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學 

主辦 

第一屆全港小學口琴比賽 2018 

 

比賽賽程 

 

日期：5/7/2018（星期四） 

時間：8:30am – 12:00noon 

地點：本校禮堂及舞蹈室（地址：北角雲景道 62號） 

 

 

初級組獨奏、初級組二重奏、高級組二重奏 

比賽地點：本校舞蹈室 

8:30am – 8:50am 參賽者報到（禮堂） 

8:50am – 10:05am 初級組獨奏 

10:15am – 10:30am 初級組二重奏 

10:40am – 11:15am 高級組二重奏 

11:30am – 12:00noon 頒獎典禮（禮堂） 

 

 

高級組獨奏 

比賽地點：本校禮堂 

8:30am – 8:50am 高級組獨奏第一組（1 – 16）報到 

8:50am – 10:05am 高級組獨奏第一組（1 – 16） 

（9:45am前） 高級組獨奏第二組（17 – 31）報到 

10:05am – 11:20am 高級組獨奏第二組（17 – 31） 

11:30am – 12:00noon 頒獎典禮 

 

 

 

 

註 1： 報到時，請擕同 (1)有效學生證或學生手冊 及 (2)樂譜兩份。 

註 2： 初級組比賽時限為 3分鐘，高級組比賽時限為 5分鐘。 

註 3： 獨奏比賽可以鋼琴伴奏。 

註 4： 比賽賽程以比賽當日公佈為準。如有疑問，歡迎致電：2571 1285，向 

課外活動主任林蕊老師查詢。 

  



參賽名單：初級組獨奏 

 

1 楊逸謙 聖公會聖彼得小學 小三 迎春花 

2 沈恪彥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小一 Solvejg's Song 

3 郭銳熙 香島道官立小學 小三 Minuet in G 

4 周灝康 聖公會聖彼得小學 小三 獅子山下 

5 鄧敬業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小三 Rhapsody in Blue 

6 沈洛頤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小二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7 潘力銘 聖公會聖彼得小學 小一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8 林亦 聖公會聖彼得小學 小三 鳳陽花鼓 

9 李旨泓 香島道官立小學 小三 Minuet in G 

10 馬沅柔 聖公會聖彼得小學 小二 歡樂頌(選段) 

11 黃柏迪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小三 Gypsy Carnival 

12 魏熙紋 寶血會思源學校 小二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13 張殷碩 聖公會聖彼得小學 小一 My Grandfather’s Clock 

14 江啟陞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小三 小夜曲 

15 梁芷瀅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小二 My Neighbor Tororo 

16 陳宏熙 聖公會聖彼得小學 小三 保爾的母雞 

17 楊華匡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小二 Romanian Rhapsody No.1 

18 許敬心 聖公會聖彼得小學 小三 Solvejg's Song 

19 林安喬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小二 Bultarian Wedding Dance 

20 葉允晴 聖公會聖彼得小學 小一 在森林和原野 

21 張愛延 九龍真光中學（小學部） 小一 Moment Musical 

 

  



參賽名單：高級組獨奏 

 

1 鄧敬誠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小六 Toledo 

2 王安然 香島道官立小學 小五 Mariage D'Amour 

3 崔安翹 勵志會梁李秀娛紀念小學 小四 告白氣球 

4 陳子非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小四 Carmen Fantasy 

5 黃炳乾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小五 Russian Dance 

6 余羨昕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小六 泡沫 

7 陳奕朗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小四 Rhapsody in Blues 

8 陳子凡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小四 Carmen Fantasy 

9 霍家程 香島道官立小學 小五 Minuet in G 

10 李日証 聖公會聖彼得小學 小五 Minuet with Variations 

11 陳熙悠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小六 Carrying You Laputa: Cas 

12 李兆豐 香島道官立小學 小五 Minuet in G 

13 黃金晶 勵志會梁李秀娛紀念小學 小四 有點甜 

14 黃天佑 寶血會思源學校 小四 Beauty and the Beast 

15 陳錫墩 聖公會偉倫小學 小六 Hungarian Dance No.4 

16 黎朗言 香港南區官立小學 小五 Rondeau: second movement 

17 周柏宇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小四 Hungarian Dance No.4 

18 沈子樂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小四 世上只有媽媽好 

19 梁芷喬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小四 Rhapsody in Blues 

20 謝彥朗 玫瑰崗學校（小學部） 小五 Moment Musical 

21 林宇軒 勵志會梁李秀娛紀念小學 小五 歡樂頌 

22 盧怡心 愛秩序灣官立小學 小六 少年的我 

23 陳以正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小四 Habanera 

24 陳子朗 聖公會基愛小學 小四 世上只有 



參賽名單：高級組獨奏（續） 

 

25 李明欣 勵志會梁李秀娛紀念小學 小四 月亮代表我的心 

26 鍾文浩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小六 Two Guituars 

27 劉柏然 李陞小學 小四 Duo Baroque 

28 黎巧彤 勵志會梁李秀娛紀念小學 小五 我的驕傲 

29 陶雋彥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小四 Duo Baroque 

30 郭權滿 聖公會基愛小學 小四 世上只有 

31 盧志禧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小四 Solvejg's Song 

 

 

 

 

 

 

 

 

 

 

 

 

 

 

 

 

 



參賽名單：初級組二重奏 

 

1 郭銳熙 香島道官立小學 小三 Minuet in G 

 李旨泓 香島道官立小學 小三  

     

2 沈洛頤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小二 Rock Around the Clock 

 沈恪彥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小一  

     

3 楊逸謙 聖公會聖彼得小學 小三 Magic Flute (選段) 

 周灝康 聖公會聖彼得小學 小三  

 

 

 

  



參賽名單：高級組二重奏 

 

1 霍家程 香島道官立小學 小五 Minuet in G 

 王安然 香島道官立小學 小五  

     

2 陳熙悠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小六 Howl’s Moving Castle 

 陳奕朗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小四  

     

3 陳子非 香港真光同學會小學部 小四 Piano Sonata No. 16 in C major, K. 545, 1st movement 

 陳子凡 香港真光同學會小學部 小四  

     

4 鄧敬業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小三 Malaguena 

 鄧敬誠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小六  

     

5 李兆豐 香島道官立小學 小五 Minuet in G 

 葉詠欣 香島道官立小學 小五  

     

6 黃炳深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小三 When You Wish Upon A Star 

 黃炳乾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小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