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兒童獨唱 － 英文歌曲 － 男童聲或女童聲 － 5至 6歲 金獎 朱千頌 (1D) 

聲樂獨唱 － 外文歌曲 － 男童聲或女童聲 － 小學 7至 8歲 銀獎 陳逸維 (3A) 

聲樂獨唱 － 外文歌曲 － 男童聲或女童聲 － 小學 10歲或

以下 

銀獎 盧柏霖 (5B) 

鋼琴獨奏 － 一級 銀獎 阮皓晴 (2B) 

  陳諾謙 (2C) 

  伍泊儒 (3A) 

  梁澔鉦 (3C) 

  朱晉霆 (4A) 

 銅獎 余星融 (2C) 

  吳芷呈 (2D) 

  周諾謙 (3C) 

鋼琴獨奏 － 二級 金獎(第一名) 葉皓然 (3C) 

 金獎(第三名) 黃一心 (3C) 

 銀獎 張秀駿 (1A) 

  簡睿堂 (1A) 

  丁以行 (1A) 

  蘇立賢 (1C) 

  朱千頌 (1D) 

  陳綽倫 (2B) 

  詹皜琛 (2B) 

  霍曉楓 (2B) 

  劉博容 (2C) 

 銅獎 李冠燁 (3A) 

  蘇允軒 (3A) 

  陳綽天 (4A) 

  吳頌俙 (4A) 

鋼琴獨奏 － 三級 金獎 袁樂妍 (3D) 

 銀獎(第二名) 歐嘉華 (5C) 

 銀獎(第三名) 歐嘉年 (5D) 

 銀獎 朱蔚芯 (4B) 

  林君翹 (4C) 

  冼鎵瑜 (5A) 

  郭奕濠 (5C) 

  周諾晴 (5D) 

  林棓恩 (5D) 

  呂犖 (6C) 

 銅獎 鄭兆晉 (4A) 

  潘睿祈 (4A) 

  張廷旭 (5B) 

鋼琴獨奏 － 四級 金獎 鍾汶橋 (2B) 

 銀獎 陳逸維 (3A) 

  羅子曦 (3C) 

  盧衍彤 (4C) 

  黎進研 (6D) 



 銅獎 張浩朗 (2C) 

  林政 (3B) 

鋼琴獨奏 － 五級 金獎 鄧晃銳 (4D) 

 銀獎 王一諾 (3D) 

  梁曉晴 (4D) 

  謝朗峰 (5C) 

  劉卓軒 (6A) 

鋼琴獨奏 － 七級 銀獎(第二名) 吳啓丞 (6B) 

 銀獎(第三名) 林明詩 (6A) 

 銅獎 林靖耀 (4C) 

  譚晉杰 (6D) 

鋼琴獨奏 - 中國作曲家 - 初級組 銀獎 盧衍彤 (4C) 

鋼琴獨奏 － 本年度指定作曲家 金獎 江德政 (6C) 

小提琴獨奏 － 一級 金獎(第三名) 葉天霖 (3C) 

 銀獎 羅正軒 (1C) 

 銅獎 林譽翀 (1D) 

  鄧可晴 (2A) 

小提琴獨奏 － 二級 金獎(第二名) 周泇楊 (2C) 

 銀獎 霍曉楓 (2B) 

小提琴獨奏 － 三級 銀獎(第三名) 陳逸維 (3A) 

 銀獎 鄭兆晉 (4A) 

 銅獎 陳希穎 (5B) 

小提琴獨奏 － 四級 銀獎 趙奕誠 (2B) 

  袁宗瑋 (4D) 

  周鎵澧 (5C) 

  羅仲剛 (5C) 

 銅獎 蕭皓星 (3C) 

小提琴獨奏 － 五級 金獎(第二名) 周鎵泓 (5A) 

小提琴二重奏 － 初級組 銀獎 周泇楊 

周鎵泓 

(2C) 

(5A) 

大提琴獨奏 － 初級組 金獎(第一名) 林靖耀 (4C) 

 銅獎 陳卓彥 (3D) 

大提琴獨奏 － 中級組 銀獎 吳柏賢 (6E) 

大提琴獨奏 － 高級組 銀獎(第二名) 林明詩 (6A) 

單簧管獨奏 － 小學初級組 銀獎 胡宗澔 (1B) 

  周灝賢 (2B) 

  汪致樂 (6B) 

中音薩克斯管獨奏 － 小學初級組 銀獎 黃澔森 (3D) 

小號獨奏 － 小學初級組 銀獎 何家煒 (4D) 

小號獨奏 － 小學高級組 銀獎(第二名) 黃雋謙 (5A) 

圓號獨奏 － 小學初級組 銀獎 李津毅 (4B) 

 銅獎 黃日謙 (1B) 

  潘睿祈 (4A) 

長號獨奏 － 小學初級組 銅獎 林劻毅 (5C) 

粵曲對唱 － 小學初級組 銀獎(第三名) 陳幗儀 (3C) 

柳琴獨奏 - 中級組 銀獎 黎信樂 (4A) 

揚琴獨奏 - 中級組 銅獎 關柏謙 (6E) 



 

 

藝韻管弦樂協會 

第七屆香港國際音樂節 

幼兒小提琴組 (香港賽區-藝韻盃) 第一名 周泇楊 (2C) 

兒童小提琴組 (香港賽區-藝韻盃) 第一名 周鎵泓 (5A) 

少兒大提琴組 (香港賽區-藝韻盃) 第一名 林明詩 (6A) 

幼兒小提琴組 (總決賽) 第一名 周泇楊 (2C) 

少兒大提琴組 (總決賽) 第三名 林明詩 (6A) 

兒童小提琴組 (總決賽) 第四名 周鎵泓 (5A) 

國際藝穗協會 

2020國際藝穗音樂節大賽 

傑出青少年-弦樂組 第一名 林靖耀 (4C)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弦樂第三級組 第三名 趙奕誠 (2B) 

巴洛克時期弦樂作品組 第三名 林靖耀 (4C)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銅管第三至四級組 第三名 何家煒 (4D) 

2021國際藝穗音樂節大賽 

中童-鋼琴組 第三名 江德政 (6C) 

香港青年兒童文藝協會 

香港青年兒童音樂家大賽 2020 

小學組高級組-鋼琴 銀獎 鄧晃銳 (4D) 

小學初級組-小提琴 銅獎 趙奕誠 (2B) 

香港青少年表演藝術交流發展協會 

第八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香港區初賽) 

香港學校學年鋼琴自選組小學 P3-P4組 金獎 李卓添 (3A) 

第八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國際總決賽) 

鋼琴公開分齡組(兒童 B組) 總決賽優異獎 李卓添 (3A) 

日本 PIARA浜松鋼琴大賽香港區選拔賽 2020 

初級 B組 季軍 江德政 (6C) 

香港國際音樂及藝術家協會 

2020香港國際音樂藝術節全球總決賽 

弦樂公開組-兒童組 冠軍 林明詩 (6A) 

香港兒童表演藝術交流協會 

全能表演家 2020全港兒童才藝網上比賽 (第三季)  

P1-P2 小提琴 亞軍 趙奕誠 (2B) 

國際青少年音樂大賽 

台北國際青少年音樂大賽 (香港賽區 2020) 

銅管樂中級組 冠軍 周美如 (5A) 

香港資優(天才)教育培訓總會 

國際聯校音樂大賽 2020 (網上) 

三級鋼琴(三年級) 銀獎 麥璥庭 (4B) 

中國藝術家協會香港秘書處 

第十七屆德藝雙馨(香港區賽)弓弦樂獨奏比賽 

P1-P2組 優秀金獎 周泇楊 (2C) 



 

 
 
 

元朗大會堂 

香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2021 

中童組 金獎 江德政 (6C) 

兒童組 銀獎 鄧晃銳 (4D) 

香港國際音樂家協會 

李斯特紀念獎國際鋼琴公開賽 - 香港賽區選拔賽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分級獨奏組(第六級組) 三等獎 鄧晃銳 (4D) 

香港公民教育基金會有限公司 

第十屆香港夢兒童音樂節 2020 

西樂組 7-9歲 冠軍 陳逸維 (3A) 

小組合唱-初小組 亞軍 陳逸維 (3A) 

香港創科發展培育中心 

全港學界精英藝術大賽 2021 

獨唱-樂隊 銅獎 霍棣華 (2A) 

香港兒童體藝發展會及莫札特青年樂團 

香港學界音樂大獎賽 2020 

小提琴獨奏(一至二年級組) 冠軍 趙奕誠 (2B) 

小提琴獨奏(三級組) 第二名 趙奕誠 (2B) 

香港多元智能教育協會 

音樂智能之第三屆香港青少年盃國際音樂比賽 

鋼琴(小三至小四組) 季軍 李卓添 (3A) 

音樂智能之第四屆香港青少年盃國際音樂比賽 

小提琴(五級組) 冠軍 趙奕誠 (2B) 

小號(小三至小四組) 銀獎 梁政博 (4A) 

Muse Music (Asia) Association 

國際全球精英音樂節大賽 2021 

專業豎琴自選樂曲組別-優秀兒童組(I) 季軍 周裕哲 (1C) 

Music Moments 

香港音樂才華演藝大賽 

鋼琴(小學中級組) 第二名 盧衍彤 (4C) 

Hong Kong Music Talent Award 

香港卓越音樂家大賽 2021 

高音弦樂小學初級組 季軍 陳逸維 (3A)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for Young Musicians Oskar Rieding 

Oskar Rieding 5th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for Young Musicians 

Violin (Category A) 1st Prize and 

Gold Award 
周泇楊 (2C) 

Grand Prize Virtuoso International Music Competition 

2020 International Music Competition Salzburg ‘Grand Prize Virtuoso’ 

Violin (Young Musician Category) 1st Prize and 

Exceptional 

Young Talent 

Special Prize 

周泇楊 (2C) 

2020 International Music Competition Bonn ‘Grand Prize Virtuoso’ 

Violin (Young Musician Category) 1st Prize and 

Exceptional 

Young Talent 

Special Prize 

周泇楊 (2C) 

Violin (Junior Category) 1st Prize and 

Exceptional 

Young Talent 

Special Prize 

周鎵泓 (5A) 

ASCO International Music Development Centre 

The 2nd Asco International Music Competition 2020 

Woodwind, Brass & Percussion Intermediate Champion 周美如 (5A) 

Aristo Music Limited 

4th Italy –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Music Competition 

Strings Junior Gold Award 

and Rising Star 

Award 

周泇楊 (2C) 

Strings Intermediate Gold Award 周鎵澧 (5C) 

GMC Foundation 

23rd GMC Music Festival 2020 

Classical Piece – Senior 323 Silver 吳啓丞 (6B) 

Baroque Piece – Senior 313 Bronze 吳啓丞 (6B) 

International Youth Music Competition 

Tokyo International Youth Music Competition 2020 (Hong Kong Region) 

Violin (Grade 3) Champion 趙奕誠 (2B) 

e-Contest 

Music e-Contest 2020 

Piano Category C Gold Award 譚晉杰 (6D) 

Consulate General of the Republic of Poland in Hong Kong 

Chopin Avenue International Piano Competition 2021 

Group G Consul 

General Award 
吳啓丞 (6B) 

Asia’s Elite Culture & Arts Exchange Association 

Asia’s Elite Piano & Strings Competition 2020 

Strings Preparatory Group (Cello ABRSM Grade 7-8) 1st Place 林明詩 (6A) 

Global Arts, Sports and Culture Association 

Global Children’s and Youth Strings Competition 

P.1-P.2 1st Runner Up 趙奕誠 (2B) 

HKCC 

2021 Hong Kong Youth & Children Talent Competition 

Solo Violin (6-8 yrs old) Silver 趙奕誠 (2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