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賽日期：2014年4月27日、5月17日、5月18日比賽場地：香港兆基創意書院評判： 中樂組 麥達卓先生西樂及弓弦樂組 梁樂先生 鋼琴組 梁維芝小姐鋼琴組 陳家敏小姐 鋼琴組 吳婉嫻小姐
註: 得獎證書領取方法請見最後頁鋼琴組中文姓名 參賽組別 項目 就讀學校 指導單位 指導老師獎* 獎項麥霈琨 兒童A組 中樂獨奏 Maryknoll Convent School(Primary Section) 鄭穎芬 冠軍陳逸彤 兒童A組 中樂獨奏 嘉諾撒聖家(九龍塘) 亞軍伍凌峰 兒童A組 中樂獨奏 季軍伍淑瑩 兒童B組 中樂獨奏 何慕嫻 冠軍曾偉樑 兒童B組 中樂獨奏 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 亞軍許珈莉 兒童B組 中樂獨奏 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 季軍黃琬珊 少年組 中樂獨奏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優秀(金獎)#王星兒 幼兒A組 弓弦樂獨奏 Constance Wong 冠軍葉澤瀚 幼兒A組 弓弦樂獨奏 維多利亞幼稚園 亞軍黃君言 幼兒B組 弓弦樂獨奏 冠軍王濼恩 幼兒B組 弓弦樂獨奏 Kentville Kindergarten 亞軍

第七屆香港青少年及幼兒藝術節 – 樂器比賽 得獎名單

鋼琴演奏家，經常於歐美等地表演，於皇家音樂學院先後取得音樂學士學位和鋼琴教師資格，德州基督教大學音樂碩士，現任英國皇家音樂學院香港校友會主席
 曾多次參與香港中樂團在香港及亞洲藝術節的演出、亦在香港各大小演唱會擔任音樂領導現為香港弦樂團首席、香港演藝學院兼職導師、香港音樂事務統籌處兼職演奏員
英國倫敦大學英皇學院音樂系碩士畢業，曾獲英國普利茅斯青年音樂家獎冠軍，現從事音樂教育工作(音樂系講師)畢業於奧克拉荷馬州大學，獲鋼琴演奏學士學位及多項獎學金。同年再赴北德薩斯州大學攻讀鋼琴演奏，獲鋼琴演奏碩士學位。經常參與獨奏演出，並活躍於伴奏、室樂及現代音樂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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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姓名 參賽組別 項目 就讀學校 指導單位 指導老師獎* 獎項葉澤宇 幼兒B組 弓弦樂獨奏 維多利亞幼稚園 季軍雷劻霖 幼兒B組 弓弦樂獨奏 優異陳紀彤 幼兒C組 弓弦樂獨奏 St. Catherine'sInternational Kindergarten 冠軍林明诗 幼兒C組 弓弦樂獨奏 St Paul's ChurchKindergarten 亞軍黃楗朗 幼兒C組 弓弦樂獨奏 聖公會幼稚園 季軍利安翹 幼兒C組 弓弦樂獨奏 優異曾德堯 幼兒C組 弓弦樂獨奏 聖公會幼稚園 Centre Stage 優異周翹 兒童A組 弓弦樂獨奏 獻主會溥仁小學 Hong Kong ZhangShixiangInternational Violin 雷昕 冠軍林昊謙 兒童A組 弓弦樂獨奏 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 葉氏音樂實踐中心 亞軍吳茵藍 兒童A組 弓弦樂獨奏 Sacred Heart CanossianSchool (Private Section) 季軍鍾鳴恩 兒童A組 弓弦樂獨奏 Maryknoll Convent School(Primary Section) 優異李樂瑤 兒童A組 弓弦樂獨奏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幼稚園 優異潘穎珩 兒童A組 弓弦樂獨奏 ISF （弘立书院） 優異黃弘萱 兒童B組 弓弦樂獨奏 GSIS Ms Ng 冠軍林恭妤 兒童B組 弓弦樂獨奏 Mayknoll Convent School(Primary Section) 亞軍梁斯齊 兒童B組 弓弦樂獨奏 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 季軍譚熹賢 少年組 弓弦樂獨奏 香港培正中學 冠軍陳建文 少年組 弓弦樂獨奏 文理書院(九龍) 樂萃琴行 亞軍陳梓軒 少年組 弓弦樂獨奏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季軍王竣顥 幼兒B組 西樂獨奏 維多利亞 海怡 優異(銀獎)#練紀柔 幼兒C組 西樂獨奏 協恩中學附屬幼稚園 冠軍胡梓熙 幼兒C組 西樂獨奏 維多利亞(何文田)國際幼兒園 亞軍鮑樂澄 兒童A組 西樂獨奏 嘉諾撒聖心小學 冠軍梁妡媞 兒童A組 西樂獨奏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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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姓名 參賽組別 項目 就讀學校 指導單位 指導老師獎* 獎項何俊希 兒童A組 西樂獨奏 Pui Ching Primary School 季軍何俊彥 兒童B組 西樂獨奏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樂萃琴行 John Choung 冠軍彭梓翔 兒童B組 西樂獨奏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亞軍楊逴彥 幼兒A組 鋼琴獨奏 Good Hope PrimarySchool cum Kindergarten Kobby Yeung 冠軍陳天屹 幼兒A組 鋼琴獨奏 York InternationalKindergarten 亞軍林雨恩 幼兒A組 鋼琴獨奏 楊卓欣 季軍羅心攸 幼兒A組 鋼琴獨奏 KENTVILLEKINDERGARTEN 優異姚梓晴 幼兒A組 鋼琴獨奏 優異盧廷瑋 幼兒B組 鋼琴獨奏 救世軍吳國偉紀念幼稚園 Wendy Tse 冠軍方游 幼兒B組 鋼琴獨奏 St Paul's Kindergraten 馮潔靈 冠軍鄭溱 幼兒B組 鋼琴獨奏 Kentville Kindergarten 冠軍陳正 幼兒B組 鋼琴獨奏 York Kindergarten Kobby Piano Studios 亞軍何頌淇 幼兒B組 鋼琴獨奏 宣道幼稚園(九龍塘) 亞軍黃凱琳 幼兒B組 鋼琴獨奏 亞軍陳爾雅 幼兒B組 鋼琴獨奏 香港真光中學幼稚園 柏克萊音樂學院 季軍周釨澄 幼兒B組 鋼琴獨奏 CPSKG 季軍黃穗 幼兒B組 鋼琴獨奏 季軍何恩昕 幼兒B組 鋼琴獨奏 Victoria KindergartenSchool 太陽花鈴木鎮一音樂藝術中心 季軍熊睿德 幼兒B組 鋼琴獨奏 優異林晞彤 幼兒B組 鋼琴獨奏 York InternationalKindergaren 優異李軼翹 幼兒B組 鋼琴獨奏 愛群道浸信會呂郭碧鳳幼稚園 優異葉謙和 幼兒B組 鋼琴獨奏 平安福音堂幼稚園 太陽花鈴木鎮一音樂藝術中心 優異何玥朗 幼兒B組 鋼琴獨奏 Good Hope Kindergarten 優異鮑湛諾 幼兒B組 鋼琴獨奏 國際英文幼稚園 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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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姓名 參賽組別 項目 就讀學校 指導單位 指導老師獎* 獎項周靖雅 幼兒C組 鋼琴獨奏 德望小學暨幼稚園（幼稚園部） 楊卓欣 冠軍葉昫傑 幼兒C組 鋼琴獨奏 冠軍區晉僖 幼兒C組 鋼琴獨奏 York Kindergarten 楊卓欣 Kobby Yeung 冠軍李商硯 幼兒C組 鋼琴獨奏 Stafford EnglishKindergarten 太陽花鈴木鎮一音樂藝術中心 亞軍王柏霖 幼兒C組 鋼琴獨奏 民生書院幼稚園 亞軍李心盈 幼兒C組 鋼琴獨奏 蘇浙小學幼稚園 Kobby Piano Studio 亞軍焦晞桐 幼兒C組 鋼琴獨奏 YORK INTERNATIONALKINDERGARTEN 季軍王康晴 幼兒C組 鋼琴獨奏 國際英文幼稚園 小百合 季軍梁天豫 幼兒C組 鋼琴獨奏 Mink International PlaySchool 太陽花鈴木鎮一音樂藝術中心 季軍白凱允 幼兒C組 鋼琴獨奏 CHRIST CHURCHKINDERGARTEN 季軍麥浚軒 幼兒C組 鋼琴獨奏 Hong Kong Preschool(Kowloon Tong) 季軍杨世弘 幼兒C組 鋼琴獨奏 季軍麥竣祈 幼兒C組 鋼琴獨奏 玫瑰崗幼稚園 優異楊梓瑤 幼兒C組 鋼琴獨奏 啟思幼稚園 悦韻牽音樂藝術中心 優異吳卓軒 幼兒C組 鋼琴獨奏 約克英文幼稚園 楊卓欣 優異江梓謙 幼兒C組 鋼琴獨奏 優異鄧依葶 幼兒C組 鋼琴獨奏 St. Rose of Lima'sKindergarten 優異周昕樂 幼兒C組 鋼琴獨奏 蘇浙幼稚園 優異趙海澄 兒童A組 鋼琴獨奏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冠軍麥智軒 兒童A組 鋼琴獨奏 La Salle Primary School Akane Kubota 冠軍徐琛� 兒童A組 鋼琴獨奏 高主教主院小學部 冠軍李淳軒 兒童A組 鋼琴獨奏 St Paul's College PrimarySchool 亞軍吳卓熹 兒童A組 鋼琴獨奏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楊卓欣 亞軍徐懿樂 兒童A組 鋼琴獨奏 德望小學 亞軍羅熙雯 兒童A組 鋼琴獨奏 GOOD HOPE SCHOOLCUM KINDERGARTEN KITTY PANG STUDIO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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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姓名 參賽組別 項目 就讀學校 指導單位 指導老師獎* 獎項陳卓欣 兒童A組 鋼琴獨奏 國際英文幼稚園 季軍黃梓熙 兒童A組 鋼琴獨奏 喇沙小學 季軍葉柏軒 兒童A組 鋼琴獨奏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琴軒藝術音樂中心 季軍虞海靜 兒童A組 鋼琴獨奏 季軍梁允瑜 兒童A組 鋼琴獨奏 St.Paul's Primary CatholicSchool 季軍吳梓聰 兒童A組 鋼琴獨奏 香港培正小學 美樂音樂學校 優異廣瀬瞳 兒童A組 鋼琴獨奏 優異羅佩斯 兒童A組 鋼琴獨奏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樂萃琴行 優異黄盈 兒童A組 鋼琴獨奏 st. paul's co-educationalcolleage primary school 優異楊毅行 兒童A組 鋼琴獨奏 聖公會基福小學 優異藍鋭名 兒童A組 鋼琴獨奏 聖若瑟小學 優異吕雪莹 兒童A組 鋼琴獨奏 ESF Quarry Bay School 優異梁允僖 兒童A組 鋼琴獨奏 St.Paul's Primary CatholicSchool 優異盧晞桐 兒童A組 鋼琴獨奏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優異鍾瑋妤 兒童B組 鋼琴獨奏 Ms. Elke Cheng 冠軍林煜正 兒童B組 鋼琴獨奏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太陽花鈴木鎮一音樂藝術中心 冠軍劉博恩 兒童B組 鋼琴獨奏 亞軍李易諭 兒童B組 鋼琴獨奏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亞軍楊承憲 兒童B組 鋼琴獨奏 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 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 季軍黃晟皓 兒童B組 鋼琴獨奏 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 季軍鄧翹 兒童B組 鋼琴獨奏 啟生書院 季軍李會心 兒童B組 鋼琴獨奏 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 季軍劉博謙 兒童B組 鋼琴獨奏 優異譚星耀 兒童B組 鋼琴獨奏 St. Joseph's Anglo-Chinese Primary School 優異黃梓硏 兒童B組 鋼琴獨奏 香港培正小學 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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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姓名 參賽組別 項目 就讀學校 指導單位 指導老師獎* 獎項梁芷欣 兒童B組 鋼琴獨奏 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 優異鄭毅朗 兒童B組 鋼琴獨奏 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 優異鍾卓妤 少年組 鋼琴獨奏 冠軍沈澄 少年組 鋼琴獨奏 亞軍何穎妍 少年組 鋼琴獨奏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樂萃琴行 季軍李文迪 少年組 鋼琴獨奏 Ma On Shan Ling LiangPrimary School 優異

多才多藝學校獎(樂器)
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以該校學生參加人數多少而計算藝術教育獎(樂器)

太陽花鈴木鎮一音樂藝術中心*以該團體學生參加人數多少而計算得獎證書領取方法及其他事項：2.   領取得獎證書時，必須出示得獎者之有效學生證/手冊/身份證之正本或副本。3.    指導老師獎及多才多藝學校獎將個別以電郵通知領取方法◦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下午6:30地址：九龍柯士甸路22-26號(柯士甸道152號)好兆年行1401室電話：2375 8825 傳真：2375 8827網址：www.caahks.hk 電郵：chinaaahksar@yahoo.com.hk

*指導老師獎只適用於冠軍得獎者的指導老師。#若該組別只有一人/一組/一隊參賽，因未有出現競爭對手的情況，將不獲予冠亞季之評級。若參賽者表現出色達標，將獲頒"優秀獎"，並以所獲之分數分作金，銀或銅獎，以表揚其成就。(金獎分數須達到90分或以上，銀獎分數須達到85-89分，銅獎分數則須達到80-84分。)

1.    所有樂器比賽得獎者可於2014年6月3日至6月30日期間於本會辦公時間內到本會辦事處領取得獎證書，逾期者恕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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