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賽日期：2017年11月18日

比賽場地：MegaBox 通利琴行演奏廳

評判：

鄭汝森先生

註: 得獎證書領取方法請見最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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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悅源 幼兒 A 組 獨唱 靈糧堂幼稚園 佐老師 冠軍

吳睿哲 幼兒 A 組 獨唱 基督教宣道會錦綉幼稚園 亞軍

陳曉澄 幼兒 A 組 獨唱 Good Hope 季軍

黃巧姸 幼兒 B 組 獨唱 冠軍

王書豪 幼兒 B 組 獨唱
St Catherine's 

International Kindergarten
Red Vocal Academy 亞軍

許詠晴 幼兒 B 組 獨唱 德望幼稚園 季軍

黃濼芯 幼兒 B 組 獨唱 Kentville Kindergarten 優異

唐綝 幼兒 C 組 獨唱 德望小學暨幼稚園 王淑吟 冠軍

黄士航 幼兒 C 組 獨唱 亞軍

梁詠茹 幼兒 C 組 獨唱 培正小學幼稚園
太陽花鈴⽊鎮⼀

音樂學院
季軍

余令軒 幼兒 C 組 獨唱 優異

天樂幼稚園 幼兒組 團體合唱 天樂幼稚園 天樂幼稚園 梁詩穎 冠軍

小蜜蜂队 幼兒組 團體合唱 聖多馬堂幼稚園 聖多馬堂幼稚園 亞軍

第十四屆德藝雙馨香港區賽 – 歌唱比賽 得獎名單

鄭氏於香港大學及英國倫敦大學 King's College 畢業，主修作曲及音樂分析。曾被應邀為

英國京士頓大學音樂系擔任課程策劃及講師；亦擔任過香港大學音樂系助教、美國猶他

洲立大學、香港管理協會(HKMA)、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香港浸會大學音樂系及香港嶺南大學兼任講師。

鄭博士獲獎無數，曾奪得香港電台十大中文金曲獎、四台聯頒歌曲大獎及2015年度CASH

金帆音樂獎"最佳正統音樂作品"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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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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康晴 兒童 A 組 獨唱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冠軍

梁正汶 兒童 A 組 獨唱 Logos Academy
太陽花鈴⽊鎮⼀

音樂學院
亞軍

楊溢 兒童 A 組 獨唱 培基小學
太陽花鈴⽊鎮⼀

音樂學院
季軍

陳熙悅 兒童 A 組 獨唱 啟新書院
太陽花鈴⽊鎮⼀

音樂學院
優異

蔡詠晴 兒童 B 組 獨唱 冠軍

沈靜彤 兒童 B 組 獨唱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深圳市金藝文化藝術

有限公司
亞軍

彭家純 兒童 B 組 獨唱 Singing Teacher 季軍

黃寶軒 兒童 B 組 獨唱 聖公會基恩小學 La Voce 優異

Hong Kong Suzuki 

Music Academy
兒童B 組 團體合唱

Hong Kong Suzuki Music 

Academy
優秀(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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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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川龍⼀ 少年 A 組 獨唱 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 優秀(銀獎)

張小雪 少年 B 組 獨唱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曾薇薇 冠軍

楊梓熙 少年 B 組 獨唱 博愛醫院練楷紀念中學 亞軍

葉慧婷 少年 B 組 獨唱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季軍

周彥彤 少年 B 組 獨唱 培正中學 優異

Charming Stars 少年A組 團體合唱
POH Chan Kai Memorial 

College
優秀(金獎)

Boyzone 少年B組 團體合唱
POH Chan Kai Memorial 

College
曾薇薇 冠軍

The Freedom 

Singers
少年B組 團體合唱

POH Chan Kai Memorial 

College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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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導老師獎及德藝之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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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

地址：九龍 柯士甸道152號 好兆年行1401室

電話：2375 8808 傳真：2375 8827

網址：www.caahks.hk 電郵：caahks@caahks.hk

1.　所有歌唱比賽得獎者可於2017年12月13日至12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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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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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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