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開遠放》（二十周年校慶主題曲） 

 

作曲: 葉志棚老師 

作詞: 蘇偉文副校長、葉志棚老師、梁庭彰校友 

主唱：師生校友合唱 

 

或會婉惜歉疚羞赧 或會悲傷感觸哀歎  

或會悵惘困擾孤單 

要面對 迎難 

前路到處險壁曲澗 失意挫折難習慣 

灰心過怕洩氣延蔓 

  

念記教誨奮勇精進 就算遠隔暖意不散  

廿載光輝發展璀璨 

努力去 揚帆 

玄道化雨透於心間 雖則定有聚散 

擁抱春風齊期待破繭 

  

侯中佳績再創 松青歡欣發光  

蝴蝶高飛蛻變 

從不安風雨 學習 別失望 

往前行 勇奔康莊 

為夢想變堅壯 

挽手跟你 並肩跟我 砥礪再闖 

同心花開遠放 

 

侯中佳績再創 松青歡欣發光  

蝴蝶高飛蛻變 

未擔心風雨 歷練 滿希望 

愛翱翔 羽衣金光 

為夢想變堅壯 

挽手跟你 並肩跟我 砥礪再闖 

同心花開遠放 

 

 

 

 



 

《六年》（2015年中六畢業班惜別歌曲） 

 

作曲：6N 吳百欣 

作詞：6N 黃奕榛、6N 曹鈞恒 

主唱：6N 陳力騫校友、6N曹鈞恒 

 

曾經和你走過許多的地方 

約定和你要再來一趟 

那條小卷 那條大街 

還有那廉價小食店 

 

時間匆匆還會記得嗎 

那年我們徹夜漫遊的街頭 

那夜晚星是否依舊 

遊走直到億萬光年後 

 

以前 以前總說離別還很遙遠 

轉眼 轉眼就要到這一天 

回憶 回憶因有你難以忘記 

明天 明天有誰在我身邊 

 

我知道你很難過 

揮手在這離別的時刻 

穿上西裝像大人模樣 

任膠卷留下牽強的笑臉 

 

一起走到分岔的路口 

夢想在前方等著你我 

一路向前走 想倒下的時候 

別忘了身後還有我 

 

以前 以前總笑著看別人畢業 

轉眼 轉眼就要說再見 

回憶 回憶時常浮現在腦海裹 

明天 明天我們會再相聚 

 

時間 時間也不能抹去  曾經我們一起走過的六年 



 

《四季》（十五周年校慶綜藝匯演主題曲） 

 

作曲：葉志棚老師 

作詞：蘇偉文副校長、葉志棚老師 

主唱：4C 張駿軒 

 

春風香送遠 花開不會倦  

青蔥滿佈校園 

 

夏日目光眩 風姿發似亂  

赤膊競賽掄元 

 

Wow…你與我並肩行 

 

善道修德 品行精益 智慧勇敢兼備  

發揮潛能 天資聰敏 自信活躍積極 

四季相生 往復不息 教我珍惜生命  

各擅其長 都銳意要進步 創佳績* 

 

秋高奔各處 觀摩騁志願  

白晝到晚未眠 

 

冬衣將送暖 關心不間斷  

黑暗過去復元 

 

Wow…你與我並肩行 

 

探索推敲 理念清晰 眼界見識豐盛  

愛護同行 照亮別人 自信共濟謙讓 

四季相生 往復不息 教我珍惜生命  

眾展其能 謹寄望著各樣 更出色 

 

 

 

 

 

 



 

《松青長青》（十五周年校慶主題曲） 

 

作曲：何迪康老師 

作詞：蘇偉文副校長、馮展紅老師、何迪康老師 

主唱：師生校友合唱 

 

共勉中 愛互通 開心歡笑伴隨每日  

才學現 目標明 多得老師在旁指點相告 

 

十五載 歲月中 悉心建構溝通中外  

玄妙道 化青松 倡九美德 育人文武兼好 

 

冬日春風 夏雨秋月 四季相生 循環不改  

侯中同心 守望相愛 滿門桃李歡呼喝采 

 

忠孝長輩惠澤慷慨 禮敬慈仁眾愛  

堅守廉節義信益壯 終有天可耀眼精彩 

小伙子謙恭好學活躍 逐漸成長茁壯  

來共慶侯中十五載 同挽手創光輝未來 松青長情永載 

 

樂韻飄 慶裕豐 佳音美意熱情洋溢  

齊合力 願相同 師生並肩 摯誠期盼可到 

 

Winter, Spring Breeze, Summer and Fall.  

Seasons nurture to and fro.  

With care, with love, we’ve found our home.  

It’s time to remember the joy. 

 

冬日春風 夏雨秋月 四季相生 循環不改  

侯中同心 守望相愛 滿門桃李歡呼喝采 

 

 

 

 

 

 

 



 

《夜》（2016 年原創音樂劇「緣來在一起」第二幕歌曲） 

 

作曲：5A 劉芷穎 

作詞：葉志棚老師 

主唱：6N 蘇靜宜 

 

靜夜聆聽風清勁 這安靜太莫名  

若悲歡充滿我生命 我心事有誰傾聽 

在月兒掛的天際 我等待黎明  

問孤單怎算作天命 我心事有誰共鳴 

 

朋友在天邊嗎 離開可再會嗎  

誰會在困境之時陪著我歸家 

朋友在天邊嗎 離開可再會嗎  

期盼或有個知己共看一個落霞 

 

在月兒掛的天際 我等待黎明  

問孤單怎算作天命 我心事有誰共鳴  

我心事有誰共鳴 

 

 

 

 

 

 

 

 

 

 

 

 

 

 

 

 

 

 



 

《Hero》（2016年原創音樂劇「緣來在一起」第四幕歌曲） 

 

作曲：葉志棚老師 

作詞：葉志棚老師、馮梓傑校友 

主唱：3I 黃沛琪、葉志棚老師 

 

Close my eyes, look inside.  

There’s a cross of light in my heart.  

I’ll be free and won’t fear anymore. 

 

Take a breath, carry on.  

Spread my wings before the dawn.  

I will be a legend for you. 

One day, we will break through the time between me and you.  

My Love, don’t be afraid. I’ll become a hero.  

I’ll become a hero for you. 

 

 

 

 

 

 

 

 

 

 

 

 

 

 

 

 

 

 

 

 

 



 

《同心同行》（2016年畢業班惜別歌曲） 

 

作曲：何迪康老師 

作詞：何迪康老師 

主唱：何迪康老師、鄭雅燕老師  

 

星 在那漆黑天空 悄悄發光  

提示我 困境孤單失意 你為我守望 

歌 共你一起高唱 熱暖心窩  

提自己 今沒撇下我一個 

 

火 熱熾心中不熄 奮勇去闖 前路往  

縱使呼呼風雨 堅忍不怯懦 

手 挽手 跨過障礙 突破困鎖  

同向 更高遠大理想 此生不枉過 

 

同走到最尾 全憑是你 堅忍不退避  

縱有高山低谷 也定必攀得起 

那怕汗水不斷地流 霜雪堆積漸厚 憑自信  

尋覓夢想自由 

 

難得我有你 同行步履 終可跨過萬里  

縱有高山低谷 也定必攀得起 

就算天氣不似預期 風雨中不放棄  

陪伴你 同心展翅高飛 

 

 

 

 

 

 

 

 

 

 

 

 



 

《還有我在》（2017年曲詞創作比賽優勝作品） 

 

作曲：4C 梁紹岐 

作詞：4C 梁紹岐 

主唱：4C 梁紹岐 

 

小鎮中 她彷彿說出一句 

轉眼間 擁有的你已失去 

 

無法冷靜的思緒  

身心粉碎 很粉碎 

朋友你不要怕 

還有我在這裡 

還有我在這裡 

 

將理想跟痛苦住進堡壘 

經過些秋與冬 鬥志減退 

 

如你有日終醒覺 

不甘願這麼死去 

朋友你不要怕 

還有我在這裡 

還有我在這裡 

 

 

 

 

 

 

 

 

 

 

 

 

 

 



 

《Hypocritical》（2017 年曲詞創作比賽優勝作品） 

 

作曲：5N 招俊才 

作詞：5N 招俊才 

主唱：電腦合成 

 

 

I tried my best to make you stay but I still watched you go away 

I thought I could save you, Let you live without pain 

I thought you knew I cared for you cause you were my everything 

But now is the end of the lies that you made me believe 

 

I did everything for you  

I tried everything to make you smile 

But in the end, you left me out to cry and did not say goodbye 

 

You said I was the best in your life but not the one you loved 

I thought you would know what I expected you to say 

 

I am so sorry now 

Finally it is clear  

But now is too late to lie 

 

Nothing I did was for you   

I don’t even care for you 

In the end, I just try to make me better 

Is it hypocritical? 

 

 

 

 

 

 

 

 

 

 



 

《敢去想》（2017年畢業班惜別歌曲） 

 

作曲：何迪康老師 

作詞：何迪康老師 

主唱：何迪康老師 

 

 

你有你   努力變通 

我有我  拼命去衝 

只想走出 灰色死胡同 

 

各有各  尋覓理想 

拼湊著 奇妙樂章 

跨越這框框高牆 

 

前路那怕跌蕩   

未畏懼也要闖過  

憑自信 勇敢開創 

 

想  敢去想  唱出心中所想 

翺翔往我的方向 

Dream  Dare to Dream    

縱覺累不惜一試 

憑毅力奮勇堅持 

前路那怕跌蕩 未畏懼也要闖過心 

憑自信 勇敢開創 Dare to Dream 

 

縱氣餒  固步自封 

幸有你 接納抱擁 

教我畫出 繽紛燦爛彩虹 

 

願耐心 教我悔改 

善與愛  越過痛哀 

用汗水  為我築起高臺 

前路那怕跌蕩  未畏懼也要闖過  

憑自信 勇敢開創 

 



 

《直到時間終止那日時》（2018 年畢業班惜別歌曲） 

 

作曲：葉志棚老師 

作詞：葉志棚老師、6I張駿軒、6A劉卓汶 

主唱：6I 張駿軒、6A 劉卓汶 

 

夢與想 夢與想  

踏上同一的方向 

沿路裡 每關考驗你伴我分享 

 

讓我飛 讓我想  

直到銀髮長出那日時 

多慶幸 歲月裡中 曾有你和唱 

 

唔知道 點解肌肉會結實左  

明明初黎報到個陣 鬍鬚都唔多 

以前日日打波 盲中中成日食波餅  

 

依家谷一谷手瓜就 一野打爆個波 

多謝老師辛辛苦苦  揍揍到我咁大個  

教我做人有規有矩又要活出真我   

失腳跌倒好彩有你扶一扶我  

鼓勵我重頭黎過 時間唔要白過 

 

丫 我真係好唔捨得  呢班好老師好同學好唔話得 

我答應你未來人生唔會得個吉  出黎社會做人做事有品有德有原則 

 

懷著信念 珍惜心跳 

直到在那一天 活出我意義 

 

夢與想 夢與想  

踏上同一的方向 

回望我 昨天故事你伴我分享 

讓我飛 讓我想  

直到時間終止那日時 

這宇宙 再沒有歌 仍與你拍掌 

 



 

《良朋春風》（2019年畢業班惜別歌曲） 

 

作曲：葉志棚老師 

作詞：鄭鍾榮校長、鄭頌平老師、葉志棚老師、6N羅可瑤 

主唱：6N 黃沛琪 

 

曾經 鐘響了未下課 

捱到 放學似脫了鎖 

回家 溫馨魔咒助我 

提示我 每日要溫功課 

 

曾經 一張笑臉掠過 

朋友 你是我曙光 

無聲  春風細潤著我 

長夜裡  幸有你可走過 

 

時日如歌 感激你愛護我 

無論對錯 當走到困惑盡頭時 

是你 來燃亮我  

讓我熾熱如火 

 

時日如歌 一生擦過人潮 

但慶幸我 身邊有你默默然 

陪伴我 良朋你  

像春風般吹過 

 

如今 鐘聲不再伴我 

時間 原沒有上鎖 

明天 高飛展翅萬里 

期待你 仍會記得我 

 

朋友  這相識 不枉過 

 

 

 

 

 



 

《高飛蛻變》（2020年畢業班惜別歌曲） 

 

作曲：6C 梁紹岐 

作詞：梁庭彰校友 

主唱：6C 梁紹岐 

 

回校的每天 有你在身邊 

嬉鬧與笑臉 懷念渡過的每年 

 

時光荏苒  轉眼快畢業 

連年的備戰 面對人生分岔點 

 

一起看過的 賞過的 藍天花田 

我們肩靠著肩 為了夢想冒險 

 

朝著絢爛的 清亮的 蒼穹逸翩 

無懼的 高飛蛻變 

 

回憶的詩篇 藏在心裡面 

哪怕遇風雨 緬想青春再一遍 

 

光陰似箭  離別的瞬間 

許下了諾言 未來定會再相見 

 

無數跨過的 攀過的 水澗山巔 

挑戰儘管萬千 依然發憤向前 

 

朝著絢爛的 清亮的 蒼穹逸翩 

無懼的 高飛蛻變 

 

 

 

 

 

 

 

 



《My Love … to the old boys and girls》(二十周年校慶校友重聚晚宴主題曲) 

 

原曲：Westlife – My Love 

原詞：Jörgen Elofsson, Per Magnusson, David Kreuger and Pelle Nylén 

新詞：方嘉琪副校長 

 

A lovely school, for twenty years with Ching Chung in our hearts  

We all do know, the day is getting closer  

We wonder how, we wonder why, we wonder where they are  

The days we had, the songs we sang together oh yeah  

 

And all my love, We’re holding on forever 

Reaching for the love that seems so far  

 

Oh my lovely boys and girls  

Hope my dreams will take you here  

Where the skies are blue, to see you once again … my love  

Overseas from coast to coast  

To find the school you love the most  

Where the fields are green, to see you once again my love 

 

You learn to read, you go to work  

You’re married with your love but you can’t stop to keep yourself from thinking  

We wonder how, we wonder why, we wonder where they are  

the days we had, the books we read together oh yeah  

 

And all my love, We’re holding on forever  

Reaching for the love that seems so far  

Oh my lovely boys and girls  

Hope my dreams will take you here  

Where the court is full, to see you once again my love  

Overseas from coast to coast  

To find the teacher you love the most  

Where the fields are green, to see you once again  

 

To see you in the school  

To promise you my love  

To greet you from the heart  



《廿載情懷》(二十周年校慶舊曲新詞作品)  
 

作曲：陳奐仁  

原詞：林海峰 

新詞：蘇偉文副校長 

 

九八去 興土動工 十六區超大  

潘校長叮囑大家 傾全力不懈  

無計較個個老友 晏放工暢懷  

開中一一眼見曬 計劃多 建設大  

 

初中級 三級連成 開心揭幕安排  

到五歲紀念 要接戰會考一屆  

高考都開埋 七級都開曬  

一家親音樂劇 賀十歲共慶樂懷  

 

一四間 交接順風 鄭校長加盟  

精通於電子系統 數據庫超群  

以拍攝處處笑臉 把青春讚頌  

摯友遍幼小各界 活動廣 網絡大  

 

斬眼間六載流金 即將誌慶歡騰  

彼此都開懷 熱切期待兼推介  

公開課交流 師友宴恭候  

蛻變中新與舊 歷廿載共勉交泰  

 

經典靚相好看 係大堂中擺放  

係侯道長的 尊敬  

平日路過每天 每天  都緬懷  

 

空中花園優雅 標誌石刻參拜  

黑白兩分的 二者歸一  

妙道太極經典 警示你包容心態  

 

變化裡精進 侯中因你 而喜  

說說笑笑 到處有機 心醉 回味  

好光景總叫人憶記 我笑嘻嘻  

精彩嘅歲月 侯中總有你 



《衝刺》(二十周年校慶舊曲新詞作品) 

 

作曲：Alan Po  

原詞：小克 / DASH  

新詞：蘇偉文副校長 

 

踏入中六當非靠運 日夜操練難以降溫  

願做肯做無謂就咪做 我現在身處特訓  

預備公考相當費神 淨二分數難免痛心  

實掂搞掂期望係最掂 無混亂早有預算  

 

無可退避全力上 須努力公開試  

謝絕手機煲劇 遊玩亂碰  

明白到應有目標工作  

自動自覺的我著力重振  

 

主科當打必須浸淫 選修當紥懷著信心  

極限期限不限無限設限 終可以高峰仰攀  

 

侯中引導陪住我 競賽力爭出線  

未懼遇上風浪 迎難備戰  

堅信是憑毅勇終會逆境轉變  

戮力上進衝破滯困  

 

曾經六載耕耘 多得眾人  

老師盡責激勵同學鬥心  

等待膨脹沸騰 好表現不覺奇特  

 

五星星這寄望似激進  

實在是有準備常懷自信  

擁抱著大理想奮勇認真專注  

 

逐步達致所向大志  

人世間考驗並非一次  

落實付上心力非講噤易  

能做到不悔是我心意  

逐夢係要衝刺願試 

 



《躍起》(二十周年校慶舊曲新詞作品) 

 

作曲：趙增熹 

原詞：林夕  

新詞：蘇偉文副校長 

 

出色因積極 預習課 堂前看  

探索中 重實幹 多參與自主  

商討添趣味 言談講 無攔擋  

齊馳闖 所想所感奔放  

 

高寄望 學業 增值  

用心竭力做好拼命 蓄積間點滴累進  

衝破框架局限 實驗參觀推進學業向上  

 

數理科 齊謀劃構思 協作教學  

實踐理論 動手做 講真知 考心思  

模擬狀況 遙距指令運作 自製工具量算 貫通學  

公式加測度 創意中發掘知識寶藏  

精益須努力並奮起 好比專注煉鋼  

 

多方給支持 弘慈愛 常和氣  

重誠信 持平正 得雙向做起  

關心非競利 伴隨走 無愁悲  

同騰飛 分喜分憂稱美  

 

廣涉獵 培育 心力  

無懼挑戰絕不退讓   

堅守中穩步遞進 跨過險阻動盪  

熱誠幹勁積久實力更強  

 

成和敗 同視作平日  

集訓鍛煉 恪守信念  

匠心運 志堅剛 敢擔當  

尋覓路向 樂觀心態大放  

定可跨過限界 見鋒芒  

堅忍加希望 未怕苦戮力挺起胸膛  

他朝因機遇能躍起 一生璀璨盛放 



《昇飛》(二十周年校慶舊曲新詞作品) 

 

作曲：徐偉賢 

原詞：劉卓輝 

新詞：蘇偉文副校長 

 

升初中 歷練共 期待精彩高飛  

唱演箭術跳繩 魔法樂器  

潛能顯真我自己 才華多方兼備  

 

到處見 摰友賽 籃排乒乓聲起  

獻出青春汗水 同力氣  

侯中鋪設宏基 成就無限動感朝氣 

 

升四經轉變期 要選科 盡其利  

論辯寫作好整理 當選史地應機  

精算審計浩繁 唸理商 如具才氣創意畫  

學懂審美 又探究按鍵運作似推理  

可發掘個人長處 擁抱著遠大理想 多麼美  

 

升高中 責任重 服務擔綱精通  

風紀執禮守規 講理服眾  

頑強毅勇社做起 才情社長必備  

 

好博覽 愛細看 時常分享所選  

大使三語了得 台上說  

侯中創造良機 尋覓路向定位標記  

 

升到中六學期 為進階 必奮起  

鬥志堅忍深刻記 爭先抓住契機  

師友關顧入微 共並肩 常提示困阻遠離  

切磋比試 能共勉友誼默契喜相見  

心醉是往事回顧 將快樂冶煉人生 得昇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