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辦機構：

比賽項目 組別 名次 學校名稱 姓名 指導老師

親子填色創作比賽 幼稚園 冠軍 德信幼稚園 黎思汝 無

親子填色創作比賽 幼稚園 亞軍 東華三院廖恩德紀念幼稚園 黃以蕎 鍾詠詩老師

親子填色創作比賽 幼稚園 季軍 萊恩幼稚園（元朗） 司徒晉㇐ 蘇綺華老師

親子填色創作比賽 幼稚園 優異獎 基督教中心幼稚園暨幼兒園 丁尉峻 無

親子填色創作比賽 幼稚園 優異獎 保良局蔡冠深幼稚園 郭加斐 李慕怡老師

親子填色創作比賽 幼稚園 優異獎 順德聯誼總會屯門梁李秀娛幼稚園 陳駿旻 無

親子填色創作比賽 幼稚園 優異獎 仁濟醫院蔡百泰幼稚園/幼兒中心 陳泓希 無

親子填色創作比賽 幼稚園 優異獎 基督教宣道會太和幼稚園 彭靖羭 無

親子填色創作比賽 幼稚園 優異獎 天主教聖安德肋幼稚園 佘添熾 黃嘉文老師

填色創作比賽 特殊學校 冠軍 匡智元朗晨樂學校 嚴綺汶 鄒淑琴老師

填色創作比賽 特殊學校 亞軍 匡智元朗晨曦學校 李瀚森 陳慧海老師

填色創作比賽 特殊學校 季軍 東華三院徐展堂學校 朱凱鋒 關翠姿老師

填色創作比賽 特殊學校 優異獎 將軍澳培智學校 司徒譽培 胡志輝老師

填色創作比賽 特殊學校 優異獎 將軍澳培智學校 Limbu, Fung Hang Maden 李　輝老師

填色創作比賽 特殊學校 優異獎 匡智元朗晨曦學校 勞永諾 許世源老師

填色創作比賽 特殊學校 優異獎 天保民學校 黃漢彥 林巧婷老師

填色創作比賽 特殊學校 優異獎 明愛樂恩學校 季秋兒 胡美嬌老師

填色創作比賽 特殊學校 優異獎 香港耀能協會賽馬會田綺玲學校 林凱涵 梁詩欣老師

繪畫比賽 特殊學校 冠軍 中華基督教會基順學校 林朗希 許詠詩老師

繪畫比賽 特殊學校 亞軍 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堂啓愛學校 劉恩齊 吳迪媛老師

繪畫比賽 特殊學校 季軍 保良局羅氏信託學校 Gulzar Hussain 區鳯珊老師

繪畫比賽 特殊學校 優異獎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學校 茅倬銘 柯家盈老師

繪畫比賽 特殊學校 優異獎 香港西區扶輪社匡智晨輝學校 陸嘉浚 陳嘉寶老師

繪畫比賽 特殊學校 優異獎 天保民學校 鄧丞亨 張媚斯老師

繪畫比賽 特殊學校 優異獎 香港西區扶輪社匡智晨輝學校 黃柏桁 陳嘉寶老師

繪畫比賽 特殊學校 優異獎 天保民學校 蕭龍健 林巧婷老師

繪畫比賽 特殊學校 優異獎 保良局羅氏信託學校 鄭惠兒 區鳯珊老師

繪畫比賽 小㇐至小三 冠軍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廖溢晞 黃婉妮老師

繪畫比賽 小㇐至小三 亞軍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陳愷蕎 曾水蓮老師

繪畫比賽 小㇐至小三 季軍 慈幼葉漢小學 吳田禧 李凱儀老師

繪畫比賽 小㇐至小三 優異獎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陳鍵滔 岑翠芝老師

繪畫比賽 小㇐至小三 優異獎 佐敦道官立小學 梁紫盈 方靜敏老師

繪畫比賽 小㇐至小三 優異獎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彭駿軒 吳思晴老師

繪畫比賽 小㇐至小三 優異獎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小學 吳晅聏 樊凱欣老師

繪畫比賽 小㇐至小三 優異獎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尹泳淋 何慧儀老師

繪畫比賽 小㇐至小三 優異獎 嘉諾撒聖方濟各學校 張以澄 莫京喬老師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小四至小六 冠軍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雷皓然 無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小四至小六 亞軍 慈幼葉漢小學 陳瑤 李凱儀老師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小四至小六 季軍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黃子瑜 無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小四至小六 優異獎 天水圍天主教小學 陳遇之 吳麗明老師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小四至小六 優異獎 將軍澳官立小學 周卓筠 趙曉彤老師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小四至小六 優異獎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陳栩揚 麥詩琪老師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小四至小六 優異獎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高立仁 黃志芬老師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小四至小六 優異獎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賴仟桐 無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小四至小六 優異獎 聖公會奉基小學 溫雅棋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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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

比賽項目 組別 名次 學校名稱 姓名 指導老師

中文徵文比賽 中㇐至中三 冠軍 伊利沙伯中學 陳智聰 周　紅老師

中文徵文比賽 中㇐至中三 亞軍 粉嶺官立中學 周寶宜 張雪梅老師

中文徵文比賽 中㇐至中三 季軍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梁爾巽 謝麗琼老師

中文徵文比賽 中㇐至中三 優異獎 余振強紀念中學 何鴻樾 蔡宗協老師

中文徵文比賽 中㇐至中三 優異獎 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方㇐凡 陳秋雯老師

中文徵文比賽 中㇐至中三 優異獎 港澳信義會慕德中學 余詩儀 何潔盈老師

中文徵文比賽 中㇐至中三 優異獎 福建中學（小西灣） 楊佳源 黃曉嵐老師

中文徵文比賽 中㇐至中三 優異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孔智麗 黃鳯珠老師

中文徵文比賽 中㇐至中三 優異獎 真光女書院 李穎茵 黎月華老師

中文徵文比賽 中四至中六 冠軍 李惠利中學 陳景祿 魏巧如老師

中文徵文比賽 中四至中六 亞軍 惠僑英文中學 莫麗嬋 何嘉龍老師

中文徵文比賽 中四至中六 季軍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 徐鎬澄 馬美珍老師

中文徵文比賽 中四至中六 優異獎 聖母玫瑰書院 陳銥敏 梁逸峰老師

中文徵文比賽 中四至中六 優異獎 妙法寺劉金龍中學 鄭依琳 黃敏婷老師

中文徵文比賽 中四至中六 優異獎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黃舒揚 余佩嫻老師

中文徵文比賽 中四至中六 優異獎 聖馬可中學 徐巧穎 高漢琼老師

中文徵文比賽 中四至中六 優異獎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張可炘 溫綺媚老師

中文徵文比賽 中四至中六 優異獎 上水官立中學 嚴家鈺 吳忠強老師

微電影創作比賽 中㇐至中六 冠軍 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馬本楠 莫迪鏗 鄭宗皓 葉嘉榮 翁家祥 鄧倬希 陳澤銘 鄭韻賢老師

微電影創作比賽 中㇐至中六 亞軍 曾璧山中學 劉世楷 羅振鵬 湯楠琳 李凱俊 張嘉業 鄒劍豪老師

微電影創作比賽 中㇐至中六 季軍 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 黃博義 林秀婷 朱偉璘 洪舒欣 郭萁晉 梁志聲 蔡若林 蔡金源老師

微電影創作比賽 中㇐至中六 優異獎 聖母書院 鄭仲雯 杜杏妍 湯靖雯 胡慧棱 陳靖兒 潘振威老師

微電影創作比賽 中㇐至中六 優異獎 拔萃女書院 吳芷晴 廖天藍 王蘊錱 黃凱穎 陳穎妍 香靜彤 黃智澄 聶俊傑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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