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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校內活動 

  1.   流行鼓班 

時    間：2013 年 10 月 9 日起，逢星期三下午 2:25-3:25，共 10 堂。 

    參加人數： 11 人 

    按    金： 學生每人支付 200 元。   

導    師： 陳樂平先生（校外導師） 

              負責老師：  梁香媛老師  

2.   木結他班 

時    間：2013 年 10 月 9 日起，逢星期三下午 1:20 至 2:20，共 10 堂。 

    參加人數：  19 人 

    按    金： 學生支付 200 元。    

 導    師： 陳樂平先生（校外導師） 

              負責老師：  梁香媛老師  

3.   電子琴班 

時    間：2013 年 10 月 9 日起，逢星期三下午 3:30 至 4:30，共 10 堂。 

    參加人數：  17 人 

    按    金： 學生支付 200 元。   

導    師： 李老師（正能量音樂藝術工作室之校外導師） 

 負責老師：  梁香媛老師  

         5.   流行曲唱歌班 

時    間：2013 年 10 月 9 日起，逢星期三下午 1:20 至 2:20，共 10 堂。 

參加人數：  9 人 

    按    金： 學生支付 200 元。  

導    師： 李老師（正能量音樂藝術工作室之校外導師） 

 負責老師：  梁香媛老師  

              如同學出席率達八成，可取回按金。 

  6 .   合唱團 

   時    間： 由九月開始，午膳時間練歌，共 30 次 

   參加人數： 20 人 

   導    師： 梁香媛老師 

7. 音樂日 

             日    期： 初賽  2013 年 11 月 13 日(高中) 及 15 日(初中)（禮堂） 

      總決賽(音樂日)  2013 年 11 月 20 日 (高中) 及 22 日(初中) 

評 判 團：   楊校長、沈副校、李副校、梁香媛老師、蘇逸君老師、何裕玲老師、 

周婉玲老師、王矯笙老師(實習老師) 

籌    委：  梁香媛老師、蘇逸君老師 

活動對象： 中一至中七各級對歌唱有興趣之同學 

   參與班級： 中一至中七級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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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4–年度音樂日得獎名單 

 

高中音樂日 

獨唱組  

冠軍 6B 25 陳昱升 

亞軍 6E 15 楊子凌 

季軍 5D 18 楊麗怡 

優異獎 5B 16 梁穎心 

我最喜愛歌手 6B 25 陳昱升 

合唱小組的獎項  

冠軍 4A 10 羅嘉盈  4A 17 薛梓晴 

亞軍 5E 5 范芷盈  5D 18 楊麗怡 

季軍 6B 8 劉欣怡  6A 1  陳佩鈴 

我最喜愛組合 6E 駱震星 6A 鄭凱藍  

樂器組的獎項  

冠軍 4A  王鑫宇 

亞軍 6C  凌志傑 

季軍 1B  鄭正浩 

班際大合唱的獎項  

總冠軍 6A 

總亞軍 天主教同學會 

總季軍 6E 

總殿軍 6B 

最佳短片獎 5C 

我最喜愛大合唱 5C 

唱家班獎 5C 

最重情義獎 4B 

最團結獎 4A 

最具創意獎 4D 

最具欣賞價值獎 校園電視台 

最具潛質獎 6C 

最花心思獎 5D 

最活力獎 學生會 

最投入獎 5A 

最正氣獎 領袖生 

最動感獎 5E 

最佳新詞獎 5B 

 

 

 

 



 

1314 年度音樂科第三次科務會議紀錄 p.3 

初中音樂日 

組別 /獎項名稱  

獨唱組  

冠軍 1C 26 鍾正慰 

亞軍 3B 3 周靖 

季軍 3B 12 徐佩儀 

我最喜愛歌手 (分開) 1C 26 鍾正慰 

3B 12 徐佩儀 

合唱小組的獎項  

冠軍 3B 3 周靖 3B 12 徐佩儀  

亞軍 2B 6 何凱恩  2B 17 嚴家美 

季軍 3B 30 梁炯培  3B 16 陳智成 

我最喜愛組合 3B 3 周靖 3B 12 徐佩儀  

班際大合唱的獎項  

總冠軍 1C 

總亞軍 1D 

總季軍 3B 

總殿軍 3D 

最佳短片獎 2D 

我最喜愛大合唱 3B 

唱家班獎 2D   1B 

最重情意獎 3A 

最團結獎 2B   2C 

最具潛質獎 1A   2A 

啦啦隊獎 1D 

最花心思獎 3C 

 

 

 

 

B. 校外活動 

1.  與你音樂-中學生歌唱比賽 2013 

日    期： 2013 年 7 月 7 日 及 9 月 22 日 

參賽名單： 3A 羅嘉盈 薜梓晴   4D 李俊偉 楊麗怡 5A 黃浩彥 5C 凌志杰  

得獎名單： 3A 薜梓晴 獲得季軍 

 

2. 第六十六屆學校音樂節 

 主辦機構： 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日    期： 2014 年 3 月 2 日 至 3 月 28 日 

 得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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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六屆香港

學校音樂節 

 

箏獨奏-深造組季軍 3A 王 宇 

女聲獨唱亞軍 

女聲獨唱季軍            

3B 周靖 

1B 梁斯婷 

女聲獨唱 

優異獎狀 

3A 周紫晴 2B 陳凱旋 2B 林丹琪 

3B 蔡銘媛 

女聲獨唱 

良好獎狀 

 

5D 林佩欣 5D 楊麗怡 4A 陳凱茵 

4A 薜梓晴 4A 楊舒琦 4A 鄭碧容 

4A 羅嘉盈 3A 鄔慧欣 3A 盧芷琪 

3A 蕭穎嘉 3B 王思瑶 3B 徐佩儀 

2B 陳樂怡 2B 何凱恩 2B 嚴家美 

 

3.  全港中學 I Can Sing 歌唱大賽 2013 

    日    期： 2013 年 11 月 

主辦單位： 樂有所城慈善音樂基金會 

    地    點： 香港伯樂音樂學院 

    參賽名單： 4A 薜梓晴  4A 羅嘉盈 5D 李俊偉 5D 楊麗怡 6C 凌志杰 5E 范芷盈 6E 楊子凌 

    結    果 :  4A 薜梓晴進入復賽 

 

3.   挑戰新一代 2013 歌唱大賽 

    日    期： 2013 年 12 月 

主辦單位： 東九龍青年社 

    地    點： 城寨社區會堂 

參賽名單： 4A 羅嘉盈 4A 薜梓晴  5D 楊麗怡 5E 范芷盈 6C 凌志杰 1C 鍾正慰 1D 莊啓文 

 

4.  博藝新星歌唱大賽 2013 

    日    期： 2013 年 10 月 

主辦單位： 香港工會聯合會 

    地    點： 香港工會聯合會中心 

    參賽名單： 4A 薜梓晴  6C 凌志杰  3A 蕭穎嘉  3A 鄭曉洁 

     

 5. 超新星歌唱大賽 2013 

日    期： 2013 年 11 月 

主辦單位： 沙田文藝協會 

   地    點： 沙田大會堂文娛廳 

   參賽名單： 4A 羅嘉盈   4A 薜梓晴  6C 凌志杰  5E 范芷盈  5B 斯麻  5D 李俊偉 5D 楊麗怡 

 

6.  全港中學校際歌唱大賽 2014 

   日    期： 2014 年 1 月 

主辦單位：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地    點： 港專銅鑼灣校舍 

參賽名單： 4A 羅嘉盈   4A 薜梓晴  6C 凌志杰  5E 范芷盈 5D 楊麗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