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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五十周年校慶感恩崇拜暨音樂劇《國王與我》由校董、家長、老師、校友和超過100位學生一同參演，
大家全情投入慶祝學校踏入五十周年，經過個多月來日以繼夜的練習和綵排，見證著恆久和耐力訓練的成果
，以及意志的鍛鍊與追求，彼此都為這次演出付出最大的辛勞，讓我們向所有表演者報以最熱烈的掌聲及最
由衷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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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P.1

王校長與李紫昕小姐到台上謝幕王校長與李紫昕小姐到台上謝幕

圓音樂劇圓滿結束

為了慶祝本校金禧年校慶，本校舉辦了一系列校慶活動及比賽，並設計精美校慶紀念品、出版書刊及製作影
片，與全校師生、家長共同分享這份喜悅。
為了慶祝本校金禧年校慶，本校舉辦了一系列校慶活動及比賽，並設計精美校慶紀念品、出版書刊及製作影
片，與全校師生、家長共同分享這份喜悅。

P.4P.4

50周年校慶影片50周年校慶影片

本校向李紫昕小姐頒發感謝狀本校向李紫昕小姐頒發感謝狀 老師們也踏上舞台參演舞台劇老師們也踏上舞台參演舞台劇

回校後全校老師亦一起拍照留念回校後全校老師亦一起拍照留念

原定於10月9日下午假荃灣大會堂舉行之五十周年校慶感恩崇拜暨音樂劇《國王與我》，因當日遇上八號強風
信號無奈地取消了。
學校本著「一切為孩子」的理念，希望能盡力爭取讓學生、家長、老師及校友能順利演出，校長帶領著行政
團隊從清早到深宵，經過不停的討論、等候、禱告，更不斷與大會堂及相關機構協商及爭取，感恩最終能成
功爭取於10月10日上午十時三十分進行音樂劇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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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百名學生參與演出，機會實屬難得過百名學生參與演出，機會實屬難得

五十周年校慶活動五十周年校慶活動

植物染手帕尖子工作坊植物染手帕尖子工作坊

「酒精彩裏的空中花園」尖子工作坊「酒精彩裏的空中花園」尖子工作坊

典禮禮儀講座典禮禮儀講座

陶瓷畫製作班陶瓷畫製作班

環保與藝術工作坊環保與藝術工作坊
五十周年校慶系列書刊五十周年校慶系列書刊

《國王與我》音樂劇場刊《國王與我》音樂劇場刊

五十周年校慶特刊藍色版及金色版、
《芬蘭學習體驗》、《國際文化校園》、

《樂學在十架》

五十周年校慶特刊藍色版及金色版、
《芬蘭學習體驗》、《國際文化校園》、

《樂學在十架》

天氣不似預期 十架無畏無懼天氣不似預期 十架無畏無懼

6C 潘予晴6C 潘予晴

2B 胡梓瑤2B 胡梓瑤

1B 譚芯賢1B 譚芯賢

5A 王雅倩5A 王雅倩

五十周年校慶比賽五十周年校慶比賽

‧幼稚園親子填色比賽
‧「我的夢想」繪畫比賽
‧「芬蘭號」外貌設計比賽
‧親子標語創作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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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夢想」繪畫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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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 余嘉琳5C 余嘉琳

4F 陳允悠4F 陳允悠



50周年校慶精華影片50周年校慶精華影片

學生小演員載歌載舞，台下掌聲不斷，觀眾們都非常投入欣賞表演學生小演員載歌載舞，台下掌聲不斷，觀眾們都非常投入欣賞表演 學生們都一同參演音樂劇學生們都一同參演音樂劇

P.2P.2 P.3P.3
校董、家長、老師和校友也變身成舞台劇演員校董、家長、老師和校友也變身成舞台劇演員

五十周年校慶感恩崇拜暨音樂劇《國王與我》五十周年校慶感恩崇拜暨音樂劇《國王與我》

主禮嘉賓

中聯辦新界工作部宣教處處長

鄭于樺先生

香港路德會第一副會長及香港路德會基督教教育委員會主席

李日誠牧師

香港路德會第二副會長

陳煜新牧師

主禮嘉賓

中聯辦新界工作部宣教處處長

鄭于樺先生

香港路德會第一副會長及香港路德會基督教教育委員會主席

李日誠牧師

香港路德會第二副會長

陳煜新牧師

音樂劇表演的過程中，在場的觀眾都看得非常投入，多次掌聲雷動，反應熱烈﹗學生、
家長、校友及老師的每張笑臉，都展現了對本校的支持和熱愛，也彰顯了上帝的恩典。
音樂劇末段，王校長與李紫昕小姐(Purple姐姐)一起到台上謝幕的一刻，全場感恩無限，
大家都能感受到只有眾志成城，群策群力，上下一心，才能讓校慶音樂劇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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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周年標誌³一段里程，未來的日子挑戰不斷，盼望家長們仍能信任、鼓勵、支持與守望，讓十架仝
人繼續肩負著共同的教育使命，讓每個學生都能盡顯上帝所給予的潛能和恩賜，使他們活出生命的意義
和價值，達致榮神益人，健康成長！

五十周年標誌³一段里程，未來的日子挑戰不斷，盼望家長們仍能信任、鼓勵、支持與守望，讓十架仝
人繼續肩負著共同的教育使命，讓每個學生都能盡顯上帝所給予的潛能和恩賜，使他們活出生命的意義
和價值，達致榮神益人，健康成長！

我們於2021年10月29日的旅行日播放音樂劇的精彩片段讓學生欣賞，李紫昕小姐亦於當天來到學校，身
穿苗族服飾與學生見面拍照，讓未能出席的學生也能感受音樂劇的氣氛，正式為校慶音樂劇寫上圓滿的
句號。

我們於2021年10月29日的旅行日播放音樂劇的精彩片段讓學生欣賞，李紫昕小姐亦於當天來到學校，身
穿苗族服飾與學生見面拍照，讓未能出席的學生也能感受音樂劇的氣氛，正式為校慶音樂劇寫上圓滿的
句號。

鄭于樺先生賀辭鄭于樺先生賀辭

李日誠牧師訓勉李日誠牧師訓勉

音樂劇結束後，大家不忘到華麗的佈置前拍攝紀念照片。音樂劇結束後，大家不忘到華麗的佈置前拍攝紀念照片。

本校學生及家長本校學生及家長

家長義工為學生
小演員化妝

家長義工為學生
小演員化妝學生小演員在文娛廳等候出場學生小演員在文娛廳等候出場

本校老師及職員本校老師及職員

嘉賓嘉賓

幕後花絮幕後花絮

精彩表演慶金禧精彩表演慶金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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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委員 劉峻秀女士
5A何宛程家長
       今年學校五十周年校慶，壓軸活動是李

紫昕姐姐和張崇基先生擔當主演、本校師生

及校友參與的音樂劇—「國王與我」特別

場。公演之日，正值颱風「獅子山」襲港，

當日學校全體師生和家長均擔心音樂劇不能

順利演出，猶幸上主眷顧，終能如期演出。

       這是我首次欣賞音樂劇，只見台上各位

載歌載舞，傾力演出。歌聲悅耳動聽，令台

下欣賞的我們十分投入。
       今次演出成功，五十周年校慶活動亦圓

滿結束。我衷心感謝學校師生排除萬難，盡

心盡力做好每一件事，我為各位感到驕傲。

期待下一次校慶有緣再聚！

家教會委員 王瑩女士
5B羅梵恩、3C羅思恩家長
       這次是我們第一次欣賞音樂劇，我們的學生及老師都有參演這部音樂劇。可以看到大家優秀的演出，實在令人感動。但最令我感動落淚的是背後的一個真實故事，原本我們無緣欣賞音樂劇的，因為當日八號風球襲港。校長及老師們從日出到日落不斷努力去爭取舉辦音樂劇，時間一改再改，無奈八號風球依然懸掛至晚上！最後取消演出！       
       後來風球落下，學生們也十分失落，心有不甘。但在校長及老師們鍥而不捨的努力下，竟然在翌日早上可以再度舉行，真是太好了，更感動的是學生們心情也從陰轉晴。
       在音樂劇最後一刻，看到學生及老師們一起走到台前致謝，也令我既開心又感動，亦使我充分感受到學校「一切為孩子」的宗旨！最後我想說一句：「校長及老師們對學生的愛真是『打風都打唔甩』！」感恩可以遇到那麼好的校長及老師們，多謝大家！

家教會委員 李清連女士
4C梁家寶家長
       敬佩敬佩！我是4C班梁家寶家長，兒子在聖十架
學校愉快學習，也見證到王校長及三位副校長及助理
校長用心帶領同事不斷努力創新，跟上新時代節奏教
育學生，最受益的當然是小朋友了，感恩！
       10月10日是十分難忘和感動的一天，我想所有家
長都會伸出兩隻姆指為學校「點讚」，就連颱風都敵
不過所有教職員那份堅毅。當天能順利演出，要感謝
幕後團隊的付出。在颱風的魔掌下，大家完全沒有恐
懼，反而聚集力量，不斷開會爭取演出音樂劇。學校
永遠站在學生角度去爭取，足以証明十架全體教職員
的那份熱誠。
       正因那份熱誠，也感動了Purple姐姐、編輯、演
員、演奏廳所有職員。Purple姐姐更在晚上為順利演
出而祈禱，那份責任感真是十分難得及偉大。
       感謝聖十架學校所有教職員，您們太棒了！希望
您們那份堅毅，傳授予在校的每一位同學，強烈希望
陸校監及另外幾位校董，極力推介教聯送上獎杯給全
體教職員以作鼓勵。

家教會委員心聲家教會委員心聲

家教會主席 吳端容女士
3D周潔昕、2D周峻熙家長  
       很感恩校慶音樂劇能順利完成。華麗的服飾、引人入勝的劇情、觀眾
投入的氣氛和一衆大小演員精湛的演技舞藝，都是一幕幕美好的回憶！
       除了這些大家有目共睹的成功，相信對於參與策劃籌備和幫忙的各位
來說，更感同身受的是能克服困難時的種種挑戰！而其中最大的挑戰，莫
過於變幻無常的天氣了！因為颱風的關係，音樂劇一直被推延，甚至改期
。但是王校長和一衆老師並沒有放棄，本著一切為孩子的心，可謂日以繼
夜地爭取重新安排演出的機會，為的只是不想讓孩子們的練習付諸流水。
作為家長，其實心裏也少不免要絕望了！可是看到一直在堅持的王校長，
真的被她愛孩子的心所感動，而且打從心裏佩服她的堅毅！
       最後，祝福王校長和各位老師！相信學校在王校長的帶領下會越來越
成功！周年紀念也會一年比一年精彩順利！

家教會委員 閻雅詩女士

3B楊佩錡家長
       學校五十周年校慶音樂劇，十分高興本人女兒有幸參與演出。

演出十分精彩，不論演員、音樂、舞台效果都十分震撼。學校有

這樣的安排，真的非常感謝各位老師和校長的用心。祝願學校學

生繼續開開心心地上學，快快樂樂地回家！

音樂劇結束後，家教會委員都來與校長、助校分享喜悦音樂劇結束後，家教會委員都來與校長、助校分享喜悦

家長演員心聲家長演員心聲

張綺汶女士 (出演角色︰苗國族民)
5A 陳蓁萄媽媽
        承蒙上帝的恩典，路德會聖十架學校經歷半世紀，憑藉
校監、校長、主任、老師及學校員工，上下一心，攜手創造
和推動，促成一個具感恩、珍惜、積極、樂觀的金禧校慶活
動—童話音樂劇《國王與我》。
       很榮幸能與女兒一同參與其中，演出前各師生和家長都
積極排練，務求以最佳狀態演出，大家都懷着既興奮又期待
的心情，迎接這個大日子。
       可惜因天氣關係，音樂劇差點被取消，但我們一直抱持
樂觀的態度，不住禱告，亦感恩經校方與大會堂及相關機構
協調與爭取，音樂劇終於能夠順利進行，整個演出相當精彩
。謝幕時，在台上的我，看着台前幕後所有演出者和工作人
員的喜悅，台下觀眾的掌聲，紫昕姐姐的一席話，更深深感
動在場的每一位。失而復得的感覺，相信各人都會更加珍惜
這次參與和演出的機會。
       祝願學校桃李滿門，迎向下一個光輝的五十年！

繆洛恩女士 (出演角色︰苗國族民)

5B江韻荍媽媽
        學校校慶五十周年，很榮幸可以一起參與學校音樂劇表演

。多謝學校給予今次的機會，可以讓家長和孩子一同練習、一

同在台上表演，真是一次難得的親子體驗。表演當日不幸遇上

惡劣天氣，活動未能如期進行，校長和教職員不眠不休地與主

辦單位和場地商討，爭取表演的機會，就是不想孩子們失望。

        最終這次活動可以圓滿舉行，作為家長的我，經過今次的

活動，更加深深感受到校長對小朋友的愛，「一切為孩子」的

理念，學校的老師和教職員付出的努力，確實令家長們十分感

動，感恩孩子在充滿愛的聖十架學校成長。

葉敬恩女士
 (出演角色︰苗國族民)
5C羅心諾媽媽
        感謝王校長的邀請，讓家長
與學生們有幸踏上這難能可貴的
舞台。參與五十周年校慶舞台劇
之《國王與我》的演出，使學生
們能樂在其中，並開拓新視野，
感受藝術文化與苗族之中華傳統
氣息。
        期望在不久的將來，同學們
有更多擴闊視野、增廣見聞的機
會。最後，感謝王校長和老師們
的安排及與各單位的協調，使是
次舞台劇能順利舉行！

盧藹恩女士 (出演角色︰苗國族民)

5C胡貝嘉、2C胡盼銘媽媽

        感謝學校悉心的安排，讓我

有幸一同參與五十周年校慶音樂

劇。能首次踏上舞台與Purple姐

姐及學生們一同演出，一同分享

學校五十周年的喜悅，真是難得

的機會！
        謝謝！

胡天誠先生
 (出演角色︰苗國族民)
5C胡貝嘉、2C胡盼銘爸爸
        感謝天父、感謝王校長及
Purple姐姐的堅持及信靠，全校幾
百師生、家長才能經歷到箇中的奇
妙，看到充滿感恩的舞台劇，只此
一場。而我們有幸參與，實在是我
們的福氣！願掌聲歸主，平安歸予
尋求祂的人！
        謝謝！

陳雲清女士 (出演角色︰苗國族民)
5A王雅倩媽媽
        感恩能夠參與路德會聖十架學校五十周年音樂

劇， 可以跟女兒雅倩同台演出真是一個很難忘的回

憶，由排練至演出也深深感受到校長和老師們的付

出。希望日後更多參與家長義工活動，為學校邁向

國際出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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