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18 音樂比賽獎項 

一、 第 70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獎項： 

參賽項目/組別 所獲獎項 獲獎學生 

鋼琴獨奏(G4) 第一名 5D 李柔 

鋼琴獨奏(G6) 第一名 5C 凌若嫺 

箏獨奏(初級組) 第二名 5C 凌若嫺 

鋼琴獨奏(G6) 第三名 5D 余溢希 

鋼琴獨奏(G1) 優良 1B 梁安芯 

鋼琴獨奏(G1) 優良 2C 黃思甜 

鋼琴獨奏(G2) 優良 3B 李歷 

鋼琴獨奏(G2) 優良 3C 陳文豪 

鋼琴獨奏(G3) 優良 4A 何翠桐 

鋼琴二重奏(中級) 優良 5C 凌若嫺 

鋼琴獨奏(G3) 優良 5E 陳洛妍 

鋼琴獨奏(G5) 優良 6C 邢益謙 

鋼琴獨奏(G1) 良好 1C 李芷淇 

鋼琴獨奏(G1) 良好 1C 梁澤曦 

鋼琴獨奏(G1) 良好 1D 韋樂薏 

笛獨奏(初級) 良好 3C 曾銳敏 

鋼琴獨奏(G1) 良好 3C 葉雯雯 

鋼琴獨奏(G2) 良好 3C 梁澤軒 

鋼琴獨奏(G4) 良好 4A 陳卓謙 

鋼琴獨奏(G4) 良好 4C 鄭淑楠 

笛獨奏(初級) 良好 5A 沈浦暉 

箏獨奏(初級) 良好 5B 何心怡 

小提琴二重奏 良好 5D 余溢希 

小提琴二重奏 良好 5E 陳卓均 

小學合唱隊(外文歌曲)—10歲或以下 良好 

1A 陳美姸、施玟珊、徐子涵 

1B 雷芷穎、黃可晴、袁啟仁 

1C 
陳芍琳、許皓斌、李芷淇、 

廖芷翹、伍熹賢、黃卓瀅 

1D 

陳穎潼、鄭穎琳、李旖曈、 

老巧瑤、韋樂薏、邢怡然、 

鄭家灝 

2A 周穎怡、吳子柔、胡天童 

2B 
陳音彤、何肇豪、郭曉瑜、 

陸芍寧、潘樂甄 

2C 

陳穎楠、陳靜曉、陳奕媛、 

關羽恩、郭浠彤、李慧妍、 

馮思美、黃昕怡、翁靖 

3A 黃浚申、馬芷翹 

3B 張倩儀、蔡潁瑤 

3C 
陳嘉熔、陳信良、鄺柏翹、 

梁澤軒、李嘉瀅、蔡泳茹 

3D 郭熙楠、李正謙、徐昕茹 

4A 周穎恩、樊竣翹、何翠桐 

4B 張楠 

4C 
陳穎姮、陳芷銳、鄭淑楠、 

黃偉嵐、麥奕琳、黃紫悠、 



二、 校外音樂比賽獎項 

A. 侯寶垣盃小學校際音樂比賽 2018 

B. 其他校外音樂比賽： 

比賽名稱 參賽項目/組別 
所獲 

獎項 

獲獎學生 

班別 學生姓名 

香港兒童音樂大賽-第六季 

(2017年 11月 4日) 
P5-6(A組) 亞軍 5C 凌若嫺 

第 18屆日本大阪國際音樂大賽香港賽區 

(21/7/2017) 
兒童組 第一名 5D 余溢希 

兩岸音樂藝術教育交流協會主辦台灣愛

琴海音樂大賽 2017 (15-8-2017) 
古典鋼琴兒童 B組 第一名 5D 余溢希 

VIII International Music Competition 

AMIGDALA 

(4-3-2018) 

Section 1 Category B 
First 

Place 
5D 余溢希 

2018 香港青少年鋼琴大賽總決賽 少年組 金獎 5D 余溢希 

2018 香港青少年鋼琴大賽總決賽 中童組 銀獎 5D 余溢希 

比賽項目 獎項 班別 學生姓名 

中樂拉弦樂獨奏 銅獎 2C 李黃鑫 

中樂拉弦樂獨奏 銀獎 3C 陳星宇 

中樂彈撥樂獨奏 銀獎 5C 凌若嫻 

鋼琴獨奏 - 高級組 金獎 5C 凌若嫻 

西樂獨奏 - 弦樂 銅獎 5D 余溢希 

中樂吹管樂獨奏 銅獎 5A 羅惠雯 

中樂吹管樂獨奏 銅獎 5A 沈浦暉 

中樂吹管樂獨奏 銅獎 4C 黃紫悠 

中樂吹管樂獨奏 優良 3C 曾銳敏 

鋼琴獨奏 - 高級組 銀獎 5D 余溢希 

中樂合奏 銅獎 

2C 李黃鑫 

2C 方恩琪 

3A 冼俊昊 

3C 陳星宇 

3C 曾銳敏 

3C 劉煒琦 

3C 吳凱琳 

3D 陳俊希 

3D 曾紫姸 

3D 陳小柔 

4C 林穎欣 

4C 黃紫悠 

5A 沈浦暉 

5A 陳皚愷 

5A 陳奕祺 

5A 陳子妍 

5A 羅惠雯 

5C 凌若嫻 

5D 陳季明 

5E 張政 

6C 麥芷瑜 

6E 方安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