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72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得獎同學名單 

因應香港疫情及學校停課的關係，協會停辦本年度(2019-2020) 

香港學校音樂節各項賽事。 

第 71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得獎同學名單 

2D 9 樊明珠 
直笛二重奏 － 中學 － 14歲或以下 

冠軍 

2D 24 梁嘉哲 冠軍 

5C 22 鄧浩廷 鋼琴協奏曲 － 19歲或以下 冠軍 

5C 22 鄧浩廷 揚琴獨奏 - 深造組 冠軍 

2C 6 何曦雪 高音直笛獨奏 － 中學 － 14歲或以下 亞軍 

3C 11 李詠儀 分級鋼琴獨奏 － 六級 季軍 

1A 6 鍾澄 聲樂獨唱 － 外文歌曲 － 女聲 － 中學 － 14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1C 16 余卓嵐 直笛小組 優良獎狀 

1C 16 余卓嵐 
直笛二重奏 － 中學 － 14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1D 10 葉泳彤 優良獎狀 

1D 10 葉泳彤 直笛小組 優良獎狀 

2A 1 陳韻怡 直笛小組 優良獎狀 

2A 1 陳韻怡 
直笛二重奏 － 中學 － 14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2C 7 江子欣 優良獎狀 

2B 4 梁婧怡 分級鋼琴獨奏 － 五級 優良獎狀 

2B 7 陳靖妍 直笛小組 優良獎狀 

2C 6 何曦雪 直笛小組 優良獎狀 

2C 7 江子欣 直笛小組 優良獎狀 

2C 11 李咏霖 直笛小組 優良獎狀 

2C 6 何曦雪 
直笛二重奏 － 中學 － 14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2C 12 文穎琛 優良獎狀 

2C 12 文穎琛 直笛小組 優良獎狀 

2C 12 文穎琛 高音直笛獨奏 － 中學 － 14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2D 24 梁嘉哲 直笛小組 優良獎狀 

3A 4 鄭曉嵐 
直笛二重奏 － 中學 － 14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3D 14 黃菀芝 優良獎狀 

4A 9 方詩晴 聲樂獨唱 － 外文歌曲 － 女聲 － 中學 － 16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4A 17 黃鎧晴 聲樂獨唱 － 外文歌曲 － 女聲 － 中學 － 16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4A 23 張 偉 直笛小組 優良獎狀 



4C 7 唐瑋珧 鋼琴獨奏 － 本年度指定作曲家 優良獎狀 

5B 9 甘曉君 直笛小組 優良獎狀 

5B 20 王淑茵 直笛小組 優良獎狀 

5B 20 王淑茵 高音直笛獨奏 － 中學 － 16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5C 9 汪蒨昕 聲樂獨唱 － 外文歌曲 － 女聲 － 中學 － 16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5C 18 羅天林 直笛小組 優良獎狀 

1A 13 
司徒翊

琳 
粵曲獨唱 － 子喉獨唱 － 中學初級組 良好獎狀 

2D 1 陳卓盈 
女聲二重唱 － 14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2D 9 樊明珠 良好獎狀 

1B 10 鄧巧言 分級鋼琴獨奏 － 五級 良好獎狀 

3A 4 鄭曉嵐 高音直笛獨奏 － 中學 － 14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3B 20 鍾一樂 分級鋼琴獨奏 － 五級 良好獎狀 

4A 9 方詩晴 分級鋼琴獨奏 － 六級 良好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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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 何曦雪 W326 直笛二重奏 - 中學 –14歲或以下 季軍 

1C 文穎琛 W326 直笛二重奏 - 中學 –14歲或以下 季軍 

4C 鄧浩廷 N150 鋼琴獨奏 - 通利琴行獎學金 榮譽獎狀 

3C 何依婷 W14 聲樂獨唱 - 中文 - 女聲 – 中學 - 16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1D 樊明珠 W15 聲樂獨唱 - 中文 - 女聲 –中學 - 14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1D 馬安妍 W15 聲樂獨唱 - 中文 - 女聲 –中學 - 14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3C 甘德翠 W26 女聲二重唱 － 14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3C 梁凱穎 W26 女聲二重唱 － 14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3D 方詩晴 W26 女聲二重唱 － 14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3D 黃鎧晴 W26 女聲二重唱 － 14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1A 梁婧怡 W114 分級鋼琴獨奏 － 四級 優良獎狀 

3D 唐瑋珧 W128 分級鋼琴獨奏 － 八級 優良獎狀 

1A 陳韻怡 W323 直笛小組 - 中學 優良獎狀 

1B 陳靖妍 W323 直笛小組 - 中學 優良獎狀 

1C 江子欣 W323 直笛小組 - 中學 優良獎狀 

1C 何曦雪 W323 直笛小組 - 中學 優良獎狀 

1C 李咏霖 W323 直笛小組 - 中學 優良獎狀 

1C 文穎琛 W323 直笛小組 - 中學 優良獎狀 

3D 張偉 W323 直笛小組 - 中學 優良獎狀 

4B 甘曉君 W323 直笛小組 - 中學 優良獎狀 

4B 林靈敏 W323 直笛小組 - 中學 優良獎狀 

4B 梁家茹 W323 直笛小組 - 中學 優良獎狀 

4B 王淑茵 W323 直笛小組 - 中學 優良獎狀 

4B 盧榮貴 W323 直笛小組 - 中學 優良獎狀 

4C 羅天林 W323 直笛小組 - 中學 優良獎狀 

5A 鍾愛僖 W323 直笛小組 - 中學 優良獎狀 

4B 王淑茵 W330 高音直笛獨奏 - 中學 –16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5A 鍾愛僖 W330 高音直笛獨奏 - 中學 –16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2A 鄭曉嵐 W331 高音直笛獨奏 － 中學 － 14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4C 鄧浩廷 N588 香港電台第四台中國樂器獎學金 優良獎狀 

3C 陳信希 W15 聲樂獨唱 - 中文 - 女聲 – 中學 - 14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1D 林雅汶 W26 女聲二重唱 － 14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1D 王卓琳 W26 女聲二重唱 － 14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5A 鍾愛僖 W121 分級鋼琴獨奏 － 六級 良好獎狀 

2B 鍾一樂 W122 分級鋼琴獨奏 － 六級 良好獎狀 

1B 歐陽穎霖 W326 直笛二重奏 - 中學 - 14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1B 陳靖妍 W326 直笛二重奏 - 中學 - 14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1C 江子欣 W326 直笛二重奏 - 中學 - 14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1C 李咏霖 W326 直笛二重奏 - 中學 - 14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3D 張偉 W330 高音直笛獨奏 - 中學 – 16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4B 梁家茹 W330 高音直笛獨奏 - 中學 – 16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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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 鄧浩廷 N517 揚琴獨奏 - 深造組 亞軍 

4A 鍾愛僖 W112 分級鋼琴獨奏 － 四級 亞軍 

5B 盧欣桐 N501 箏獨奏 - 高級組 季軍 

3D 王淑茵 W326 直笛二重奏 － 中學 － 14歲或以下 季軍 

2D 張偉 W326 直笛二重奏 － 中學 － 14歲或以下 季軍 

4D 羅曉慧 N509 柳琴獨奏 - 高級組 季軍 

1C 梁迦淇 W117 分級鋼琴獨奏 － 五級 優良獎狀 

3C 鄧浩廷 N150 鋼琴獨奏 － 通利琴行獎學金 優良獎狀 

5A 何施穎 W330 高音直笛獨奏 － 中學 － 16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3D 王淑茵 W330 高音直笛獨奏 － 中學 － 16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3D 林靈敏 W330 高音直笛獨奏 － 中學 － 16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4A 鍾愛僖 W330 高音直笛獨奏 － 中學 － 16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3D 甘曉君 W326 直笛二重奏 － 中學 － 14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3D 梁家茹 W326 直笛二重奏 － 中學 － 14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2D 張偉 W323 直笛小組 － 中學 優良獎狀 

3A 羅天林 W323 直笛小組 － 中學 優良獎狀 

3A 盧榮貴 W323 直笛小組 － 中學 優良獎狀 

3D 甘曉君 W323 直笛小組 － 中學 優良獎狀 

3D 林靈敏 W323 直笛小組 － 中學 優良獎狀 

3D 梁家茹 W323 直笛小組 － 中學 優良獎狀 

3D 王淑茵 W323 直笛小組 － 中學 優良獎狀 

4A 鍾愛僖 W323 直笛小組 － 中學 優良獎狀 

5A 何施穎 W323 直笛小組 － 中學 優良獎狀 

2D 唐瑋珧 W125 分級鋼琴獨奏 － 七級 優良獎狀 

2C 何依婷 W15 
聲樂獨唱 - 中文 - 女聲 - 中學 - 14歲或以

下 
優良獎狀 

1B 馬淑怡 W15 
聲樂獨唱 - 中文 - 女聲 - 中學 - 14歲或以

下 
優良獎狀 

3A 盧榮貴 W330 高音直笛獨奏 － 中學 － 16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3D 林靈敏 W325 直笛二重奏 － 中學 － 19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5A 何施穎 W325 直笛二重奏 － 中學 － 19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2D 張偉 W336 中音直笛獨奏 － 13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1B 成思瑩 W336 中音直笛獨奏 － 13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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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 張偉 W323 直笛小組 － 中學 季軍 

2D 甘曉君 W323 直笛小組 － 中學 季軍 

2D 林靈敏 W323 直笛小組 － 中學 季軍 

2D 梁家茹 W323 直笛小組 － 中學 季軍 

2D 王淑茵 W323 直笛小組 － 中學 季軍 

3A 羅天林 W323 直笛小組 － 中學 季軍 

4A 何施穎 W323 直笛小組 － 中學 季軍 

5A 鄭依婷 W323 直笛小組 － 中學 季軍 

5A 吳紫薇 W323 直笛小組 － 中學 季軍 

4B 盧欣桐 W500 箏獨奏 - 深造組 季軍 

5D 胡秀誠 N541 笛獨奏 - 高級組 季軍 

3C 謝浩欣 W3 
聲樂獨唱 － 外文歌曲 － 女聲 － 中學 －  

16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1D 唐瑋珧 W121 分級鋼琴獨奏 － 六級 優良獎狀 

1D 蘇衍鋒 W128 分級鋼琴獨奏 － 八級 優良獎狀 

2C 鄧浩廷 N142 鋼琴獨奏 － 中國作曲家 － 高級組 優良獎狀 

2C 鄧浩廷 N147 鋼琴獨奏 － 本年度指定作曲家 優良獎狀 

5A 李芷珊 W158 鋼琴二重奏 － 初級組 優良獎狀 

班級 姓名 
項目編

號 
項目名稱 

獎項 

5B 鄧楚翹 W158 鋼琴二重奏 － 初級組 優良獎狀 

2D 陳美雪 W32 直笛二重奏 － 中學 － 14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2D 梁家茹 W326 直笛二重奏 － 中學 － 14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4A 何施穎 W330 高音直笛獨奏 － 中學 － 16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5A 鄭依婷 W330 高音直笛獨奏 － 中學 － 16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5A 朱曉昕 W330 高音直笛獨奏 － 中學 － 16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3B 羅曉慧 N509 柳琴獨奏 - 高級組 優良獎狀 

2C 鄧浩廷 N517 揚琴獨奏 - 深造組 優良獎狀 

3C 蕭瑤樂 W3 
聲樂獨唱 － 外文歌曲 － 女聲 － 中學 －  

16 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5A 邱詠欣 W3 
聲樂獨唱 － 外文歌曲 － 女聲 － 中學 －  

16 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1D 陳卓瑤 W4 
聲樂獨唱 － 外文歌曲 － 女聲 － 中學 －  

14 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1D 方詩晴 W4 
聲樂獨唱 － 外文歌曲 － 女聲 － 中學 －  

14 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1D 李潔欣 W4 
聲樂獨唱 － 外文歌曲 － 女聲 － 中學 －  

14 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班級 姓名 
項目編

號 
項目名稱 

獎項 

1D 黃鎧晴 W4 
聲樂獨唱 － 外文歌曲 － 女聲 － 中學 －  

14 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4D 陳小楠 W118 分級鋼琴獨奏 － 五級 良好獎狀 

4B 麥芷瑛 W124 分級鋼琴獨奏 － 七級 良好獎狀 

5D 胡秀誠 W124 分級鋼琴獨奏 － 七級 良好獎狀 

2C 阮俊毅 N217 小提琴獨奏 － 八級 良好獎狀 

2C 蔡芷珈 W325 直笛二重奏 － 中學 － 19 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4A 何施穎 W325 直笛二重奏 － 中學 － 19 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5A 鄭依婷 W325 直笛二重奏 － 中學 － 19 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5A 吳紫薇 W325 直笛二重奏 － 中學 － 19 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1C 劉俊傑 W326 直笛二重奏 － 中學 － 14 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1D 張偉 W326 直笛二重奏 － 中學 － 14 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2B 利永琴 W326 直笛二重奏 － 中學 － 14 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2D 甘曉君 W326 直笛二重奏 － 中學 － 14 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2D 王淑茵 W326 直笛二重奏 － 中學 － 14 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3D 鍾愛僖 W326 直笛二重奏 － 中學 － 14 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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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姓名 項目編號 項目名稱 獎項 



4A 鄭依婷 W325 木笛二重奏 - 中學 - 19 歲或以下 亞軍 

4A 陳國政 W325 木笛二重奏 - 中學 - 19 歲或以下 亞軍 

1C 鄧浩廷 N518 揚琴獨奏 - 高級組 季軍 

3C 何施穎 W331 高音木笛獨奏 - 中學 - 14 歲或以下 季軍 

5D 曾婉嵐 W14 
聲樂獨唱 - 中文 - 女聲 - 中學 - 16 歲或以

下 
優良獎狀 

4B 鄧楚翹 W118 分級鋼琴獨奏 - 五級 優良獎狀 

4D 胡秀誠 W122 分級鋼琴獨奏 - 六級 優良獎狀 

3C 唐耀豐 W125 分級鋼琴獨奏 - 七級 優良獎狀 

2C 莫鎮豪 W129 分級鋼琴獨奏 - 八級 優良獎狀 

5B 張家如 W129 分級鋼琴獨奏 - 八級 優良獎狀 

1C 鄧浩廷 N151 鋼琴獨奏 - 少年傑出鋼琴獎 優良獎狀 

4A 曹芷悅 W157 鋼琴二重奏 - 中級組 優良獎狀 

4B 王綽嘉 W157 鋼琴二重奏 - 中級組 優良獎狀 

4A 朱曉昕 W325 木笛二重奏 - 中學 - 19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4A 吳紫薇 W325 木笛二重奏 - 中學 - 19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1C 蔡芷珈 W326 木笛二重奏 - 中學 - 14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1D 甘曉君 W326 木笛二重奏 - 中學 - 14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班級 姓名 項目編號 項目名稱 獎項 

1D 王淑茵 W326 木笛二重奏 - 中學 - 14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2D 周汶儀 W326 木笛二重奏 - 中學 - 14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2D 黃諾心 W326 木笛二重奏 - 中學 - 14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3C 何施穎 W326 木笛二重奏 - 中學 - 14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1C 蔡芷珈 W331 高音木笛獨奏 - 中學 - 14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2B 羅曉慧 N510 柳琴獨奏 - 初級組 優良獎狀 

5A 黃紫鎣 W3 
聲樂獨唱 - 外文歌曲 - 女聲 - 中學 - 16 歲

或以下 
良好獎狀 

4A 陶依羚 W14 
聲樂獨唱 - 中文 - 女聲 - 中學 - 16 歲或以

下 
良好獎狀 

5A 黃紫鎣 W14 
聲樂獨唱 - 中文 - 女聲 - 中學 - 16 歲或以

下 
良好獎狀 

5D 陳杞潼 W14 
聲樂獨唱 - 中文 - 女聲 - 中學 - 16 歲或以

下 
良好獎狀 

5A 黃紫鎣 W25 女聲二重唱 - 中學 - 19 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5D 陳杞潼 W25 女聲二重唱 - 中學 - 19 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5A 陳艷文 W116 分級鋼琴獨奏 - 五級 良好獎狀 

3B 盧欣桐 W129 分級鋼琴獨奏 - 八級 良好獎狀 

4A 陳國政 W157 鋼琴二重奏 - 中級組 良好獎狀 

4B 鄧楚翹 W157 鋼琴二重奏 - 中級組 良好獎狀 



1C 阮俊毅 N215 小提琴獨奏 - 六級 良好獎狀 

班級 姓名 項目編號 項目名稱 獎項 

3B 高貴萍 N229 大提琴獨奏 - 初級組 良好獎狀 

3C 朱珀言 N442 小號獨奏 - 中學 - 初級組 良好獎狀 

3B 盧欣桐 N500 箏獨奏 - 深造組 良好獎狀 

 

 

 

 

 

 

 

 

 

 

 

 

 

 

 

 

第 66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得獎同學名單 

班級 姓名 項目編號 項目名稱  成績 



1B 羅曉慧 N510 柳琴獨奏 - 初級組 冠軍 

3B 鄭依婷 W326 木笛二重奏 - 中學 - 14 歲或以下 亞軍 

3B 吳紫薇 W326 木笛二重奏 - 中學 - 14 歲或以下 亞軍 

3D 馮允樂 N500 箏獨奏 - 深造組組 季軍 

1C 鄭君亮 W104 分級鋼琴獨奏 - 二級 優良獎狀 

3B 陳國政 W113 分級鋼琴獨奏 - 四級 優良獎狀 

4A 陳艷文 W114 分級鋼琴獨奏 - 四級 優良獎狀 

4D 唐賢耀 W120 分級鋼琴獨奏 - 六級 優良獎狀 

2C 唐耀豐 W121 分級鋼琴獨奏 - 六級 優良獎狀 

4B 張家如 W124 分級鋼琴獨奏 - 七級 優良獎狀 

3C 王綽嘉 W129 分級鋼琴獨奏 - 八級 優良獎狀 

3C 曹芷悅 W157 鋼琴二重奏 - 中級組 優良獎狀 

3C 王綽嘉 W157 鋼琴二重奏 - 中級組 優良獎狀 

4B 黃茵桐 W157 鋼琴二重奏 - 中級組 優良獎狀 

4C 廖明說 W157 鋼琴二重奏 - 中級組 優良獎狀 

4B 周芷筠 W325 木笛二重奏 - 中學 - 19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4B 黃茵桐 W325 木笛二重奏 - 中學 - 19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班級 姓名 項目編號 項目名稱  成績 

1A 羅天林 W326 木笛二重奏 - 中學 - 14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2C 何施穎 W326 木笛二重奏 - 中學 - 14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3B 吳紫薇 W331 高音木笛獨奏 - 中學 - 14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3C 胡秀誠 W331 高音木笛獨奏 - 中學 - 14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2C 朱珀言 N442 小號獨奏 - 中學 - 初級組 優良獎狀 

1C 李敏 N503 箏獨奏 - 初級組 優良獎狀 

3C 胡秀誠 N542 笛獨奏 - 中級組 優良獎狀 

3A 陶依羚 W3 
聲樂獨唱 - 外文歌曲 - 女聲 - 中學 - 16

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4A 黃紫鎣 W3 
聲樂獨唱 - 外文歌曲 - 女聲 - 中學 - 16

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4D 陳杞潼 
W3 

聲樂獨唱 - 外文歌曲 - 女聲 - 中學 - 16

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4A 黃紫鎣 W14 
聲樂獨唱 - 中文歌曲 - 女聲 - 中學 - 16

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4D 陳杞潼 W14 
聲樂獨唱 - 中文歌曲 - 女聲 - 中學 - 16

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4D 曾婉嵐 W14 
聲樂獨唱 - 中文歌曲 - 女聲 - 中學 - 16

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班級 姓名 項目編號 項目名稱  成績 

2C 陳小楠 W112 分級鋼琴獨奏 - 四級 良好獎狀 



1C 胡樂希 W118 分級鋼琴獨奏 - 五級 良好獎狀 

3B 陳國政 W325 木笛二重奏 - 中學 - 19 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3C 胡秀誠 W325 木笛二重奏 - 中學 - 19 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2B 馬凱晴 W326 木笛二重奏 - 中學 - 14 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2C 馬佩欣 W326 木笛二重奏 - 中學 - 14 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2D 洪欣欣 W326 木笛二重奏 - 中學 - 14 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2D 鄺梓欣 W326 木笛二重奏 - 中學 - 14 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2B 李嘉敏 N503 箏獨奏 - 初級組 良好獎狀 

2B 鄧皓文 N503 箏獨奏 - 初級組 良好獎狀 

2B 林曦文 N505 琵琶獨奏 - 高級組 良好獎狀 

 

 

 

 

 

 

 

 

第 65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得獎同學名單 

班級 姓名 項目編號 項目名稱  成績 

2C 馮允樂 N501 箏獨奏 - 高級組 冠軍 

2D 胡秀誠 N543 笛獨奏 - 初級組 冠軍 

5B 張鳳怡 W329 高音木笛獨奏 - 中學 - 19 歲或以下 亞軍 

2A 馮智傑 W326 木笛二重奏 - 中學 - 14 歲或以下 亞軍 

2A 孔令軒 W326 木笛二重奏 - 中學 - 14 歲或以下 亞軍 

2B 陳國政 W323 木笛小組合奏 - 中學組 季軍 

4B 廖敏妍 W323 木笛小組合奏 - 中學組 季軍 

4B 鄭曉純 W323 木笛小組合奏 - 中學組 季軍 

5A 張鳳怡 W323 木笛小組合奏 - 中學組 季軍 

5B 鄭穎欣 W323 木笛小組合奏 - 中學組 季軍 



5B 陸柔柔 W323 木笛小組合奏 - 中學組 季軍 

5E 董欣怡 W323 木笛小組合奏 - 中學組 季軍 

5E 凌倩瑩 W323 木笛小組合奏 - 中學組 季軍 

5E 馬凱妍 W3 
聲樂獨唱 - 外文歌曲 - 女聲 - 中學 - 16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2C 陳綺晴 W4 
聲樂獨唱 - 外文歌曲 - 女聲 - 中學 - 14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班級 姓名 項目編號 項目名稱  成績 

3D 
陳杞潼 W4 

聲樂獨唱 - 外文歌曲 - 女聲 - 中學 - 14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2C 陳綺晴 W15 
聲樂獨唱 - 中文歌曲 - 女聲 - 中學 - 14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3C 曾婉嵐 
W15 

聲樂獨唱 - 中文歌曲 - 女聲 - 中學 - 14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3C 黃紫鎣 
W15 

聲樂獨唱 - 中文歌曲 - 女聲 - 中學 - 14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3D 陳杞潼 
W15 

聲樂獨唱 - 中文歌曲 - 女聲 - 中學 - 14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3D 陳艷文 W109 分級鋼琴獨奏 - 三級 優良獎狀 

1C 唐耀豐 W116 分級鋼琴獨奏 - 五級 優良獎狀 

3D 廖明說 W120 分級鋼琴獨奏 - 六級 優良獎狀 

4D 何彥妮 W120 分級鋼琴獨奏 - 六級 優良獎狀 

5D 繆雲逸 W129 分級鋼琴獨奏 - 八級 優良獎狀 

5B 黃紫寧 W156 鋼琴二重奏 - 高級組 優良獎狀 

5C 李芷穎 W156 鋼琴二重奏 - 高級組 優良獎狀 

5D 繆雲逸 W156 鋼琴二重奏 - 高級組 優良獎狀 

5E 馮穎琳 W156 鋼琴二重奏 - 高級組 優良獎狀 

班級 姓名 項目編號 項目名稱  成績 

5B 鄭穎欣 W325 木笛二重奏 - 中學 - 19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5A 張鳳怡 W325 木笛二重奏 - 中學 - 19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2B 吳紫薇 W326 木笛二重奏 - 中學 - 14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2B 陳國政 W326 木笛二重奏 - 中學 - 14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3D 黃茵桐 W326 木笛二重奏 - 中學 - 14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3E 周芷筠 W326 木笛二重奏 - 中學 - 14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3D 香昕蕎 W326 木笛二重奏 - 中學 - 14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3E 梁嘉曦 W326 木笛二重奏 - 中學 - 14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3D 黃茵桐 W330 高音木笛獨奏 - 中學 - 16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3E 周芷筠 W330 高音木笛獨奏 - 中學 - 16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4B 鄭曉純 W330 高音木笛獨奏 - 中學 - 16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5A 李頌雯 W330 高音木笛獨奏 - 中學 - 16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5B 陸柔柔 W330 高音木笛獨奏 - 中學 - 16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5D 繆雲逸 W330 高音木笛獨奏 - 中學 - 16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2D 胡秀誠 W331 高音木笛獨奏 - 中學 - 14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1C 朱珀言 N442 小號獨奏 - 中學 - 初級組 優良獎狀 

5E 陳伊翹 W3 
聲樂獨唱 - 外文歌曲 - 女聲 - 中學 - 16

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5E 黃紫兒 W3 
聲樂獨唱 - 外文歌曲 - 女聲 - 中學 - 16

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2C 陳詠蕎 W4 
聲樂獨唱 - 外文歌曲 - 女聲 - 中學 - 14

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5E 馬凱妍 W14 
聲樂獨唱 - 中文歌曲 - 女聲 - 中學 - 16

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2C 陳詠蕎 
W15 

聲樂獨唱 - 中文歌曲 - 女聲 - 中學 - 14

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2C 廖沛珊 
W15 

聲樂獨唱 - 中文歌曲 - 女聲 - 中學 - 14

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3A 陳笑宜 
W15 

聲樂獨唱 - 中文歌曲 - 女聲 - 中學 - 14

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5B 陳偉艷 W25 女聲二重唱 - 19 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5D 彭寶瑩 W25 女聲二重唱 - 19 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5E 周佩儀 W25 女聲二重唱 - 19 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5E 馬凱妍 W25 女聲二重唱 - 19 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5E 陳伊翹 W25 女聲二重唱 - 19 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5E 梁麗雯 W25 女聲二重唱 - 19 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3D 陳杞潼 W26 女聲二重唱 - 14 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3A 陳笑宜 W26 女聲二重唱 - 14 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班級 姓名 項目編號 項目名稱  成績 

3A 唐賢耀 W117 分級鋼琴獨奏 - 五級 良好獎狀 

5D 郭芷程 W117 分級鋼琴獨奏 - 五級 良好獎狀 

3D 黃茵桐 W129 分級鋼琴獨奏 - 八級 良好獎狀 

5B 陸柔柔 W325 木笛二重奏 - 中學 - 19 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5E 董欣怡 W325 木笛二重奏 - 中學 - 19 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2A 黃晞婷 W326 木笛二重奏 - 中學 - 14 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2A 余嘉敏 W326 木笛二重奏 - 中學 - 14 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2B 吳紫薇 W330 高音木笛獨奏 - 中學 - 16 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2B 陳國政 W330 高音木笛獨奏 - 中學 - 16 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4B 廖敏妍 W330 高音木笛獨奏 - 中學 - 16 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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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 參賽者姓名 
項目 

編號 
參賽項目 成績 

4B 盧詩茵 N502 箏獨奏 (中級組) 冠軍 

5E 楊穎妍 W330 高音木笛獨奏 (中學 16 歲或以下) 冠軍 

4B 郭芷程 W112 分級鋼琴獨奏 ( 四級 ) 亞軍 

1D 馮允樂 N502 箏獨奏 (中級組) 季軍 

4B 鄭穎欣 W330 高音木笛獨奏 (中學 16 歲或以下) 季軍 

2D 周芷筠 W326 木笛二重奏 (中學  14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2D 黃茵桐 W326 木笛二重奏 (中學  14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3D 朱嘉蔚 W326 木笛二重奏 (中學  14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3D 張麗欣 W326 木笛二重奏 (中學  14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4A 張鳳怡 W330 高音木笛獨奏 (中學 16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4F 陸柔柔 W330 高音木笛獨奏 (中學 16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4F 許穎彤 W330 高音木笛獨奏 (中學 16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1C 王綽嘉 W118 分級鋼琴獨奏 ( 五級 ) 優良獎狀 

1C 何芷晴 W118 分級鋼琴獨奏 ( 五級 ) 優良獎狀 

1C 曹芷悅 W112 分級鋼琴獨奏 ( 四級 ) 優良獎狀 

2B 唐賢耀 W117 分級鋼琴獨奏 ( 五級 ) 優良獎狀 

3E 關詠欣 W112 分級鋼琴獨奏 ( 四級 ) 優良獎狀 

4A 彭寶瑩 W122 分級鋼琴獨奏 ( 六級 ) 優良獎狀 

4B 陳翠珊 W122 分級鋼琴獨奏 ( 六級 ) 優良獎狀 

5C 黃曉靜 W122 分級鋼琴獨奏 ( 六級 ) 優良獎狀 

4C 馬凱妍 N212 小提琴獨奏 (三級) 優良獎狀 

4B 李詠雯 W157 鋼琴二重奏 (中級組) 優良獎狀 

4E 陳嘉恩 W157 鋼琴二重奏 (中級組) 優良獎狀 

2A 陳笑宜 W15 女聲獨唱中文歌曲 (中學 - 14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2D 陳杞潼 W15 女聲獨唱中文歌曲 (中學 - 14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2E 胡卓盈 W15 女聲獨唱中文歌曲 (中學 - 14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3D 余芷慧 W14 女聲獨唱中文歌曲 (中學 - 16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4A 彭寶瑩 W14 女聲獨唱中文歌曲 (中學 - 16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4B 梁麗雯 W14 女聲獨唱中文歌曲 (中學 - 16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4C 黃晞雯 W14 女聲獨唱中文歌曲 (中學 - 16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4C 馬凱妍 W14 女聲獨唱中文歌曲 (中學 - 16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1C 王綽嘉 W15 女聲獨唱中文歌曲 (中學 - 14 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1B 吳紫薇 W332 高音木笛獨奏 (中學 - 12 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1D 廖頌嵐 W122 分級鋼琴獨奏 - 六級 良好獎狀 

2E 葉采樺 W15 女聲獨唱中文 (中學 - 14 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3C 郭苑蕎 W117 分級鋼琴獨奏 ( 五級 ) 良好獎狀 

4A 黃紫寧 W156 鋼琴二重奏 ( 高級組 ) 良好獎狀 

4A 李芷穎 W156 鋼琴二重奏 ( 高級組 ) 良好獎狀 



4B 郭芷程 W14 女聲獨唱中文歌曲 (中學 16 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4B 陳偉艷 W14 女聲獨唱中文歌曲 (中學 16 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第 6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得獎同學名單 

班別 參賽者姓名 
項目 

編號 
參賽項目 成績 

3C 盧詩茵 N503 箏獨奏〈初級組〉 亞軍 

3E 彭寶瑩 W116 五級鋼琴獨奏 亞軍 

2C 張麗欣 W327  木笛二重奏〈13歲或以下〉 季軍 

2E 朱嘉蔚 W327  木笛二重奏〈13歲或以下〉 季軍 

4E 楊穎妍 W331 高音木笛獨奏〈中學組 15歲或以下〉 季軍 

1E 劉凱南 W121 六級鋼琴獨奏 優良獎狀 

1E 黃茵桐 W327  木笛二重奏〈13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1E 葉穎婷 W327  木笛二重奏〈13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2E 朱嘉蔚 W5 女聲獨唱外語歌曲〈中學組 13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2E 陳詠欣 W5 女聲獨唱外語歌曲〈中學組 13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3A 繆雲逸 W120 六級鋼琴獨奏 優良獎狀 

3A 馬凱妍 W4 女聲獨唱外語歌曲〈中學組 15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3C 陳翠珊 W113 四級鋼琴獨奏 優良獎狀 

3C 李詠雯 W120 六級鋼琴獨奏 優良獎狀 

3D 張鳳怡 W331 高音木笛獨奏〈中學組 15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3E 黃紫寧 W157 鋼琴二重奏〈中級組〉 優良獎狀 



3E 李芷穎 W157 鋼琴二重奏〈中級組〉 優良獎狀 

4A 黃曉靜 W117 五級鋼琴獨奏 優良獎狀 

4A 陳灝燊 W129 八級鋼琴獨奏 優良獎狀 

4A 鍾可宜 W331 高音木笛獨奏〈中學組 15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4A 鍾可宜 W335 中音木笛獨奏〈中學組 19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4B 林穎彤 W4 女聲獨唱外語歌曲〈中學組 15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4D 林蔓淇 W121 六級鋼琴獨奏 優良獎狀 

5A 羅卓殷 N517 揚琴獨奏〈深造組〉 優良獎狀 

5A 冼凱盈 W325  木笛二重奏〈19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5A 冼凱盈 W330 高音木笛獨奏〈中學組 17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5B 李劻諺 W121 六級鋼琴獨奏 優良獎狀 

5B 張琤欣 W3 女聲獨唱外語歌曲〈中學組 17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5D 林工婷 W142 鋼琴獨奏(中國作曲家)高級組 優良獎狀 

5D 林工婷 W335 中音木笛獨奏〈中學組 19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5E 練潔怡 W113 四級鋼琴獨奏 優良獎狀 

5E 練潔怡 W3 女聲獨唱外語歌曲〈中學組 17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5E 黃思茵 W3 女聲獨唱外語歌曲〈中學組 17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5E 何雋諾 W325  木笛二重奏〈19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6A 李穎彤 N500 箏獨奏〈深造組〉 優良獎狀 

班別 參賽者姓名 
項目 

編號 
參賽項目 成績 

6A 唐珮賢 W3 女聲獨唱外語歌曲〈中學組 17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6B 餘奕霖 W3 女聲獨唱外語歌曲〈中學組 17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6B 吳倩晴 W3 女聲獨唱外語歌曲〈中學組 17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6B 陳舫晴 W323 木笛小組合奏〈中級組〉 優良獎狀 

6B 劉殷霖 W323 木笛小組合奏〈中級組〉 優良獎狀 

6B 彭頌雯 W323 木笛小組合奏〈中級組〉 優良獎狀 

6B 莊亦康 W323 木笛小組合奏〈中級組〉 優良獎狀 

6B 陳舫晴 W330 高音木笛獨奏〈中學組 17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1B 唐賢耀 W113 四級鋼琴獨奏 良好獎狀 

1E 黃海柏 W116 五級鋼琴獨奏 良好獎狀 

2A 陳家汶 W327  木笛二重奏〈13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2D 陳映文 W327  木笛二重奏〈13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2D 余芷慧 W4 女聲獨唱外語歌曲〈中學組 15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2E 關詠欣 W113 四級鋼琴獨奏 良好獎狀 

2E 江啟然 W327  木笛二重奏〈13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2E 黃浩民 W327  木笛二重奏〈13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2E 關詠欣 W327  木笛二重奏〈13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2E 廖敏妍 W327  木笛二重奏〈13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2E 梁藹瑩 W5 女聲獨唱外語歌曲〈中學組 13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3D 曹智嵐 W114 四級鋼琴獨奏 良好獎狀 

3D 鄭欣欣 W331 高音木笛獨奏〈中學組 15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3E 李芷穎 W129 八級鋼琴獨奏 良好獎狀 

3E 梁麗雯 W4 女聲獨唱外語歌曲〈中學組 15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3E 彭寶瑩 W4 女聲獨唱外語歌曲〈中學組 15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4A 梁逸峰 W331 高音木笛獨奏〈中學組 15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5A 曾思行 N434 中音薩克斯管獨奏〈中學高級組〉 良好獎狀 

5B 秦蔚齡 W157 鋼琴二重奏〈中級組〉 良好獎狀 

5B 陳靖遙 W157 鋼琴二重奏〈中級組〉 良好獎狀 

5C 袁啟劻 W121 六級鋼琴獨奏 良好獎狀 

5C 袁啟劻 W7 男聲獨唱外語歌曲〈中學組 19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5D 林工婷 N148 鋼琴協奏曲〈18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6A 唐珮賢 W121 六級鋼琴獨奏 良好獎狀 

 

 

 

 

第 62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得獎同學名單 

班別 參賽者姓名 
項目 

編號 
參賽項目 成績 

2D 張鳳怡 W331 高音木笛獨奏〈中學組 15歲或以下〉 冠軍 

3E 黃曉靜 W114 四級鋼琴獨奏 亞軍 

4B 冼凱盈 W326 木笛二重奏〈中級組 15歲或以下〉 亞軍 

4E 何雋諾 W326 木笛二重奏〈中級組 15歲或以下〉 亞軍 

2C 李頌雯 W327 木笛二重奏〈13歲或以下〉 亞軍 

2C 陸柔柔 W327 木笛二重奏〈13歲或以下〉 亞軍 

4B 冼凱盈 W331 高音木笛獨奏〈中學組 15歲或以下〉 亞軍 

6A 譚凱蔚 W15 女聲獨唱中文歌曲〈17歲或以下〉 季軍 

3E 鍾可宜 W331 高音木笛獨奏〈中學組 15歲或以下〉 季軍 

4E 練潔怡 W4 女聲獨唱外語歌曲〈中學組 15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3E 楊美寶 W114 四級鋼琴獨奏 優良獎狀 

1A 黃瑞玲 W117 五級鋼琴獨奏 優良獎狀 

1A 朱嘉澄 W117 五級鋼琴獨奏 優良獎狀 

3E 關淨然 W117 五級鋼琴獨奏 優良獎狀 

4E 袁啟劻 W117 五級鋼琴獨奏 優良獎狀 

1A 鄭欣欣 W117 五級鋼琴獨奏 優良獎狀 

3D 潘朗賢 W117 五級鋼琴獨奏 優良獎狀 



2D 李芷穎 W124 七級鋼琴獨奏 優良獎狀 

4A 香栢軒 W330 高音木笛獨奏〈中學組 17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2D 鄭穎欣 W332 高音木笛獨奏〈13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合唱團 N63 女聲合唱外文歌曲〈14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6A 譚凱蔚 W3 女聲獨唱外語歌曲〈中學組 17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6B 黃研 W3 女聲獨唱外語歌曲〈中學組 17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2C 郭芷程 W4 女聲獨唱外語歌曲〈中學組 15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3E 林穎彤 W4 女聲獨唱外語歌曲〈中學組 15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1D 陳詠欣 W5 女聲獨唱外語歌曲〈中學組 13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1D 陳鈺珊 W5 女聲獨唱外語歌曲〈中學組 13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2D 梁麗雯 W5 女聲獨唱外語歌曲〈中學組 13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1B 許家晉 W20 男聲獨唱中文歌曲〈13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2D 彭寶瑩 W112 四級鋼琴獨奏 良好獎狀 

2E 曹智嵐 W113 四級鋼琴獨奏 良好獎狀 

2B 蘇梓宏 W117 五級鋼琴獨奏 良好獎狀 

2C 馮穎琳 W120 六級鋼琴獨奏 良好獎狀 

3E 林蔓淇 W120 六級鋼琴獨奏 良好獎狀 

2E 李詠雯 W122 六級鋼琴獨奏 良好獎狀 

班別 參賽者姓名 
項目 

編號 
參賽項目 成績 

6B 向載意 W128 八級鋼琴獨奏 良好獎狀 

4A 陳靖遙 W157 鋼琴二重奏〈中級組〉 良好獎狀 

4B 李劻諺 W157 鋼琴二重奏〈中級組〉 良好獎狀 

  木笛組 W323 木笛小組合奏〈中級組〉 良好獎狀 

3D 楊穎妍 W326 木笛二重奏〈中級組 15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3E 楊雅靜 W326 木笛二重奏〈中級組 15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4A 羅卓殷 W326 木笛二重奏〈中級組 15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4B 關靜稄 W326 木笛二重奏〈中級組 15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2D 彭寶瑩 W327 木笛二重奏〈13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2D 梁麗雯 W327 木笛二重奏〈13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4A 香栢軒 W335 中音木笛獨奏〈中學組 19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4F 陳曉嵐 N501 箏獨奏〈高級組〉 良好獎狀 

4A 羅卓殷 N517 揚琴獨奏〈深造組〉 良好獎狀 

3B 李嘉敏 N541 笛獨奏〈中學高級組〉 良好獎狀 

 

 

 

 

 



 

 

 

 

 

 

 

 

 

 

 

 

 

 

 

 

 

 

第 61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得獎同學名單 

參賽者姓名 班別 

項目 

編號 

參賽項目 獎項 

陳舫晴 4D W331 高音木笛獨奏〈中學組 15歲或以下〉 冠軍 

木笛組 

W323 木笛小組合奏(中學組) 冠軍 

何雋諾 4D 

冼凱盈 3E 

香栢軒 3E 

關靜稜 3E 

羅卓殷 3E 

郭翠瑩 4D 

莊亦康 4D 

陳舫晴 4D 

盧立楹 6A 

陳彥廷 1E W65 女聲獨唱中文歌曲〈13歲或以下〉 亞軍 

林穎彤 2E W65 女聲獨唱中文歌曲〈13歲或以下〉 亞軍 

莊亦康 4D W331 高音木笛獨奏〈中學組 15歲或以下〉 亞軍 

林蔓淇 2C W117 五級綱琴獨奏 亞軍 



郭芷程 1D W65 女聲獨唱中文歌曲〈13歲或以下〉 季軍 

吳倩晴 
4D W54 

女聲獨唱外語歌曲〈中學組 15歲或以

下〉 季軍 

鄭穎欣 1A W332 高音木笛獨奏〈13歲或以下〉 季軍 

冼凱盈 3E W331 高音木笛獨奏〈中學組 15歲或以下〉 季軍 

劉海倫 2D W124 七級鋼琴獨奏 季軍 

高倩盈 
1D W54 

女聲獨唱外語歌曲〈中學組 15歲或以

下〉 優良獎狀 

蔡嫚娜 
3E W54 

女聲獨唱外語歌曲〈中學組 15歲或以

下〉 優良獎狀 

孔佩怡 
4B W54 

女聲獨唱外語歌曲〈中學組 15歲或以

下〉 優良獎狀 

餘奕霖 
4D W54 

女聲獨唱外語歌曲〈中學組 15歲或以

下〉 優良獎狀 

羅婉榕 
4D W54 

女聲獨唱外語歌曲〈中學組 15歲或以

下〉 優良獎狀 

鍾可宜 2E W336 中音木笛獨奏〈13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張鳳怡 1A W332 高音木笛獨奏〈13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鍾可宜 2E W332 高音木笛獨奏〈13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關靜稜 3E W331 高音木笛獨奏〈中學組 15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郭翠瑩 4D W331 高音木笛獨奏〈中學組 15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陳靖遙 3E W156 鋼琴二重奏〈高級組〉 優良獎狀 

羅卓殷 3E W156 鋼琴二重奏〈高級組〉 優良獎狀 

梁詠儀 4D W124 七級鋼琴獨奏 優良獎狀 

參賽者姓名 班別 

項目 

編號 

參賽項目 獎項 

彭頌雯 4E W124 七級鋼琴獨奏 優良獎狀 

朱偉俊 1B W113 四級鋼琴獨奏 優良獎狀 

何雪盈 1C W108 三級鋼琴獨奏 優良獎狀 

曹智嵐 1E W105 二級鋼琴獨奏 優良獎狀 

鄺嘉熙 4C N233 結他獨奏〈中級組〉 優良獎狀 

陳舫晴 4D N214 五級小提琴獨奏 優良獎狀 

合唱團   W95 民謠宗教音樂(中學:14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彭寶瑩 1D W65 女聲獨唱中文歌曲〈13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姚慧恩 1E W65 女聲獨唱中文歌曲〈13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高倩藍 
1D W54 

女聲獨唱外語歌曲〈中學組 15歲或以

下〉 良好獎狀 



羅卓殷 
3E W54 

女聲獨唱外語歌曲〈中學組 15歲或以

下〉 良好獎狀 

唐珮賢 
4B W54 

女聲獨唱外語歌曲〈中學組 15歲或以

下〉 良好獎狀 

李美詩 2E W332 高音木笛獨奏〈13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羅婉榕 4D W331 高音木笛獨奏〈中學組 15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梁楚業 4D W124 七級鋼琴獨奏 良好獎狀 

黃紫寧 1E W121 六級鋼琴獨奏 良好獎狀 

唐珮賢 4B W121 六級鋼琴獨奏 良好獎狀 

李詠雯 1E W118 五級綱琴獨奏 良好獎狀 

鄧鉉婷 2C W117 五級綱琴獨奏 良好獎狀 

馮欣穎 4C W117 五級綱琴獨奏 良好獎狀 

周凱盈 3A W113 四級鋼琴獨奏 良好獎狀 

楊美寶 2D W112 四級鋼琴獨奏 良好獎狀 

伍霈汶 1C W109 三級鋼琴獨奏 良好獎狀 

黃曉靜 2E W109 三級鋼琴獨奏 良好獎狀 

李嘉敏 2B N543 笛獨奏〈中學初級組〉 良好獎狀 

蔡旻晉 1B N532 二胡獨奏〈中級組〉 良好獎狀 

羅卓殷 3E N501 箏獨奏〈高級組〉 良好獎狀 

張鳳怡 1A N424 單簧管〈中學初級組〉 良好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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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者姓名 班別 

項目 

編號 

參賽項目 獎項 

梁詠儀 3E W120 鋼琴獨奏 (六級) 冠軍 

A (Boys)   W323 木笛小組 (中學組) 冠軍 

陳舫晴 

郭翠瑩 
3E W326 木笛二重奏 (15 歲或以下) 亞軍 

B (Girls)   W323 木笛小組 (中學組) 亞軍 

劉嘉梁 4D W330 高音笛獨奏 (16 歲或以下) 亞軍 



鍾菁怡 2C N506 琵琶獨奏 (中級組) 亞軍 

黃曉靜 1A W105 鋼琴獨奏 (二級) 亞軍 

周敏姬 

凌浚杰 

3B 

4D 
W326 木笛二重奏 (15 歲或以下) 季軍 

莫家榮 

劉嘉梁 

4B 

4D 
W326 木笛二重奏 (15 歲或以下) 季軍 

鍾可宜 1D W332 高音笛獨奏 (12 歲或以下) 季軍 

葉翠茵 2C N506 琵琶獨奏 (中級組) 季軍 

林蔓淇 1B W113 鋼琴獨奏 (四級) 季軍 

黃妍 4D W64 女聲獨唱中文歌曲組(15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陳詩敏 4E W63 女聲獨唱中文歌曲組(17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王清怡 

呂珮欣 
2C W326 木笛二重奏 (15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唐珮賢 

莊亦康 
3D W326 木笛二重奏 (15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合唱團   W95 民謠宗教音樂(14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張振志 2C W68 男聲獨唱中文歌曲組(13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陳灝燊 1B W68 男聲獨唱中文歌曲組(13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楊家熾 1B W68 男聲獨唱中文歌曲組(13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李美詩 1D W332 高音笛獨奏 (12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楊雅靜 1E W332 高音笛獨奏 (12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凌浚杰 4D W330 高音笛獨奏 (16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莫家榮 4B W330 高音笛獨奏 (16 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黃鵒婷 3B N506 琵琶獨奏 (中級組) 優良獎狀 

羅昕慈 3B N506 琵琶獨奏 (中級組) 優良獎狀 

羅卓殷 2E N501 箏獨奏 (高級組) 優良獎狀 

林志龍 3D W126 鋼琴獨奏 (七級) 優良獎狀 

參賽者姓名 班別 

項目 

編號 

參賽項目 獎項 

楊美寶 1E W105 鋼琴獨奏 (二級) 優良獎狀 

王樂堯 6A W129 鋼琴獨奏 (八級) 優良獎狀 

陳灝燊 1B W129 鋼琴獨奏 (八級) 優良獎狀 

李劻諺 2E W118 鋼琴獨奏 (五級) 優良獎狀 

梁楚業 3E W121 鋼琴獨奏 (六級) 優良獎狀 

文晧澄 1A W112 鋼琴獨奏 (四級) 優良獎狀 

何詠欣 4B W64 女聲獨唱中文歌曲組(15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吳倩晴 3E W64 女聲獨唱中文歌曲組(15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葉貞瑩 3C W64 女聲獨唱中文歌曲組(15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羅昕慈 3B W64 女聲獨唱中文歌曲組(15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羅婉榕 3E W64 女聲獨唱中文歌曲組(15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李劻諺 2E W68 男聲獨唱中文歌曲組(13歲或以下) 良好獎狀 

羅卓殷 2E N517 揚琴獨奏 (深造組) 良好獎狀 

麥思詠 3E N506 琵琶獨奏 (中級組) 良好獎狀 

李穎彤 3D N502 箏獨奏 (中級組) 良好獎狀 

羅卓殷 2E W156 鋼琴二重奏 良好獎狀 

彭頌雯 3C W145 鋼琴小奏鳴曲 良好獎狀 

曹諾欣 4D W129 鋼琴獨奏 (八級) 良好獎狀 

羅卓殷 2E W129 鋼琴獨奏 (八級) 良好獎狀 

譚凱蔚 4B W118 鋼琴獨奏 (五級) 良好獎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