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家長： 

以下是 2021 才藝匯演首映時間及出場序，請各位留意，謝謝！ 

 

 

 

 

 

 
 

首      映     日     期： 2021 年 7 月 3 日(星期六) 

「才藝匯演」 首 映 時 間： 下午 3 時正 

觀      賞     方     法： 以學生身份登入 eclass ， 

按下課室地帶    家課冊    其他 

(才藝匯演影片連結擺放於此位置) 

 
 

 

 

 

 



2021「才藝匯演」出場序（P1-P3） 
編號 班別 姓名 表演類型 表演項目名稱 

1 2A 石凱霖 豎琴鋼琴串燒 《Cocorná》《Country Dance》 

2 2E 林靖童 唱歌 《小天使》 

3 1B 黎錫浚 鋼琴獨奏 《Ecossaise in G》 

4 3E 陽承錫 中文朗誦 《三字經》全文背誦 

5 1A 李孝言 運動 《抗逆親子操》 

6 3D 李震軒 鋼琴獨奏 《春之歌》 

7 3D 彭靜秋 二胡獨奏 《崖上的波兒》 

8 1B 池君怡 鋼琴獨奏 《Minuet 巴赫小步舞曲》 

9 2D 2D 陸信晞，嫲嫲 鋼琴演奏+ 

歌曲獻唱 

《一生獻作活祭》 

10 3C 毛思越 鋼琴獨奏 《Summer》 

11 1D 林佳賢 英文朗誦 《I Don’t Want to Go into School》 

12 2C 馬雪晴 二胡獨奏 《田園春色》 

13 3B 3B 胡珈熙，1D 胡珀基， 

畢業生 胡倩珩 

跳舞 《Lady killa》 

14 1A 陳尚政 花式跳繩 《亂咁跳花式跳繩》 

15 2B 華梓淞 鋼琴獨奏 《salut d'amour》 

 

 

    



2021「才藝匯演」出場序（P1-P3） 
 

                                                             

 

 

 

 

 

 

 

 

 

 

 

 

 

 

 

 

 

 

 

 

 

 

 

 

 

 

 

 

編號 班別 姓名 表演類型 表演項目名稱 

16 2D 王暐棋 鋼琴獨奏 《Musette in D》 

17 3C 薛純熙 唱歌 《You raise me up》 

18 3D 李雨龍 大提琴獨奏 《Always with me》 

19 1C 袁綽謙 跳舞 《Kick it》 

20 1C 梁靖銣 鋼琴獨奏 《Gavotte》 

21 2E 蘇梓龍 鋼琴獨奏 《De Camptown Races》 

22 3E 施禮傑 英文演講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3 1E 羅美寶 電子琴獨奏 《Long Long Ago》 

24 1D 蔡幸瑤 跳舞 《Happy Boys and Girls》 

25 1D 周綽荍 古箏獨奏 《老六板》 

26 2E 張格霖 跳舞 《Come back home》 

27 3A 雷以心 長笛獨奏 《Humoresque Op.101 No.7 》 

28 3D 梁雅云 鋼琴獨奏 《夢中的婚禮》 

29 3A 張凱溍 大提琴獨奏 《Poco adagio from String Quartet Op.76 

No.3 "Berceuse"》 

30 3D 梁晞妍 長笛獨奏 《Dance of the Mirlitions》 

31 2C 郭珮琪 粵劇 《賀壽》 



2021「才藝匯演」出場序（P4-P6） 
編號 班別 姓名 表演類型 表演項目名稱 

1 4E 4E 陳俊諺，2D 陳思妤，父母 跳繩表演 花式跳繩 

2 6D 6D 梁卓慧 6A 劉灝揚 唱歌+拉丁舞 唱跳也瘋狂 

3 5A 余帕羲 中文朗誦 《晨的戀歌》蓉予 

4 5A 王子驍 唱歌 《字畫書生》 

5 5C 廖曉彤 跳舞 《Rainbow》 

6 6A 李悅僮 琵琶獨奏 《紫竹調》 

7 4C 4C 蘇芊彤，2E 蘇梓晴 藝術體操 藝術體操 

8 5A 馮穎晞 小提琴獨奏 《Postsmouth》 

9 5E 戴懿婷 英文朗誦 《Bored》 

10 6C 羅諾澄 二胡獨奏 《千與千尋》 

11 4A 詹皓霖 鋼琴獨奏 《Canon》 

12 5B 黃德寶 唱歌 《悟空》 

13 5E 劉楷瑞 二胡獨奏 《小花鼓》 

14 6E 施禮軒 鋼琴獨奏 《克羅地亞狂想曲》 

15 4E 黃皓正 扭計骰 限時三分鐘三個扭計骰 

16 5C 陳浠嵐 柳琴獨奏 《剪羊毛》 

17 5C 蔣宜均 鼓 《河流》 

18 6B 6B 彭信銘，6B 彭信然 笛子合奏 《小放牛》 

     



2021「才藝匯演」出場序（P4-P6） 
 

編號 班別 姓名 表演類型 表演項目名稱 

19 4E 胡睿晴 唱歌 《A Whole new world》 

20 5A 陳珈瑩 牧童笛 《我多想告訴你》 

21 5E 李凱恩 鋼琴獨奏 《Alla Turca》 

22 6E 林樂僖 唱歌 《長相廝守》 

23 4E 徐詠琪 笛子獨奏 《採茶撲蝶》 

24 5B 曲航承 小提琴獨奏 《第三小步舞曲》 

25 5E 黃瀞嬅 揚琴獨奏 《金蛇狂舞》 

26 6C 何昊謙 大提琴獨奏 《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27 5A 莊祖俊 鋼琴獨奏 《Love Theme》 

28 5E 梁思齊 色士風獨奏 《Tango till you drop》 

29 5D 莊峻寧 小號演奏 《Supercalifragilisticexpialidocious》 

30 6E 李樂儀 鋼琴獨奏 《Mister Trumpet Man》 

31 5A 柯錦安 大提琴獨奏 《Gavotte》 

32 5E 鄧泳儀 鋼琴獨奏 《Moonbeams》 

33 5E 黃尹靖 跳舞 拉丁舞 

34 5D 周志發 運動 跆拳道 

35 4B 4B 崔希藍、3B 崔誠希 粵劇 幽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