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H Lam Woo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 67th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Festival
In the 67th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Festival, our students were awarded altogether 112 prizes: 29 First Prizes, 36
Second Prizes, 47 Third Prizes in choral singing, solo singing and various Western and Chinese instrumental
competitions.

Music Teams
(Certificate of Honors – 90 marks)

Senior Mixed Choir (Oratorio)

First Prize

Madrigal (NT West)

First Prize

Senior Mixed Choir (Division 1: Chinese)

Second Prize

Senior Mixed Choir (Division 1: Foreign)

Second Prize

Junior Mixed Choir (Division 1: Chinese)

Second Prize

Junior Girls' Choir (Division 1: Foreign)

Second Prize

Senior Girls' Choir (Division 1: Foreign)

Third Prize

Senior Boys' Choir (Division 1: Foreign)

Third Prize

Concert Band (Intermediate)

Third Prize

Chinese Orchestra (Intermediate)

Third Prize

String Ensemble

Third Prize

(Certificate of Honors – 90 marks)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本校於今屆校際音樂節共獲得 29 項冠軍、 36 項亞軍及 47 項季軍，
總共 112 個奬項。在此恭賀各得奬同學。

FIRST PRIZE 冠軍
1 聖樂混聲合唱 - 神劇
(榮譽獎狀 - 90 分； 聖士提反書院百週年盃

2 聲樂小組 - 牧歌 - 新界西

混聲合唱團

伴奏 : 4E 黃宏臻

St. Stephen's College Centenary Trophy)
5B 徐杰樑

5D

列梓晴

5E 林子萱

5E 梁頌謙

5E

楊希予

5F 鄧憬行

5F 黃佳恒

4B

朱嘉豪

4D 陳嘉詠

4D 張天朗

4E

許綺晴

4E 郭芷晴

3 十九歲或以下女高音獨唱 (外文歌) (榮譽獎狀 - 92 分) 5E 林子萱
5E 林子萱
4 十九歲或以下女高音獨唱 (中文歌)
5D 列梓晴
5 十九歲或以下女低音獨唱 (中文歌)

伴奏 : 4E 陳瑩
伴奏 : 4E 黃宏臻
伴奏 : 4E 黃宏臻

6 十九歲或以下男高音獨唱 (外文歌)

5F 鄧憬行

伴奏 : 4D 方詠彤

7 十九歲或以下男高音獨唱 (中文歌)
8 十九歲或以下男低音獨唱 (外文歌)
9 十九歲或以下男低音獨唱 (中文歌)
10 十六歲或以下女聲獨唱 (外文歌)
11 十六歲或以下女聲獨唱 (中文歌)
12 十四歲或以下女聲獨唱 (中文歌)
13 十四歲或以下女聲獨唱 (中文歌)
14 十四歲或以下女聲獨唱 (中文歌)

5F 鄧憬行

伴奏 : 4D 李雪怡

5E 楊希予

伴奏 : 4E 黃宏臻

5E 楊希予

伴奏 : 4E 黃宏臻

4D 賈寶言

伴奏 : 4E 郭芷晴

3C 游昊嵐

伴奏 : 4D 李鎔津

2D 丁樂晴

伴奏 : 4D 馬嘉晞

3A 朱雪嵐

伴奏 : 4D 馬嘉晞

3D 謝愷玲

伴奏 : 4D 馬嘉晞

15 十九歲或以下女聲二重唱

4D 謝可蕎

伴奏 : 5E 何卓藍

4E 郭芷晴

16 十四歲或以下女聲二重唱

3C 游昊嵐

伴奏 : 3D 岑紫晴

3D 謝愷玲

17 十四歲或以下女聲二重唱 (榮譽獎狀 - 92 分)

3D 羅雪盈

伴奏 : 2D 鄺海晴

3D 盧婥盈

18 鋼琴獨奏 - 八級 (通行琴行獎牌 Tom Lee Music Medal) 1D 葉安文
3A 黃綺珊
19 鋼琴獨奏 - 八級 (榮譽獎狀 - 95 分)
(通行琴行獎牌 Tom Lee Music Medal)

20 鋼琴二重奏 - 初級組

2D 麥凱瑤

(通利琴行獎杯 Tom Lee Music Winner Trophy)

21 鋼琴二重奏 - 高級組 (榮譽獎狀 - 93 分)

3A 黃綺珊

(通利琴行獎杯 Tom Lee Music Winner
Trophy)

3B 陳柏禧

22 單簧管獨奏 - 高級組

5E 陳芷盈

伴奏 : 5F 蔡雪晴

2D 鄺海晴

伴奏 : 4D 李鎔津

(通利琴行獎杯 Tom Lee Music Winner
Trophy)

23 木琴獨奏 (榮譽獎狀 - 92 分)
(香港敲擊樂中心獎杯 Hong Kong Percussion Centre
Trophy)

24 箏獨奏 25 箏獨奏 26 柳琴獨奏
27 中阮獨奏
28 二胡獨奏
29 笛獨奏 -

中級組

2A 彭嘉柔

初級組

1D 伍梓瑄

- 初級組

3C 丘蔚琳

- 高級組

4E 張凱婷

- 深造組 (榮譽獎狀 - 92 分)(詠聲音樂獎) 3A 楊健平
初級組

2D 潘偉熙

SECOND PRIZE 亞軍
1 高級組混聲合唱 (外文歌) - 第一組別
2 高級組混聲合唱 (中文歌) - 第一組別
3

混聲合唱團
混聲合唱團

伴奏 : 4E 黃宏臻

初級組童聲合唱 (中文歌) - 第一組別 (榮譽獎狀 - 90
初級合唱團
分)

伴奏 : 4E 郭芷晴
4D 馬嘉晞

4 初級組女聲合唱 (外文歌) - 第一組別

初級合唱團

伴奏 : 4E 郭芷晴
4D 馬嘉晞

5 費明儀女士獨唱獎學金決賽 - 男聲

5F 鄧憬行

伴奏 : 4E 黃宏臻

(費明儀女士獨唱獎學金五百元正 Ms Barabara Fei SBS Vocal Solo Cash Prize $500)

6 十九歲或以下女低音獨唱 (外文歌) (榮譽獎狀 - 90 分) 5D
4D
7 十九歲或以下女低音獨唱 (中文歌)
4E
8 十九歲或以下男高音獨唱 (外文歌)
4E
9 十九歲或以下男高音獨唱 (中文歌)
5E
10 十九歲或以下男低音獨唱 (中文歌)
4E
11 十六歲或以下女聲獨唱 (外文歌)
4D
12 十六歲或以下女聲獨唱 (外文歌)
4E
13 十六歲或以下女聲獨唱 (中文歌)
5E
14 十六歲或以下女聲獨唱 (中文歌)
3B
15 十六歲或以下男聲獨唱 (中文歌)
3C
16 十六歲或以下男聲獨唱 (中文歌)
17 十四歲或以下女聲獨唱 (外文歌)
18 十四歲或以下女聲獨唱 (外文歌)
19 十四歲或以下女聲獨唱 (外文歌)
20 十四歲或以下女聲獨唱 (中文歌)
21 十四歲或以下女聲獨唱 (中文歌)
22 十四歲或以下女聲獨唱 (中文歌)
23 十四歲或以下男聲獨唱 (外文歌) (榮譽獎狀 - 91 分)
24 十九歲或以下女聲二重唱 (榮譽獎狀 - 90 分)

列梓晴

伴奏 : 4E 黃宏臻

方詠彤

伴奏 : 4E 黃宏臻

黎康傑

伴奏 : 4D 方詠彤

黎康傑

伴奏 : 4D 李雪怡

梁頌謙

伴奏 : 4E 黃宏臻

黃美婷

伴奏 : 4D 李鎔津

方詠彤

伴奏 : 4E 郭芷晴

陳瑩

伴奏 : 4D 馬嘉晞

何卓藍

伴奏 : 4D 馬嘉晞

徐家禧

伴奏 : 4D 李雪怡

黎卓禧

伴奏 : 4D 李雪怡

2D 丁樂晴

伴奏 : 1D 梁銘熙

3A 朱雪嵐

伴奏 : 4D 陳雅志

3D 丁穎欣

伴奏 : 1D 梁銘熙

2D 袁樂筌

伴奏 : 4D 馬嘉晞

3B 韓芷盈

伴奏 : 4D 馬嘉晞

3D 岑紫晴

伴奏 : 4D 馬嘉晞

1D 陳梓韜

伴奏 : 1C 范詠桐

4C 鍾珊珊

伴奏 : 5E 何卓藍

5E 袁頌淇

25 十九歲或以下女聲二重唱 (榮譽獎狀 - 90 分)

4E 許綺晴

伴奏 : 5E 何卓藍

5E 麥趣思

26 十九歲或以下女聲二重唱

4E 黃逸斐
5E 陳芷盈

27 鋼琴獨奏 - 七級 (榮譽獎狀 - 90 分)
28 鋼琴獨奏 - 五級 (榮譽獎狀 - 90 分)

3A 程毅朗
2C 梁樂珊

伴奏 : 5E 何卓藍

4C 陳皓瑩

29 長笛獨奏 - 初級組
30 中音薩克斯管獨奏 - 初級組
31 中音薩克斯管獨奏 - 初級組
32 箏獨奏 - 初級組
33 笛獨奏 - 初級組
34 笛獨奏 - 初級組
35 簫獨奏 - 初級組
36 嗩吶獨奏 - 初級組

伴奏 : 4E 譚綽瑤

3C 黃穎珊
3D 段壹夫

伴奏 : 3D 蕭子皓

1A 韋均曉
1A 杜凱晴
1B 鍾翠珊
5E 李心柔
4D 孫逸慧

THIRD PRIZE 季軍
1 高級組女聲合唱
2 高級組男聲合唱
3 中學管樂大合奏
4 中學中樂大合奏

(外文歌) - 第一組別

混聲合唱團

(外文歌) - 第一組別

混聲合唱團

- 中級組

管樂團

- 中級組

中樂團

5 弦樂小組 - 中學 - 初級組

4A 鄺文滔

伴奏 : 4E 黃宏臻

4D

容尚君

4E 羅卓祺

5E 歐陽灝岍
（香港浸會大學獎盃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Trophy）

6 十九歲或以下女高音獨唱 (外文歌) (榮譽獎狀 - 90 分) 4D
4E
7 十九歲或以下女高音獨唱 (中文歌)
4D
8 十九歲或以下女低音獨唱 (中文歌)
4B
9 十九歲或以下男高音獨唱 (外文歌)
4B
10 十九歲或以下男高音獨唱 (中文歌)
5E
11 十九歲或以下男低音獨唱 (外文歌)
5E
12 十九歲或以下男低音獨唱 (中文歌)
3C
13 十六歲或以下女聲獨唱 (外文歌)
4D
14 十六歲或以下女聲獨唱 (外文歌)
4D
15 十六歲或以下女聲獨唱 (中文歌)
16 十六歲或以下女聲獨唱
17 十六歲或以下男聲獨唱
18 十六歲或以下男聲獨唱
19 十六歲或以下男聲獨唱
20 十四歲或以下女聲獨唱
21 十四歲或以下女聲獨唱
22 十四歲或以下女聲獨唱
23 十四歲或以下女聲獨唱

陳文俐

伴奏 : 4E 陳瑩

郭芷晴

伴奏 : 4E 黃宏臻

陳文俐
朱嘉豪

伴奏 : 4D 方詠彤

朱嘉豪

伴奏 : 4D 李雪怡

張嘉銘

伴奏 : 4E 黃宏臻

朱樂謙

伴奏 : 4E 黃宏臻

游昊嵐

伴奏 : 4D 馬嘉晞

謝可蕎

伴奏 : 4D 馬嘉晞

李雪怡

伴奏 : 4D 李鎔津

4D 馬嘉晞

伴奏 : 4E 張天朗

(外文歌) (榮譽獎狀 - 92 分) 4E 黃宏臻

伴奏 : 4E 曹淨川

(中文歌)

4E 黃宏臻

伴奏 : 4D 李雪怡

(中文歌)

5E 張子楷

伴奏 : 4D 李雪怡

(外文歌)

2A 康心怡

伴奏 : 1D 梁銘熙

(外文歌)

2B 藍楚欣

伴奏 : 1D 梁銘熙

(外文歌)

2D 袁樂筌

伴奏 : 1D 梁銘熙

(外文歌)

3C 曾寶宣

伴奏 : 4D 陳雅志

(中文歌)

24 十四歲或以下女聲獨唱
25 十四歲或以下女聲獨唱
26 十四歲或以下女聲獨唱
27 十四歲或以下女聲獨唱
28 十四歲或以下女聲獨唱

(中文歌)

1A 吳綺晴

伴奏 : 4D 馬嘉晞

(中文歌)

1C 鄔凱晴

伴奏 : 4D 馬嘉晞

(中文歌)

2A 康心怡

伴奏 : 3D 岑紫晴

(中文歌)

2C 馬紫娟

伴奏 : 4D 馬嘉晞

(中文歌)

2D 鄺海晴

伴奏 : 4D 馬嘉晞

29 十四歲或以下女聲獨唱 (中文歌)
30 十四歲或以下女聲獨唱 (中文歌)
31 十四歲或以下女聲獨唱 (中文歌)
32 十九歲或以下女聲二重唱

2D 王漫俐

伴奏 : 4D 馬嘉晞

3D 盧婥盈

伴奏 : 4D 馬嘉晞

3D 唐泳然

伴奏 : 4D 馬嘉晞

4C 林祉均

伴奏 : 5E 何卓藍

4D 張天朗

33 十九歲或以下女聲二重唱

4E 陳瑩

伴奏 : 5E 何卓藍

4E 許淑鈞

34 十四歲或以下女聲二重唱

2A 張綽琳

伴奏 : 3D 岑紫晴

2D 丁樂晴

35 十四歲或以下女聲二重唱

2A 梁倩昕

伴奏 : 3D 岑紫晴

2D 鄺海晴

36 小號獨奏 - 初級組

2C 黃宇揚

伴奏 : 5D 賀錦怡

37 長號獨奏
38 箏獨奏 39 箏獨奏 40 琵琶獨奏

- 初級組

1D 陳胤延

伴奏 : 3D 蕭子皓

深造組

5F 蔡桂玲

中級組

3A 張雪晴

- 初級組

3D 朱曉彤

41 琵琶獨奏
42 柳琴獨奏
43 中阮獨奏
44 二胡獨奏
45 笛獨奏 46 笛獨奏 -

- 初級組

4D 趙思恆

- 初級組

2A 張穎璿

- 初級組

3A 梅樂也

- 初級組

3D 黃志賢

高級組 (榮譽獎狀 - 90 分)

3A 曾兆崙

初級組

1B 郭穎茵

47 簫獨奏 - 初級組

3A 陳詠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