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畢業禮音樂劇歌曲 

Songs of  Graduation Musical  

 

力量（粵語） 

作曲及編曲：謝浩文    填詞：Ms. CHUNG Anita 

 

若同伴來到  一切多美好 

盡情地微笑  高興的共舞 

假使碰到波折  説句不怕 

多麼勇於挑戰  勇氣可嘉 

懂得創新想法  活動一下 

喜愛想像  總有新方法 

 

我們以心擁抱  投入地愛 

讓愛心發亮  體諒跟關心別人 

我們會一起向前路直往 

合作不間斷  阻障都跨過 

假使碰到波折  我怕不怕 

假使碰到挑戰  夠勇敢嗎 

可否創新一下  活動一下 

可會想像  找到新方法 

 

我們會否擁抱  投入地愛 

問愛可發亮  可用心關心別人 

我們會否一致同步直往 

合作可會亂  阻障可跨過 

假使碰到波折  哪會不怕 

假使碰到挑戰  已退出嗎 

怎可創新一下  並沒想法 

怎會想像  找到新方法 

 

我們哪懂擁抱  無力地愛 

沒愛可發亮  怎樣可關心別人 

我們哪可一致同步直往 

合作總會亂  阻障跨不過 

假使碰到波折  要説不怕 

必須勇於挑戰  勇氣可嘉 

必須創新一下  活動一下 

需要想像  找個新方法 

 

一起過一起撐  合力好嗎 

關愛不斷  擁抱多一下 

 

 



希望號（普通話） 

作曲及編曲：謝浩文    填詞：Ms. CHUNG Anita 

 

遠方的朋友  你們好 

我們的團隊  歡迎你們來到 

請與我們跳起  航海的舞蹈 

 

要尋找遙遠的地方 

登上希望號  就會找到希望 

讓我們準備啟航 

 

*在海上航行不容易  要擁有勇氣 

也許會不習慣  想放棄  目標要堅定 

我們要互相提醒  要一直前進 

感受到温暖的陽光 

登上希望號  就會找到希望 

讓我們航向遠方 

 

就讓我們浩浩蕩蕩  離開最熟悉的家 

一邊歌唱一邊冒險  甚麼都不怕 

就讓我們浩浩蕩蕩  不怕風雨不怕浪 

乘着微風看着太陽  朝着彩虹島出發＊ 

 

能不能找到北極星 

一閃一閃的  帶給我們指引 

再讓我們擁有  無限的憧憬 

 

我們在一起  不孤單 

不管在途中  遇見甚麼困難 

決定了一起往返 

 

重唱 * 

 

 

 

 

 

 

 

 

 

 

 



用愛改變世界（普通話） 

作曲及編曲：謝浩文    填詞：Ms. CHUNG Anita 

 

海洋生物： 

早習慣這個海洋  多骯骯髒髒 

不會再感到驚訝 

逼不得已接受  被纏繞綑綁 

這是我們的日常 

 

也許習慣了承受  這一些傷害 

在委屈中活過來 

誰可以救救我們呢  改變我們這個狀態 

 

HOPE： 

聽見了苦苦的哀求  我們該離開還是停留 

可憐的海洋動物如此難受  是否該伸出援手 

 

*相信我們只要有愛  就有力量改變世界 

互相幫助多一點  互相關懷多一些 

學會了解學會體貼  學會付出一點時間 

用我們最單純的心  用愛心感染世界＊ 

 

HOPE： 

把一個一個鋁罐  每個塑料袋 

所有垃圾摘下來 

要把所有廢物  統統卸下來 

讓你們自由自在 

 

海洋生物： 

感謝你們的幫助  讓我們解脱 

改善我們的生活 

我們就像以前一樣  再次感到生氣勃勃 

 

全體： 

能分享同一個海洋  也能看見同一片藍天 

能分享一個擁抱一個笑臉  分享同一個明天 

 

重唱 * 



Beauty of the Sea 

Composer & Arranger: Mr TSE Kenneth    Lyricist: Ms. CHUNG Anita 

Fish: 

Oh no! We can’t see, in this grey, grey sea 

You and me, are we playing hide and seek? 

 

HOPE: 

Grey, grey fish, in this grey, grey sea 

Let’s give it a thought, and let us make you clean 

When we feel stuck 

Let’s think outside the imagined lines  

When we feel blurred  

We can try to keep an open mind 

 

All: 

*Though there’s a lot of trash under the sea 

There are lots of treasures 

Where can they be? 

Make use of everything that we can see 

Let’s be as creative, as we can be* 

We can do it, we can do it! 

 

HOPE: 

Let us scrub, scrub, scrub, with what we can seek  

Don’t worry, there are corals and seaweeds  

 

Fish: 

Swim swim swim, in the blue blue sea 

Take a look at us, we are now blue and green  

 

All: 

When things are dull 

We can try our best to make them shine 

We are so fine 

‘Cause we all have beautiful minds  

 

Repeat * 

 

There are lots of treasures under the sea 

There is love and friendship for you and me 

We can be creative if we persist 

There’s a transformation  

Open our eyes, we see the beauty of the sea 



Let’s Fix It!  

Composer & Arranger: Mr TSE Kenneth    Lyricist: Ms. CHUNG Anita 

 

Lalalala Lalalala 

We are so ready 

We just need to get the right tools 

Fix the broken ship 

Lalalala Lalalala 

How hard can it be? 

It’s not rocket science, and there is you and me 

 

*Lalalala Lalalala 

Nothing can’t be fixed 

We just need to get the right tools, 

Get to work and sing 

Lalalala Lalalala 

Nothing can’t be fixed 

It’s not rocket science, oh we can do the tricks  

 

Oh with some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Let’s hammer in the nails 

And with some clang clang clang clang 

Our effort will not fail 

First we can fix the bow 

Then we can fix the sail 

Let us take some time to fix the bottom 

 

Next we can fix the stern 

Then we can fix the side 

In no time we will be ready to sail 

 

Lalalala Lalalala 

Oh we are so ready 

We just need to get the right tools, 

And fix the broken ship 

Lalalala Lalalala 

Oh how hard can it be? 

It’s not rocket science, and there is you and me 

 

Repeat * 

 

Hey yo hey yo, Hey hey yo hey yo 

Work under the sun 

Hey yo hey yo, Hey hey yo hey yo 

And it’s kind of fun 

 

Hey yo hey yo, Hey hey yo hey yo 

Thank you everyone 

Lalalalalala Nothing can’t be fixed 

Lalalala Nothing can’t be fixed 

We’re done! 

 

 



慶祝（普通話） 

作曲及編曲：謝浩文    填詞：Ms. CHUNG Anita 

 

一起鼓掌一起歡呼  我們一起跳高 

一起唱歌一起跳舞  我們感到驕傲 

排除了萬難  又越過了阻撓 

我們到達了彩虹島 

 

為得到能量闖蕩  每一步都不簡單 

我們努力地過了  一關又一關 

得到一些經歷  經過了一些成長 

證明人類和動物  也能共渡患難 

 

*Yeah Yeah  讓我們全力以赴 

Yeah Yeah  讓我們熱烈慶祝 

Woo Hoo  我們載歌載舞 

一起高聲慶祝 

 

一起航海一起冒險  一起流過汗水 

一起堅持一起向前  不管我們多累 

越過了海洋  遇見了誰和誰 

學會欣賞世界的美 

 

經過了風風浪浪  走過光明和黑暗 

我們努力地過了  一關又一關 

得到一些領悟  經過了一些成長 

這些珍貴的回憶  到以後再回看 

 

重唱 * 

 

 

 

 

 

 

 

 

 

 

 

 

 

 



彩虹的希望（普通話） 

作曲及編曲：謝浩文    填詞：Ms. CHUNG Anita 

 

雨慢慢停了  太陽出來了 

光折射希望  變成彩虹了 

 

*生命就是一場一場冒險  抱着愛與勇氣走到終點 

新的觀點帶來新的發現  一起加油  夢想會實現 

 

在熟悉的地方  感到舒適 

是否該探索  這個世界多神祕 

面對新的挑戰  需要勇氣 

就大喊一聲  為自己打氣 

 

重唱 * 

 

也許太多失望  太多感慨 

我們的世界  需要更多的關懷 

擁抱每一分鐘  每個現在 

我們別再等  世界需要愛 

 

期待黑暗過後的曙光 

我們也能從中得到力量 

人生跌跌撞撞多平常 

雨後卻能期待  温暖的陽光 

這就是彩虹的希望 

 

看遼闊的天空  千變萬化 

地球一直轉  每一天都不一樣 

新的世界需要新的思想 

為世界創作  一些新模樣 

 

我們不曾想過退縮  讓我們肩並肩 

為這個世界  作出更美更好的改變 

我們一直相信  大雨停下了  彩虹會出現 

 
 
 
 
 
 
 
 
 
 
 



大合唱 Finale 

好心情（普通話）   

 

願你有個好心情  平安喜樂在心裏 

讓我們來祝福你  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 

 

耶穌愛你  愛你  讓祂愛圍繞你 

喜樂充滿你  煩惱都忘記 

每天好心情 

 

願你有個好心情  因為耶穌好愛你 

讓我們來祝福你  每一天主的愛陪着你 

 

*耶穌愛你  愛你  讓祂愛圍繞你 

喜樂充滿你  煩惱都忘記 

每天好心情 

 

重唱 * 

 

#喜樂充滿你  煩惱都忘記 

每天好心情 

 

重唱 # 

 

 

A Gift to You    

 

*Everything I am 

Everything I'll be 

I give it to you Lord 

And do it thankfully 

 

Every song I sing 

Every praise I bring 

Everything I do 

Is a gift to you* 

 

Everything I have 

All you’ve given me 

I give it to you Lord 

And do it thankfully 

 

Every song I sing 

Every praise I bring 

Everything I do 

Is a gift to you 

 

Repeat * 

 

Is a gift to you 

 

 

 



友誼萬歲（粵語） 

離去倍覺依依  這一生裏  仍念我師 

此際話別臨岐  再隱隱記  舊日淘氣 

小鳥今天遠飛  離巢他去  但願進取 

指引光輝遠景  有足跡處  盡是桃李 

 

誠意送上祝福  盼好風會  常為你吹 

此際伸手笑握  縱聲歌唱  在校園裏 

不理日後如何  前途趕上  步步進取 

今天雙手放開  再握之際  又在何處 

 

 

我們畢業了（粵語）(迎海校) 

曲/詞：歐君兒 

相聚，同在這裏 

我們，願再相隨 

校長師長在我心裡 

今天我們，未有失去 

今日，齊坐這裏 

我們，收起眼淚 

讓當天你的關愛 

令我一生福滿載 

* 微笑著離開了 

探索知識的奧妙 

全賴學校常伴我 

窩心衷心的照料 

微笑著成長了 

從新開始閃耀 

感激學校曾為我 

載滿燃油讓我闖 

* 相聚，同在這裏 

我們，願再相隨 

校長師長在我心裡 

今天我們，未有失去 

今日，齊坐這裏 

我們，收起眼淚 

校長師長在我心裡 

那熱誠從未有減退 

讓當天你的關愛 

令我一生福滿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