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賽⽇期：2018年4月29⽇，5月6及19⽇

比賽場地：銅鑼灣時代廣場柏斯演奏廳，柴灣青年廣場606室，MegaBox 通利琴行演奏廳

評判：

鋼琴組 梁維芝⼩姐

中樂組 麥達卓先⽣

弓弦樂組 葉俊禧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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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卓添 皇家⼀級 鋼琴獨奏 寶血幼稚園 麥老師 冠軍

陳芷唯 皇家⼀級 鋼琴獨奏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 亞軍

李綽穎 皇家二級 鋼琴獨奏 冠軍

朱芷晴 皇家二級 鋼琴獨奏 樂華天主教⼩學 暐曄順天琴行 亞軍

陳宇軒 皇家二級 鋼琴獨奏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學

部）
季軍

李明謙 皇家二級 鋼琴獨奏 基督教粉嶺神召會⼩學 維也納⾳樂藝術中心 優異

殷伊辰 皇家三級 鋼琴獨奏 Allan Ma 冠軍

蕭樂然 皇家三級 鋼琴獨奏 亞軍

黃巧姸 皇家三級 鋼琴獨奏 季軍

孔悅兒 皇家四級 鋼琴獨奏 冠軍

黃思為 皇家四級 鋼琴獨奏 保良局田家炳⼩學 亞軍

黄汶澄 皇家四級 鋼琴獨奏 天水圍天主教⼩學 季軍

張雅婷 皇家四級 鋼琴獨奏 優異

黃焯詩 皇家五級 鋼琴獨奏 Stella's Piano Studio Stella Yim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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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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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皇家⾳樂學院先後取得⾳樂學士學位和鋼琴教師資格，及後到美國深造考

獲鋼琴碩士。梁⽒獲獎無數，包括全國優秀藝術教師榮譽、英國皇家⾳樂學院頒發院士及

葡萄牙國家古典⾳樂電台頒發Antena 2演奏大獎。

梁⽒曾與多位頂尖⾳樂家如世界知名⻑笛家Robert Aitken, Andras 

Adorjan，大提琴家李垂誼，英國歌唱家 Iestyn 

Davies同台演出，室樂及獨奏經驗非常豐富。同時經常獲邀到國際⾳樂節作客席藝術家演

出、講座以及評判。梁⼩姐現於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樂系擔任高

級講師，以及於倫敦聖三⼀考試局鋼琴專業顧問。

在香港演藝學院完成學士課程後，獲得香港賽⾺會⾳樂及舞蹈信託基金頒發奬學

金，前往芝加哥演藝學院深造並取得碩士學位。

葉先⽣曾於美國（卡內基⾳樂廳）、歐洲、⾺來⻄亞、⽇本等地作室樂演出，他

曾是芝加哥市域樂團的成員，亦曾參與太平洋⾳樂節交響樂團並擔任其大提琴首

席。他同時應邀為客席樂師，於兩屆的香港藝術節作室樂演出，並曾以獨奏家身

份遠赴⾺來⻄亞和台灣與不同的樂團合作。⽽現在就分別於羅曼四重奏及香港⼩

交響樂圑擔任大提琴⼿。

第 1 頁，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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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朗熙 皇家五級 鋼琴獨奏 亞軍

吳軍灝 皇家五級 鋼琴獨奏 保良局何壽南⼩學 箏樂琴行 季軍

羅綽熙 皇家六級 鋼琴獨奏 九龍塘天主教華德學校 冠軍

黃子謙 皇家六級 鋼琴獨奏 亞軍

吳雯曦 皇家八級 鋼琴獨奏 冠軍

呂雪瑩 皇家演奏級 鋼琴獨奏 ESF Quarry Bay School
優秀(銀

獎)

羅舒藍 幼兒 A 組 鋼琴獨奏 維多利亞幼稚園 冠軍

劉幸怡 幼兒 A 組 鋼琴獨奏 國際英文幼稚園 亞軍

黃雅雯 幼兒 B 組 鋼琴獨奏 維多利亞(何文田)國際幼兒園
Lam Chuk 

Kwan Renee
冠軍

徐尚恆 幼兒 B 組 鋼琴獨奏 英藝幼稚園 亞軍

劉雪蕎 幼兒 B 組 鋼琴獨奏 季軍

鍾瀚霆 幼兒 B 組 鋼琴獨奏 優異

潘樺毅 幼兒 C 組 鋼琴獨奏 東華三院⾺陳景霞幼稚園 黃月霞 冠軍

劉之行 幼兒 C 組 鋼琴獨奏 亞軍

黃巧姸 幼兒 C 組 鋼琴獨奏 季軍

孫溢心 幼兒 C 組 鋼琴獨奏 Kentville Kindergarten 季軍

鍾加蔚 幼兒 C 組 鋼琴獨奏 優異

馮曉妍 幼兒 C 組 鋼琴獨奏 東華三院⾺陳景霞幼稚園 優異

周智勤 兒童 A 組 鋼琴獨奏 蘇浙⼩學 Miss LI 冠軍

羅綽熙 兒童 A 組 鋼琴獨奏 九龍塘天主教華德學校 冠軍

陳靖 兒童 A 組 鋼琴獨奏 亞軍

李葦軒 兒童 A 組 鋼琴獨奏
Wellcome International 

Kindergarten
亞軍

谷燦辰 兒童 A 組 鋼琴獨奏
St. Louis School

(Primary Section)
季軍

何潁詩 兒童 A 組 鋼琴獨奏 激活幼稚園 菁材教育工作室 季軍

俞灼昀 兒童 A 組 鋼琴獨奏
SACRED HEART 

CANNOSIAN SCHOOL
季軍

黃凱琳 兒童 A 組 鋼琴獨奏 優異

第 2 頁，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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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祉攸 兒童 A 組 鋼琴獨奏 ⾺鞍山循道衛理⼩學 優異

葉謙和 兒童 A 組 鋼琴獨奏 優異

蔡旻翰 兒童 A 組 鋼琴獨奏 優異

李珀羽 兒童 B 組 鋼琴獨奏 趙寧 冠軍

賈騏鳴 兒童 B 組 鋼琴獨奏
C.C.C. KEI WA PRIMARY 

SCHOOL(KOWLOON TONG)
亞軍

麥浚軒 兒童 B 組 鋼琴獨奏 La Salle Primary School 亞軍

李淳軒 兒童 B 組 鋼琴獨奏
St Paul's College Primary 

School
季軍

吳倬廷 兒童 B 組 鋼琴獨奏 優異

李卓諺 少年 A 組 鋼琴獨奏 Steward Pooi Kei College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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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穎穜 兒童 A 組 中樂獨奏 箏樂琴室 盧凱怡 冠軍

羅頌恩 兒童 A 組 中樂獨奏 箏樂琴室 亞軍

馮樂兒 兒童 B 組 中樂獨奏 聖公會主愛⼩學 心悅⾳樂藝術中心 梁玳琳 冠軍

張萃殷 兒童 B 組 中樂獨奏
St. Paul's Primary Catholic 

School
亞軍

劉昊橋 兒童 B 組 中樂獨奏 箏樂琴室 季軍

李敏淇 兒童 B 組 中樂獨奏 福建中學附屬⼩學 優異

陳蔚儀 少年 A 組 中樂獨奏 聖⺟院書院 Raymond Lee 冠軍

⾺靖婷 少年 A 組 中樂獨奏 ⾺頭涌官立⼩學（紅磡灣） 亞軍

楊幸悠 少年 A 組 中樂獨奏 東華三院伍若瑜紀念中學 心悦⾳樂藝術中心 季軍

向灝曦 少年 A 組 中樂獨奏 喇沙⼩學 優異

黃浩然 少年 A 組 中樂獨奏 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 優異

葉穎雯 少年 B 組 中樂獨奏
基督教興學會迦密愛禮信中

學

優秀(金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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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卓翹 幼兒 C 組 弓弦樂獨奏 亞軍

高韻晴 幼兒 C 組 弓弦樂獨奏 Braemar 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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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翹彥 兒童 A 組 弓弦樂獨奏 冠軍

陳頴璇 兒童 A 組 弓弦樂獨奏 香港培正⼩學(糼稚園) Aristo Music Ltd 亞軍

黃浩熹 兒童 A 組 弓弦樂獨奏 崇真會美善幼稚園 季軍

顏均洛 兒童 A 組 弓弦樂獨奏 優異

黃軒琳 兒童 B 組 弓弦樂獨奏 Good Hope school Doris Lee 冠軍

麥浚軒 兒童 B 組 弓弦樂獨奏 La Salle Primary School 亞軍

林昊謙 兒童 B 組 弓弦樂獨奏
Kowloon Tong School 

(Primary Section)
Music Lab 季軍

吳茵藍 兒童 B 組 弓弦樂獨奏
Sacred Heart Canossian 

School (Private Section)
優異

羅希堯 少年 A 組 弓弦樂獨奏 拔萃女書院
優秀(銀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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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導老師獎及藝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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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樂器比賽得獎者可於比賽後兩星期領取證書；請各得獎者於2018年6月29⽇或以前於本會辦公時間內到本會辦

事處領取得獎證書，逾期者需要書面申請及另收⼿續費（得獎證書$30、嘉許證書$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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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