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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近年本校在音樂方面的發展頗理想，尤其在音樂團隊方面屢創佳績，在校外比

賽中獲得多個大獎。然而，成功的背後總有許多奮鬥的歷程，回顧過去音樂的發展歷

史，本校著實走過許多崎嶇的路。

	 我校的音樂發展始於九十年代，當時學生仍須為學能測驗而努力，故同學參與

音樂、體育等課外活動未見普及。最初發展的音樂活動就只有小提琴班及高級組合唱

團。雖然我們也有參加校際音樂節，但成績未見突出。

	 2000年，隨著學能測驗的廢除，學校首先發展體育活動，各項運動漸有不俗的

成績。2002年，我校誕生了第一位全港傑出學生運動員後，校長便開始進行其他項目

的發展，而音樂則放在最優先的位置，因為校長深信運動與音樂在人生中是不可或缺

的，兩者對孩子的學習、健康、大腦發展、內涵情操有極大的影響。

	 2003年，我們增聘專科專教的音樂老師，並成立初級組合唱團，讓同學的學習更具延續性。在老師的

熱情感染下，學生感受到唱歌的樂趣，部分學生更在老師的鼓勵下嘗試獨唱，並開始參加校際音樂節獨唱項

目，更取得多個獎項。合唱團裡會獨唱的同學越來越多，他們帶動了其他團員積極改善自己的歌唱技巧，整

體水準不斷提升，故合唱團在每年校際音樂節中均取得首三名的佳績。今年更是合唱團的豐收年，兩組合唱

團在音樂節中不但獲得三冠一亞的佳績，更各自在總決賽中得到「冠軍中的冠軍」殊榮。另在「全港小學才

藝比賽」中，亦各自得到金獎冠軍。由此可見，KTS同學的歌唱水平獲得外界一致肯定和讚賞。

	 另一方面，我們又積極籌辦樂團，但開始時曾遇到許多的困難，例如導師的穩定性及水準參差、缺乏樂

器、學生參與率低等等。幸好，2006年我們遇上了音樂人胡太，在她的協助下，找來許多優秀的導師，他

們用心地教導同學，並編訂整體樂團的發展計劃，讓同學從小一開始就能進行音樂訓練，自此，各項樂器班

相繼開辦，今年我們已開辦54組音樂班，並備有管弦樂團、弦樂團、管樂團和敲擊樂團供同學參加。

	 2009年，我們舉辦了第一屆的藝術匯演，讓同學有展示學習成果的平台。翌年，我們藉著家教會的步

行籌款添購了一批大型樂器，如大提琴、敲擊樂器及管樂等，鼓勵同學加入樂團。這兩年，我們開始積極參

加校外樂團比賽，雖然許多競爭者已是發展多年、頗具名聲的學校，而它們的樂器亦比我們齊備，但我們不

但沒有比下去，且獲得甚佳的成績。今年敲擊樂團更帶來突破，第一次參加校際音樂節比賽便奪標而回，實

在可喜可賀！

	 本年度各項音樂比賽已圓滿結束，本校恭賀各位獲獎的同學，並十分感謝音樂科湯潔薇老師與及音樂進

修部胡太多年的努力。展望將來，我們會增添樂器以補樂團的不足，更會多為同學提供校內外表演及境外交

流的機會，讓同學擴闊眼界，提升水平。

	 音樂發展至今已多個年頭，我們喜見學校的音樂氣氛漸變濃厚。很多時候，校長總看見同學三五成群地

抱著樂器，跑到音樂室排練樂曲或練習歌唱，享受音樂的樂趣。透過培訓的過程，我們希望孩子培養出良好

的學習態度及明白團隊精神的重要。校長更希望同學看重的不只是比賽的結果，而是學習的過程，還有最重

要的——喜歡音樂！

校長楊美娟

校址：九龍塘金巴倫道2721地段          電話：23363802          網址：http://www.ktsps.edu.hk



	 首先恭喜今年所有在香港校際音樂節得獎的同學！您們的努力終於得到回報。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於2006年成立校外音樂進修部，樂團由最初只有27位同學，至今

已超過100人以上；而且組成3團：弦樂團、管樂團和敲擊樂團。其中敲擊樂團更在今次的

比賽中脫穎而出，取得冠軍殊榮。當中，同學表現出極佳的水準，亦同時充分表現出團隊精

神。同學的努力，家長的支持，致令每次練習和額外訓練都非常順暢。當然，最重要是指揮

王偉文導師悉心的指導和耐心的教導，真是功不可沒！

	 今年，本校三大樂團是第一次參加香港校際音樂節，雖然弦樂團和管樂團未能取得獎項，但成績有目共睹：

管弦樂團於眾多強勁對手中，仍取得優良成績；管樂團今年更首次派出5位同學參加管樂重奏項目，取得優良成

績，相信只要多加練習，日後將會有更好的表現。

	 在這裏，我希望得獎的同學不要驕傲，要把眼光放在前面的路，比賽過程中所學到的東西比起拿獎杯更為重

要。未能取得獎項的同學則不要氣餒，應該更加認真練習和聽從導師的教導，一次的失敗將會是下次成功的起點！

	 最後，祝願各位同學能繼續享受音樂帶來的樂趣，同時珍惜大家合奏音樂的美妙時光！

校外音樂進修部

音樂總監

胡太

胡太 (校外音樂進修部總監) 分享



敲擊樂團

榮獲本年度香港學校

音樂節 (敲擊樂 - 節奏

樂隊 - 小學 - 13歲或以下)	

冠軍

敲擊樂團(學生名單)

3A	 張卓傑、陳穎儀

3B	 彭梓翔

3C	 區樹勳

4A	 陳峻良

4B	 諸芍彤、林天朗

5A	 黃浩彥、羅一禧、梁栢堅、鍾晉彥

5B	 梁頌然、孫文灝

5C	 何穎妍、陳民諾、劉繼揚、藍爵仁

5D	 陳詠琳、趙梓曦、龔柏賢、陳諾行

6A	 黃耀麟、敖文殷

6E	 莫汶迪、鄧日珩、林家進

學生名單

	 首先，要藉此機會感謝校董、楊校長及九龍塘學校（小學部）的一眾同工一直對校

外音樂進修部的支持，並於合作的過程中給予寶貴意見，此外，是次敲擊樂團能於校際

音樂節中勇奪冠軍，亦有賴各位同學在訓練過程中的投入參與。

	 事實上，獲得如此佳績的確令人雀躍，也是對大家認真及刻苦練習的一種認同。因此，老師更著眼於同

學在排練過程中所付出的努力！在過去三年間，本人見證著敲擊樂團由一個只有十數人及有限的樂器編制，

慢慢有更多同學參與，學校亦投放更多資源，及至發展到今天小有成績，實在感到很大滿足感！最後亦感激

各位家長信賴，鼓勵同學參與。正所謂「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冀望同學在未來的日子裡能繼續努力，提

升音樂造詣之餘，亦能感受到音樂的偉大！

導師分享導師分享
敲擊樂團指揮 : 王偉文先生



高級組合唱團高級組合唱團

3A	 韋	 瑤、葉承愷
3B	 余卓婷
4A	 張雪穎、徐嘉駿、林芷瑩、蘇柏睿、王健文、顏樂兒	
4B	 陳思晴、林嘉俊、梁庭瀚、莫小柔、鄧梓淇、杜嘉縉、鄺恩霖、杜泓志
4C	 陳肇晉、卓敬又、張淯睿、何衍晴、李宛芯、羅曉明、譚梓熙、姚遨謙、朱紀瑩
5B	 黃梓鋒、葉倬希
5C	 陳學鋑、秦汶欣、甘宇希、郭梓浚、伍家希、沈沛銘、翁嘉浩
5D	 馮敏怡、李諾瑤、梁瀚程、梁思蔓、杜芷蕎、謝沛達
6A	 趙彥晴、張晞彤、吳茜渝、袁幗彤
6B	 胡展洭、朱湘楠、何珈誼
6C	 唐卓瑩、伍倬彤
6D	 郭敏瑩、黃心怡、姚瑋皓、陳駿諾、陳詩盈、鄭雅庭
6E	 陳曉琳、許晉溢、林君鍵、梁暄彤、唐卓知
6F	 曾詠心、黃俊軒

學生名單

	 經過一年的努力，校際音樂節總算告一段落。今年合唱團能夠獲得令人鼓舞的成果
確實得來不易，一切都有賴同學的努力，老師的協助，以及家長的配合。今年的訓練過
程確實一點也不輕鬆，面對賽前的密集式訓練，老師的嚴謹要求，須要放棄私人的休息
時間參與聲部練習等等，同學們都能一直堅守信念，一步一步的向著目標前進，我們共
同引證了「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這句說話。老師的喜悅並非來自今年所得到的獎盃，而是感受到大家
對音樂的熱誠，對合唱團的歸屬感，這真的令老師非常感動。被勝利沖昏的飄然感覺只能維持一時三刻，但
是你能盡全力地與同伴一起奮鬥，為目標努力，過程中所得的滿足感卻能令你回味一生。今年獲得好成績固
然開心，不過同學亦不可因此而自滿，更要為下一個挑戰作出準備。
	 作為一個稱職的合唱團團員，除了要愛護自己的聲音外，還要培養一對好耳朵！好耳朵能夠聆聽他人，
也能聆聽自己。聆聽自己——作為自己的「私人指導老師」，認識自己的聲音，嘗試分辨好音色及壞音色；
聆聽他人——除了用心聆聽老師的指導、要求，還要聆聽其他人的歌聲，在眾多不同的聲音中，找尋出和諧
的音色就是合唱團的最終理念。現在開始，大家都一起培養一對好耳朵吧！

*************

*************

榮獲本年度
香港學校音樂節 
(小學合唱隊 - 
九龍及新界) - 
高級組 

中文歌曲 亞軍
外文歌曲 冠軍

導師分享導師分享
高級組合唱團指揮 : 羅寶欣小姐

榮獲本年度香港學校音樂節 (小學合唱隊 -新界區) - 高級組

總冠軍



1B	 劉映彤、余梓楓、陳諾謙
1C	 毛	 霜、王雪穎、邱俊曦
1D	 木代莉莉、鍾	 晴
2A	 陳竑溍、周映行、許愷洛、麥天心、潘心陶、曾暉兒、余懿行
2B	 林心熒、譚皓尹
2C	 區暉朗、陳毅濤、謝展希、張譯文、陳天威、廖梓均、譚翊朗、胡凱程
2D	 張朗弦、蔣綽薇、何書樂、林真熙、李書慧、潘曉琳、潘皓泓、黃可晴
3A	 陳曉慧、鍾莉珊、許	 言、林日朗、馬智諾、伍婥殷、彭梓鋒、冼希桐、葉藹嬈
3B	 陳樂童、張綺琪、許凱琳、郭昕祺、林楚嵐、溫栩瑩、盛紹敏
3C	 陳雅筠、蔡寧心、蔡玉衡、蔡旻均、關兆軒、李映瑜、盧曉晴、盧智妍、譚雋曦、
	 黃梓琪、易	 晉

學生名單

導師分享導師分享

初級組合唱團初級組合唱團

	 每次為合唱團進行訓練之前，我心裡總是期待著快點跟這一群既活潑又可愛的小孩
子見面。在跟他們相處的這段日子裡，我發現他們由起初對歌唱毫無認知，對什麼是比
賽也一竅不通；到後來，他們開始掌握呼吸技巧，聲線也漸漸成熟；再到今天，他們已
知道面對比賽應有的禮儀及態度，及能夠齊心地專注指揮的指示，更做到把歌曲中的感
情表達出來。這些進步絕對是他們一直努力不懈的成果。在本年度比賽中，看見他們能
夠在舞台上演唱出歌曲中的神韻，我真是以他們為榮呢！
	 團員們有這些進步，我相信他們在家中也花了不少時間練習呢！據我所知，有些團員會在家中開設小型
演唱會，為家庭成員獻唱，跟家人分享美妙的歌聲，同時也把合唱團內的歡樂和溫馨帶回家中，感染家人。
所以，我深信音樂不單是為孩子們帶來獎項及榮譽，更重要的是讓他們明白「成功須努力」的人生道理，而
音樂為人們帶來歡樂更是當中奧妙之處。
	 我校合唱團在本屆校際音樂節中取得史無前例的佳績，這是大家努力的成果，也是值得驕傲的一刻，但
是，希望大家不要因過份沉醉以致鬆懈自己，相反，大家必須更加努力，向更高的目標邁進。團員們，我們
一同努力吧！

本校音樂科科主任及初級組合唱團指揮 : 
湯潔薇老師

榮獲本年度香港學校音樂節 

(小學合唱隊 - 新界區) - 初級組	

總冠軍
榮獲本年度

香港學校音樂節 

(小學合唱隊 - 

九龍及新界) - 

初級組 

中文歌曲 冠軍
外文歌曲 冠軍



個人項目得獎名單個人項目得獎名單

一級分級鋼琴獨奏	 2A	林奕曦

外文歌曲七至八歲男童聲或女童聲小學聲樂獨唱	 2A	余懿行

外文歌曲七至八歲男童聲或女童聲小學聲樂獨唱	 3A	馬智諾

二級鋼琴獨奏	 3B	林楚嵐

四級小提琴獨奏	 3C	歐陽諾玟

外文歌曲十二歲或以下女聲聲樂獨唱	 6D	鄭雅庭

外文歌曲十二歲或以下女聲聲樂獨唱	 6E	梁暄彤

一級分級鋼琴獨奏	 1B	劉映彤

外文歌曲七至八歲男童聲或女童聲小學聲樂獨唱	 2C	謝展希

二級分級鋼琴獨奏	 2D	張朗弦

外文歌曲七至八歲男童聲或女童聲小學聲樂獨唱	 2D	林真熙

二級小提琴獨奏	 3B	陳樂童

二級分級鋼琴獨奏		 3B	麥珮榆

外文歌曲十歲或以下男童聲或女童聲小學聲樂獨唱		 4A	徐嘉駿

四級分級鋼琴獨奏	 4A	葉卓靈

中國作曲家中級組鋼琴獨奏	 5A	朱鍵行	

四級分級鋼琴獨奏	 5D	尹諾詩

外文歌曲十二歲或以下女聲小學聲樂獨唱		 6A	袁幗彤

三級分級鋼琴獨奏	 6F	黃頌雅

初級組大提琴獨奏	 2A	林奕曦

外文歌曲七至八歲男童聲或女童聲小學聲樂獨唱	 2A	潘心陶

外文歌曲七至八歲男童聲或女童聲小學聲樂獨唱	 2C	區暉朗	

外文歌曲七至八歲男童聲或女童聲小學聲樂獨唱	 3B	林楚嵐

三級小提琴獨奏	 3B	高子軒

二級分級鋼琴獨奏	 3B	廖昊然

外文歌曲七至八歲男童聲或女童聲小學聲樂獨唱	 3C	盧智妍

一級小提琴獨奏	 4C	卓敬又

五級分級鋼琴獨奏	 5A	黃凱琳

小學初級組長笛獨奏	 5A	劉敬心

八級鋼琴獨奏	 6A	趙彥晴

外文歌曲十二歲或以下女聲小學聲樂獨唱		 6B	麥采頤

學生名單

學生名單

學生名單

冠軍

亞軍

季軍



學生分享學生分享

	 今年的校際比賽，我參加了不同的項目，在每項比賽中，我都會抱著認真

和積極的態度去面對，賽前的準備功夫絕不會馬馬虎虎。

	 樂器是最花時間練習的一項，我不單要把一首樂曲完整正確地彈奏出來，

還要加入感情、輕重地演奏。但我卻是一個「大頭蝦」的女孩子，時常會犯上

相同的錯誤。我有時也真會擔心，坐在我身旁的老師頭上會冒出大火來呢！

余老師，多謝您耐心的教導和鼓勵，讓我在本年度校際音樂節取得鋼琴比賽冠

軍。

	 在本屆賽事中，我學會了把握機會及靜靜地觀察每位參賽者的表現，從中

學習和提醒自己。同時，參加比賽也教我懂得要怎樣面對失敗，從失敗中學習

和反省，因為「失敗乃成功之母」呢！

	 我是6D班的鄭雅庭。我十分榮幸可在第64屆音樂節中奪得冠軍。在訓

練及比賽的過程中，我由一個缺乏自信心的人，變成充滿自信。當然，每個

人都會有落敗的時候，我也不例外，我會自我反省和看清楚評判給我的寶貴意

見，確保我以後不會犯同樣的錯。其實，這也是參加比賽的主要目的。

	 在此，我要感謝我的聲樂老師——麥老師，以及一直和我一起比賽的戰

友——麥采頤。因為他們一直給我鼓勵和支持。

	 我在是次比賽中實在獲益良多，師弟師妹們，希望你們來年度也一同參

加校際音樂節，享受一下音樂帶給我們的樂趣吧!

	 我今年得了小提琴獨奏冠軍，我想在此分享我的一點心得。首先，每天要

定時練琴和不停練習正確的基本功，還要反覆練習有困難的地方，目的是為我

的音樂造詣打好紮實的根基。同時，我還須要向老師請教和演繹不同樂曲，而

最重要的是要存著忍耐和接受批評的心。此外，我們可把比賽當作是一場遊戲

活動，但絕不要輕視任何對手，應該沉著應戰，認真對待。

	 我希望藉此感謝我小提琴老師的悉心指導，同時亦感謝媽媽的批評和責

罵，他們都使我進步不少呢！

3B 林楚嵐 (鋼琴獨奏 (二級) - 冠軍)

6D 鄭雅庭 (聲樂獨唱 (外文歌曲) – 冠軍)

3C 歐陽諾玟 (小提琴獨奏 (四級) - 冠軍)



第6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其他獲獎名單

優良獎狀

榮譽獎狀

良好獎狀

3B	 羅沛尊	 小提琴獨奏

1A	 方嘉穎	 二級鋼琴獨奏	
1A	 王思晴	 二級鋼琴獨奏	
1A	 王思晴	 高音木笛獨奏
1A	 朱南縉	 二級鋼琴獨奏
1A	 陳欣載	 二級鋼琴獨奏
1A	 陳婧悠	 四級鋼琴獨奏
1A	 陳凱晴	 一級鋼琴獨奏
1A	 曾子謙	 小提琴獨奏
1A	 曾子謙	 二級鋼琴獨奏	
1A	 黃晴曦	 一級鋼琴獨奏
1A	 羅琬喬	 二級鋼琴獨奏
1B	 黃清朗	 一級鋼琴獨奏
1B	 葉剴晴	 三級鋼琴獨奏
1C	 毛			霜	 一級鋼琴獨奏
1C	 李靖琳	 二級鋼琴獨奏	
1C	 辛恩俊	 二級鋼琴獨奏	
1C	 張冉亭	 四級鋼琴獨奏
1C	 陳隽生	 一級鋼琴獨奏
1C	 陸芷嶠	 一級鋼琴獨奏
1C	 趙顯揚	 一級鋼琴獨奏
1C	 蔡皓欣	 二級鋼琴獨奏
1D	 朱仲楠	 二級鋼琴獨奏
1D	 林菀之	 一級鋼琴獨奏
1D	 侯雋晞	 一級鋼琴獨奏
1D	 莫承熹	 一級鋼琴獨奏
1D	 黃日銘	 一級鋼琴獨奏
1D	 黃鈱迪	 一級鋼琴獨奏
1D	 萬松琛	 一級鋼琴獨奏
1D	 劉思彤	 聲樂獨唱
1D	 鄭駿泓	 一級鋼琴獨奏
2A	 吳坤玲	 一級鋼琴獨奏
2A	 林學正	 小提琴獨奏
2A	 許愷洛	 聲樂獨唱
2A	 許愷洛	 三級鋼琴獨奏
2A	 陸欣熹	 二級鋼琴獨奏
2A	 麥天心	 聲樂獨唱
2A	 曾暉兒	 一級鋼琴獨奏
2A	 曾暉兒	 聲樂獨唱
2A	 黃澤鈞	 一級鋼琴獨奏
2B	 林心熒	 一級鋼琴獨奏
2B	 張展圖	 一級鋼琴獨奏
2B	 張瑋廷	 一級鋼琴獨奏
2B	 劉耀庭	 小提琴獨奏
2B	 鍾安澄	 一級鋼琴獨奏
2B	 鍾安澄	 聲樂獨唱
2B	 鍾尚延	 二級鋼琴獨奏
2C	 邱沛霖	 三級鋼琴獨奏	
2C	 胡凱程	 聲樂獨唱
2C	 區暉朗	 一級鋼琴獨奏
2C	 陳天威	 聲樂獨唱
2C	 陳玟穎	 二級鋼琴獨奏	
2C	 陳毅濤	 聲樂獨唱
2C	 廖梓均	 聲樂獨唱
2C	 劉皓琛	 一級鋼琴獨奏
2C	 鄭欣諾	 聲樂獨唱
2D	 甘靖希	 三級鋼琴獨奏
2D	 林真熙	 二級鋼琴獨奏	
2D	 張朗弦	 聲樂獨唱
2D	 郭穎琛	 二級鋼琴獨奏	
2D	 黃可晴	 聲樂獨唱
2D	 潘曉琳	 聲樂獨唱
2D	 鍾瑋靖	 一級鋼琴獨奏
3A	 王綺善	 二級鋼琴獨奏	
3A	 李諾謙	 三級鋼琴獨奏

1A	 王詠朗	 一級鋼琴獨奏
1A	 黃進謙	 一級鋼琴獨奏
1A	 楊璟柏	 一級鋼琴獨奏
1C	 周裕軒	 一級鋼琴獨奏
1C	 邱俊曦	 一級鋼琴獨奏
2B	 嚴嘉淇	 三級鋼琴獨奏	
2B	 鄭卓峯	 一級鋼琴獨奏
2C	 張譯文	 四級鋼琴獨奏
3A	 伍婥殷	 聲樂獨唱

2D	 鄧臻兒	 小提琴獨奏 1B	 鄧懷諾	 一級鋼琴獨奏

3A	 侯凱迪	 三級鋼琴獨奏
3A	 韋			瑤	 聲樂獨唱	
3A	 陳曉慧	 二級鋼琴獨奏
3A	 陳曉慧	 聲樂獨唱
3A	 葉藹嬈	 聲樂獨唱
3B	 余卓婷	 聲樂獨唱	
3B	 余灝垣	 大提琴獨奏
3B	 高子軒	 小提琴獨奏
3B	 張綺琪	 聲樂獨唱
3B	 盛紹敏	 聲樂獨唱
3B	 許凱琳	 聲樂獨唱
3B	 郭昕祺	 聲樂獨唱
3B	 陳樂童	 四級鋼琴獨奏
3B	 溫栩瑩	 四級鋼琴獨奏
3B	 羅沛尊	 三級鋼琴獨奏
3C	 毛鎮熙	 五級鋼琴獨奏
3C	 何卓妍	 一級鋼琴獨奏
3C	 李映愉	 聲樂獨唱
3C	 施曦鉑	 一級鋼琴獨奏
3C	 翁琝琋	 二級鋼琴獨奏
3C	 張皓程	 單簧管獨奏	
3C	 張皓程	 二級鋼琴獨奏	
3C	 陳雅筠	 聲樂獨唱
3C	 陳雅筠	 三級鋼琴獨奏
3C	 陳樂潼	 四級鋼琴獨奏	
3C	 陳樂潼	 鋼琴獨奏	
3C	 黃梓琪	 二級鋼琴獨奏	
3C	 黃梓琪	 聲樂獨唱
3C	 蔡玉衡	 聲樂獨唱
3C	 蔡寧心	 聲樂獨唱
3C	 鄭譜嗣	 三級鋼琴獨奏
3C	 盧智妍	 四級鋼琴獨奏
3C	 盧曉晴	 二級鋼琴獨奏
3C	 盧曉晴	 聲樂獨唱
4A	 王健文	 二級鋼琴獨奏
4A	 王健文	 聲樂獨唱	
4A	 林芷瑩	 聲樂獨唱	
4A	 陳芷彥	 三級鋼琴獨奏	
4A	 陳嘉瑩	 五級鋼琴獨奏
4A	 陳曉儀	 三級鋼琴獨奏	
4A	 勞瑞麒	 單簧管獨奏	
4A	 黃柏皓	 小提琴獨奏
4A	 葉卓靈	 鋼琴獨奏	
4A	 葉卓靈	 小提琴獨奏
4A	 歐善言	 四級鋼琴獨奏
4A	 蘇子謙	 小提琴獨奏
4A	 蘇柏睿	 四級鋼琴獨奏
4B	 何熙琳	 二級鋼琴獨奏	
4B	 何蘊悅	 四級鋼琴獨奏	
4B	 吳民傑	 三級鋼琴獨奏
4B	 胡卓琳	 四級鋼琴獨奏
4B	 梁書華	 小提琴獨奏
4B	 馮珀希	 單簧管獨奏	
4B	 黃浠洳	 三級鋼琴獨奏
4B	 鄧梓淇	 聲樂獨唱	
4B	 鄧皓晉	 四級鋼琴獨奏
4B	 鄺恩霖	 四級鋼琴獨奏	
4C	 何衍晴	 聲樂獨唱	
4C	 李宛芯	 三級鋼琴獨奏
4C	 卓敬又	 聲樂獨唱	
4C	 周詩雅	 聲樂獨唱	
4C	 姚遨謙	 聲樂獨唱
4C	 孫昕潼	 三級鋼琴獨奏
4C	 梁芷希	 四級鋼琴獨奏

4C	 陳肇晉	 三級鋼琴獨奏
4C	 黃鈱畯	 三級鋼琴獨奏
4C	 劉諾恩	 二級鋼琴獨奏	
4C	 鄭芷盈	 四級鋼琴獨奏
4C	 鄧勵兒	 長笛獨奏	
5A	 伍家萱	 小提琴獨奏
5A	 朱鍵行	 五級鋼琴獨奏
5A	 江志揚	 四級鋼琴獨奏	
5A	 江志揚	 初級組鋼琴二重奏
5A	 宋明倩	 五級鋼琴獨奏
5A	 周昊霖	 圓號獨奏
5A	 周昊霖	 三級鋼琴獨奏
5A	 秦安晴	 五級鋼琴獨奏
5A	 陳俊彥	 四級鋼琴獨奏
5A	 陳曉陽	 聲樂獨唱	
5A	 陳曉陽	 七級鋼琴獨奏
5A	 陳曉陽	 聲樂獨唱
5A	 陳曉陽	 鋼琴獨奏
5A	 黃凱琳	 長笛獨奏	
5A	 廖康佑	 四級鋼琴獨奏
5A	 廖康佑	 鋼琴獨奏
5A	 劉敬心	 四級鋼琴獨奏
5B	 李			情	 小提琴獨奏
5B	 李宇軒	 三級鋼琴獨奏
5B	 陳隽翹	 四級鋼琴獨奏
5B	 劉泓隆	 四級鋼琴獨奏
5C	 甘宇希	 鋼琴獨奏
5C	 李慶烽	 四級鋼琴獨奏
5C	 翁嘉浩	 三級鋼琴獨奏
5C	 陳正然	 三級鋼琴獨奏
5C	 潘梓鋒	 三級鋼琴獨奏
5D	 李卓安	 小提琴獨奏
5D	 馮暐謙	 三級鋼琴獨奏	
6A	 李顥尹	 三級鋼琴獨奏
6A	 敖文殷	 木琴獨奏
6A	 陳駿瑋	 四級鋼琴獨奏
6A	 黃冠博	 七級鋼琴獨奏
6A	 黃耀麟	 木琴獨奏
6A	 溫皓傑	 八級鋼琴獨奏
6A	 鄭兆衡	 圓號獨奏
6A	 謝旻臻	 小提琴協奏曲
6A	 謝旻臻	 小提琴獨奏
6B	 朱海寧	 五級鋼琴獨奏
6B	 何柏洛	 五級鋼琴獨奏
6B	 陳君彥	 五級鋼琴獨奏
6B	 陳震東	 鋼琴獨奏
6B	 陳震東	 小提琴獨奏
6B	 陳震東	 七級鋼琴獨奏
6C	 成祖康	 小號獨奏	
6C	 余鈞濠	 五級鋼琴獨奏
6C	 黃錦熙	 圓號獨奏	
6D	 何洛峰	 五級鋼琴獨奏
6D	 李俊昇	 小提琴獨奏
6D	 陳詩盈	 五級鋼琴獨奏
6D	 陳詩盈	 聲樂獨唱
6D	 葉曉曦	 五級鋼琴獨奏
6E	 林君鍵	 五級鋼琴獨奏
6E	 俞灝廷	 木琴獨奏
6E	 唐卓知	 聲樂獨唱
6F	 鄭淇謙	 小提琴協奏曲	
6F	 鄧治平	 長笛獨奏	
5D	 勞詠揚	 吹管樂小組
5D	 洪卓泓	 吹管樂小組
6A	 鄭兆衡	 吹管樂小組

6B	 劉卓然	 吹管樂小組
6F	 莊承軒	 吹管樂小組
2A	 林奕曦	 管弦樂團
2D	 鄧臻兒	 管弦樂團
3A	 郭彥朗	 管弦樂團
3B	 余灝垣	 管弦樂團
3B	 羅沛尊	 管弦樂團
3B	 高子軒	 管弦樂團
3B	 盛紹敏	 管弦樂團
4A	 陳嘉瑩	 管弦樂團
4A	 蘇子謙	 管弦樂團
4A	 鍾博康	 管弦樂團
4A	 葉卓靈	 管弦樂團
4A	 黃柏皓	 管弦樂團
4A	 勞瑞麒	 管弦樂團
4B	 陳澤朗	 管弦樂團
4B	 何梓灝	 管弦樂團
4C	 徐家浚	 管弦樂團
4C	 鄧勵兒	 管弦樂團
5A	 伍家萱	 管弦樂團
5A	 林心甜	 管弦樂團
5A	 黃樂曦	 管弦樂團
5A	 鄧羨蕎	 管弦樂團
5A	 劉俊豪	 管弦樂團
5A	 劉敬心	 管弦樂團
5A	 秦安晴	 管弦樂團
5A	 周昊霖	 管弦樂團
5A	 黃浩彥	 管弦樂團
5B	 李			情	 管弦樂團
5B	 梁頌然	 管弦樂團
5C	 陳民諾	 管弦樂團
5C	 李樂妍	 管弦樂團
5D	 李卓安	 管弦樂團
5D	 洪卓泓	 管弦樂團
5D	 勞詠揚	 管弦樂團
6A	 葉清霖	 管弦樂團
6A	 江穎頤	 管弦樂團
6A	 鄺皓鐮	 管弦樂團
6A	 杜明諾	 管弦樂團
6A	 鄭兆衡	 管弦樂團
6A	 黃耀麟	 管弦樂團
6A	 敖文殷	 管弦樂團
6B	 陳震東	 管弦樂團
6B	 黃駿然	 管弦樂團
6B	 李泓駿	 管弦樂團
6B	 劉卓然	 管弦樂團
6C	 黃錦熙	 管弦樂團
6D	 周梓惠	 管弦樂團
6D	 李俊昇	 管弦樂團
6D	 林卓霆	 管弦樂團
6D	 李灝勤	 管弦樂團
6D	 葉浚驊	 管弦樂團
6D	 李洛賢	 管弦樂團
6D	 勞詠榆	 管弦樂團
6D	 郭敏瑩	 管弦樂團	
6E	 鄭彥珩	 管弦樂團
6E	 俞灝廷	 管弦樂團
6E	 伍展宏	 管弦樂團
6E	 梁穎禧	 管弦樂團
6F	 鄭淇謙	 管弦樂團
6F	 黃灝賢		 管弦樂團
6F	 莊承軒	 管弦樂團
6F	 高芷澄	 管弦樂團

3A	 林日朗	 聲樂獨唱
3A	 侯凱迪	 長笛獨奏	
3A	 黃正宇	 二級鋼琴獨奏	
3A	 葉藹嬈	 二級鋼琴獨奏	
3A	 許			言	 三級鋼琴獨奏
3B	 唐愷延	 小提琴獨奏
4A	 陳駿軒	 三級鋼琴獨奏	
4B	 杜泓志	 聲樂獨唱	
4B	 莫小柔	 聲樂獨唱	

4B	 李顥均	 口琴獨奏	
4B	 何梓灝	 單簧管獨奏	
4B	 陳詠汶	 單簧管獨奏	
4C	 徐家浚	 單簧管獨奏	
5A	 秦安晴	 長笛獨奏	
5B	 黃梓鋒	 長笛獨奏	
5B	 羅瀚樑	 四級鋼琴獨奏
5C	 翁嘉浩	 聲樂獨唱	

5C	 王奕翹	 聲樂獨唱
5D	 鍾瑋志	 二級鋼琴獨奏
6B	 岑洛宜	 長笛獨奏	
6C	 湯旻翰	 長笛獨奏	
6E	 俞灝廷	 大提琴獨奏	
6F	 張朝鏗	 長笛獨奏	
6F	 莊承軒	 長號獨奏
6F	 陳			樾	 五級鋼琴獨奏

第6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其他獲獎名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