琴公開比賽冠軍等。
在此預祝楊同學演奏級考試成功，並歡迎
同學於文藝晚會為其打氣。 

鋼琴獨奏 2A 楊毅霖 
演唱者 5D 李沛盈同學自小學三年
級學習聲樂，現時已考獲聲樂六級
証書。沛盈尤其熱愛藝術歌曲，課
餘更聘請導師加以指導，故於校際
音樂節曾榮獲中文獨唱組冠軍和外
文獨唱組亞軍，並於公開賽屢獲殊
榮。今次文藝晚會演出更邀請 5D
梁凱甄同學為其鋼琴伴奏。 

藝術歌曲 5D 李沛盈 

爵士舞為本校最多同學參與的舞蹈項目，組員每年於各項公開賽及校際舞蹈節皆取
得佳績，更曾於 2011 - 12，2012 - 13 及 2013 - 14 連續三屆校際舞蹈節榮獲優等獎
及編舞獎。 

爵士舞 



藝術歌曲 5D 李沛盈 

中樂團人才濟濟，大多團員於小學已加入樂團，並經過長期訓練，除了經常作公開表
演外，亦曾榮獲全國青少年科學與藝術大會國星獎、中華文化藝術節初賽、決賽及全
年總決賽金獎、香港青年音樂匯演優異獎、國際民族器樂合奏大賽最佳音色獎及金獎。 

中樂團 

拉丁舞 
拉丁舞為本校最值得推介的項目，組員廖啓森與廖雲軒兄妹除了為體育舞蹈香港代
表，更曾獲總會推薦參加香港青少年傑出運動員選舉。兄妹二人每年皆到不同國家
參賽，屢獲殊榮。而 5B 梁文熹和 2B 郭詠曦一組與及 4C 王耀漢和 1A 郭詠同一組皆
於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榮獲總冠軍及校際舞蹈節取得優等獎，而詠曦和詠同姊
妹更為體育舞蹈十五歲以下香港代表。 



一班熱愛時裝設計的同學與模特兒，將全心全意為大家展示他們精心設計的作品，多
謝大家的支持。 

真我霓裳 

5D 連銘詩思同學榮獲 2013-2014 年度歌
唱比賽高級組獨唱組冠軍，連銘詩同學今
次將會為大家唱出…，歡迎大家欣賞田家
炳中學好聲音。 

獨唱 5D  連銘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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