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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節目一：小提琴合奏 

負責老師：林智朗先生 (小提琴導師及指揮)、一、二年級音樂科老師、鍾麗萍老師 
 

小提琴是一件易學難精的學器，拉奏時特別講求音準。音高不準或不適當用力，都會造成「鋸雞」

的噪音。本年度，一、二年級的同學經過一年的訓練，已經學會拉奏不同的節奏和旋律，部分同學

更學會拉奏短曲，亦能在鋼琴伴奏下進行合奏。 
 
 

表演學生名單: 

鋼琴伴奏：6C 何若希 

1A 歐劍韜 1A 陳翊佳 1A 劉子銘 1B 陳  朗 1B 陳信豪 1B 羅勵妍 

1B 羅天華 1B 鄭寓芝 1B 李宜倩 2A 陳善雯 2A 周家輝 2A 陳罡然 

2A 梁  欽                       2A 麥頌熙 2A 吳芯悠 2A 彭芷瑤 2A 詹梓駿 2B 陳逸謙 

2B 郭佩婷                    2B 何佩澄 2B 黃灝銘    2B 吳希嵐 2B 陳柏言   2B 陳可彤 

2C 符思晟 2C 何明義 2C 李穎彤 2C 李  蕊 2C 蕭芷媛 2C 黃喜蜂 
      

出場序 

1. 小提琴合奏 ───── 《小星星》 

2. 小提琴獨奏 ───── 《獵人合唱》 

3. 敲擊樂 ───── 《Under the〝C〞》 

4. 弦樂演奏 ───── 《The Bluebells of Scotland》 

《Gavotte》 

5. 結他演奏 ───── 《凡星》 

6. 爵士鼓獨奏 ───── 《You Really Got Me》 

7. 鋼琴獨奏 

 

 

 

 

───── 《Air in F》 

《The Merry Huntsman》 

《Moonbeams》 

《Birds and bees》 

《Toccata》 

8. 古箏獨奏 ───── 《雪山春曉》 

9. 武術 ───── 《詠春拳》《英雄少年武術操》 

10. 東方舞 ───── 《苗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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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節目二：小提琴獨奏 

負責老師：鍾麗萍老師 
 
5B 魏浩展以小提琴演奏《獵人合唱》。本年度他在香港學校音樂節小提琴獨奏和音樂邀請賽西樂獨

奏等項目皆獲得優異成績。浩展更代表東華三院聯校管弦樂團參與多項大型賽事而勇奪冠軍。 

 

表演節目三：敲擊樂 

負責老師：李佳先生(指揮)、沈家豪先生(敲擊樂導師)、鍾麗萍老師 
 

敲擊樂校隊於本年度成立，在指揮、導師和老師的悉心栽培下，同學從排練和演出中，獲得不少合

奏的經驗，藉此培養出音樂素養。敲擊樂團演奏《Under the “C”》，齊心為大家編織美妙的樂章。 
 

敲擊樂校隊學生名單： 

1A 歐劍韜 3A 范恩彤 3B 周智堅 3B 宋晞楠 3C 陳耀臻 4A 陳洛堤 

4A 高  澄 4A 黎倩瓏 4A 劉博碩 4B 黃歡歡 4B 盧心妍 4C 何家浩 

4E 莊軍翰 4E 古俊昇 4E 姚信盈 4E 鄭奕男 5A 陳泓曦 5A 曾銘軒 

5A 姚藝菲 5D 歐劍猷     

 

表演節目四：弦樂演奏 

負責老師：林智朗先生 (小提琴導師及指揮)、吳婉萍主任、鍾麗萍老師 
 

弦樂小組包括第一聲部小提琴、第二聲部小提琴和大提琴，同學們平日練習非常認真，透過平日的

訓練，同學能從中學習和享受到合奏的樂趣。同學透過演奏《The Bluebells of Scotland》和《Gavotte》

兩首名曲，與大家分享弦樂之美。 

 

弦樂小組校隊學生名單： 

4B 黃俊鑫 4D 陳煒進 4E 姚信盈 5A 尹棱毅 5B 魏浩展 6A 黃鈞濠 

6A 張殷犖 6A 繆  泰 6B 盧淑玲 6D 黃子濠 6E 黎啟恒  

 

表演節目五：結他演奏 

負責老師：鍾麗萍老師 
 
6C 何若希以結他自彈自唱《凡星》一曲。她以這個項目勇奪本年度「元朗區文藝之星」和「天水

圍的孩子」之「才藝孩子」，悅耳的結他聲配上動人的歌聲，令人陶醉於音樂世界中。 

 

表演節目六：爵士鼓獨奏 

負責老師：鍾麗萍老師 
 
6D 楊涵以爵士鼓打擊《You Really Got Me》一曲，以速度和節奏引領大家感受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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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節目七：鋼琴獨奏  

負責老師：鍾麗萍老師 
 
1B 李宜倩以《Air in F》獲得第 74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 W100 鋼琴獨奏銅獎。 

4A 劉博碩以《The Merrry Huntsman》獲得第 74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 W105 鋼琴獨奏銀獎。 

6A 嚴嘉柔以《Moonbeams》獲得第四屆小學音樂邀請賽鋼琴獨奏銀獎。 

5D 歐劍猷以《Birds and bees》獲得第 74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 W117 鋼琴獨奏銀獎。 

6C 周澤曦以《Toccata》獲得第四屆小學音樂邀請賽鋼琴獨奏銀獎。 

 

表演節目八：古箏獨奏 

負責老師：鍾麗萍老師 
 
6C 黃凱茵獲得第 74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古箏獨奏銀獎，她以《雪山春曉》一曲帶大家欣賞雪峰層疊

的青藏高原在早春到來時萬物欣欣向榮的景象。 
 

表演節目九：武術 

負責老師：羅偉青師傅(武術隊導師)、余和安師傅(武術隊助教)、黎潔婷主任、張盛誠老師、 

唐貝詩教學助理 
 

詠春拳是南方傳統拳術，它的初级拳法，叫「小念頭」，主要練習基本二十六種攻防手法，能訓練

手部關節靈活運作；「英雄少年武術操」是國家為了提升兒童體質而推廣的武術運動，令青少年可

以文武雙全，內外兼修，健康成長。 
 

武術校隊學生名單： 

2A 陳善雯 2A 梁  欽 2B 郭佩婷 2B 陳可彤  3C 何諾詩 4B 鄭詠禧 

4B Yazan      
  

表演節目十：東方舞 

負責老師：劉幗貞女士(培訓班導師)、雷秀珍老師、陳麗儀老師、羅美蓮教學助理 
 

本校東方舞校隊在元朗區校際舞蹈比賽 2022 及屯門區舞蹈比賽獲得金獎。 

「苗娃娃」內容講述一群初生的小女孩，緩緩起舞，徐徐舞動，帶出一片生機，一片喜慶。 
 

東方舞校隊學生名單： 

3A 呂雨馨 3A 卓淽靖 3B 張梓桐 3B    鄭慧琳 3B 魏驤驤 3B 何舒頤 

3C 黃詠嵐 3C 余佳演 4B 羅穎欣 4C 何紫瑩 4D 陳悅兒 4D 黎鑫湖  

4D 王麒淇 4E 林依晨 5A 黃浠嬈 5C 魏驤懿 5C 孫慕欣 5E 鄭斯尹 

6A 曾雅瞳 6A 黃曉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