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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獎項 學校名稱 學生 指導老師 

親子填色創作比賽(幼稚園) 冠軍 萊恩幼稚園(元朗) 司徒晉一 / 

親子填色創作比賽(幼稚園) 亞軍 深水埗浸信會幼稚園 盧銘賢 / 

親子填色創作比賽(幼稚園) 季軍 學之園幼稚園暨雙語幼兒園(青衣灝景校) 孫國鈞 / 

親子填色創作比賽(幼稚園) 優異獎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幼稚園 廖宇浩 / 

親子填色創作比賽(幼稚園) 優異獎 偉思幼稚園 白祖樹 / 

親子填色創作比賽(幼稚園) 優異獎 保良局蔡冠深幼稚園 徐志力 劉志香 

親子填色創作比賽(幼稚園) 優異獎 聖公會荊冕堂葵涌幼稚園 潘怡琳 / 

親子填色創作比賽(幼稚園) 優異獎 明我幼稚園(奧運校) 霍家鈺 / 

親子填色創作比賽(幼稚園) 優異獎 東華三院馬陳景霞幼稚園 姚景彰 黃月霞 

親子填色創作比賽(幼稚園) 優異獎 仁濟醫院永隆幼稚園/幼兒中心 何依霖 巫建文 

親子填色創作比賽(幼稚園) 優異獎 保良局郭羅桂珍幼稚園 蘇智綸 / 

填色創作比賽(特殊學校) 冠軍 保良局羅氏信託學校 鍾凱妍 梁慧賢 

填色創作比賽(特殊學校) 亞軍 東灣莫羅瑞華學校 葉定一 余潤霞 

填色創作比賽(特殊學校) 季軍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學校 吳澤豪 何汶詩 

填色創作比賽(特殊學校) 優異獎 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堂啟愛學校 林詩琦 施華初 

填色創作比賽(特殊學校) 優異獎 匡智翠林晨崗學校 郭思洛 鄧文傑 

填色創作比賽(特殊學校) 優異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順學校 林朗希 許詠詩 

填色創作比賽(特殊學校) 優異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順學校 李逸聰 梁裕琳 

填色創作比賽(特殊學校) 優異獎 救世軍石湖學校 梁妙欣 蕭朗茵 

填色創作比賽(特殊學校) 優異獎 匡智張玉瓊晨輝學校 唐碧杏 鍾佩儀 

填色創作比賽(特殊學校) 優異獎 賽馬會善樂學校 唐翊森 李慧娟 

填色創作比賽(特殊學校) 優異獎 匡智元朗晨曦學校 林道承 許世源 

繪畫比賽(特殊學校) 冠軍 東灣莫羅瑞華學校 黃嘉誠 譚曉妮 

繪畫比賽(特殊學校) 亞軍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學校 鄭嘉民 柯家盈 

繪畫比賽(特殊學校) 季軍 中華基督教會基順學校 黎芷珅 鄭婷婷 

繪畫比賽(特殊學校) 優異獎 東華三院徐展堂學校 張子駿 關翠姿 

繪畫比賽(特殊學校) 優異獎 匡智元朗晨樂學校 陳忠豪 關祐萍 

繪畫比賽(特殊學校) 優異獎 匡智元朗晨樂學校 馬浩彬 鄒淑琴 

繪畫比賽(特殊學校) 優異獎 心光學校 黃凱霖 林思玲 

繪畫比賽(特殊學校) 優異獎 保良局羅氏信託學校 馮仁 李素貞 

繪畫比賽(特殊學校) 優異獎 香港紅十字會醫院學校 許晗鈺 劉淑玲 

繪畫比賽(特殊學校) 優異獎 天保民學校 Gurung Milan 陳佩英 

繪畫比賽(特殊學校) 優異獎 救世軍石湖學校 梁妙欣 蕭朗茵 

親子WhatsApp貼圖設計比賽(小一至小三) 冠軍 沙田官立小學 葉柏謙 楊碧芬 

親子WhatsApp貼圖設計比賽(小一至小三) 亞軍 德望小學暨幼稚園(小學部) 趙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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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獎項 學校名稱 學生 指導老師 

親子WhatsApp貼圖設計比賽(小一至小三) 季軍 五邑鄒振猷學校 鄭晞而 羅燕茵 

親子WhatsApp貼圖設計比賽(小一至小三) 優異獎 沙田官立小學 勞芷瑜 梁小雯 

親子WhatsApp貼圖設計比賽(小一至小三) 優異獎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小學 方亮欣 羅小燕 

親子WhatsApp貼圖設計比賽(小一至小三) 優異獎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鄧芷瓏 冼尉欣 

親子WhatsApp貼圖設計比賽(小一至小三) 優異獎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黃一焉 岑翠芝 

親子WhatsApp貼圖設計比賽(小一至小三) 優異獎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王芷晴 陳美珠 

親子WhatsApp貼圖設計比賽(小一至小三) 優異獎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鄭丞哲 黃俊蒿 

親子WhatsApp貼圖設計比賽(小一至小三) 優異獎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林愷斐 梁珍 

親子WhatsApp貼圖設計比賽(小一至小三) 優異獎 僑港伍氏宗親會伍時暢紀念學校 鄺映潼 /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小四至小六) 冠軍 德望小學暨幼稚園(小學部) 趙彤 /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小四至小六) 亞軍 新界婦孺福利會梁省德學校 麥馨月 劉姵麟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小四至小六) 季軍 浸信會天虹小學 林卓勳 黃雅詩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小四至小六) 優異獎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翟懿晴 曾憲珊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小四至小六) 優異獎 保良局西區婦女福利會馮李佩瑤小學 彭凱妍 蘇頴儀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小四至小六) 優異獎 馬鞍山聖若瑟小學 曾俊燃 方頴嵐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小四至小六) 優異獎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張倬瑜 冼尉欣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小四至小六) 優異獎 聖保羅書院小學 袁熙城 黃曉彤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小四至小六) 優異獎 長洲聖心學校 陳嘉瑩 林子良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小四至小六) 優異獎 荃灣商會學校 陳豫洋 梁詩雅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小四至小六) 優異獎 世界龍岡學校劉德容紀念小學 余日顥 陳靖雯 

WhatsApp 貼圖設計比賽(中一至中六) 冠軍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梁松林 吳綺萍 

WhatsApp 貼圖設計比賽(中一至中六) 亞軍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王竑迪 吳綺萍 

WhatsApp 貼圖設計比賽(中一至中六) 季軍 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 李嘉泓 陳碧珊 

WhatsApp 貼圖設計比賽(中一至中六) 優異獎 將軍澳官立中學 韓悅童 黃靜怡 

WhatsApp 貼圖設計比賽(中一至中六) 優異獎 循道中學 鍾洛妍 文曉華 

WhatsApp 貼圖設計比賽(中一至中六) 優異獎 聖公會諸聖中學 陳曉晴 李嬿勤 

WhatsApp 貼圖設計比賽(中一至中六) 優異獎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曾煦怡 鄧紹南 

WhatsApp 貼圖設計比賽(中一至中六) 優異獎 漢華中學 洪嘉怡 陳麗森 

WhatsApp 貼圖設計比賽(中一至中六) 優異獎 漢華中學 馮梓茵 陳麗森 

WhatsApp 貼圖設計比賽(中一至中六) 優異獎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 岑嘉瑤 周妙莉 

WhatsApp 貼圖設計比賽(中一至中六) 優異獎 東華三院黃鳳翎中學 吳嘉軒 鄺崇德 

中文徵文比賽(中一至中三) 冠軍 聖公會諸聖中學 李樂 黃婉齡 

中文徵文比賽(中一至中三) 亞軍 上水官立中學 李嘉善 / 

中文徵文比賽(中一至中三) 季軍 荃灣官立中學 李宛霖 吳家穎 

中文徵文比賽(中一至中三) 優異獎 余振強紀念中學 謝馨慧 王名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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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獎項 學校名稱 學生 指導老師 

中文徵文比賽(中一至中三) 優異獎 荃灣官立中學 尹日臨 吳家穎 

中文徵文比賽(中一至中三) 優異獎 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學 司徒嘉儀 張錦寧 

中文徵文比賽(中一至中三) 優異獎 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梁嘉鈺 張啓彥 

中文徵文比賽(中一至中三) 優異獎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翁鵬程 黃燕萍 

中文徵文比賽(中一至中三) 優異獎 可風中學(嗇色園主辦) 翟緯鍶 練嘉茹 

中文徵文比賽(中一至中三) 優異獎 聖保羅男女中學 麥穎桐 洪秋燕 

中文徵文比賽(中一至中三) 優異獎 順德聯誼總會胡兆熾中學 柯翔諾 潘美美 

中文徵文比賽(中四至中六) 冠軍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馬錦燦紀念英文中學 麥心悅 鄒慧英 

中文徵文比賽(中四至中六) 亞軍 聖公會諸聖中學 庄丹彤 黃婉齡 

中文徵文比賽(中四至中六) 季軍 保良局姚連生中學 賴婉瀅 郭俊文 

中文徵文比賽(中四至中六) 優異獎 荃灣官立中學 麥詩蕾 吳家穎 

中文徵文比賽(中四至中六) 優異獎 佛教覺光法師中學 羅家恩 馬舜筠 

中文徵文比賽(中四至中六) 優異獎 漢華中學(小學部) 蔡靜漩 許文浩 

中文徵文比賽(中四至中六) 優異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陳琛蕾 鄧麗榕 

中文徵文比賽(中四至中六) 優異獎 將軍澳官立中學 孫瑩熲 張文慧 

中文徵文比賽(中四至中六) 優異獎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 練曉露 羅惠珍 

中文徵文比賽(中四至中六) 優異獎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中學 呂穎超 梁超嫻 

中文徵文比賽(中四至中六) 優異獎 玫瑰崗中學 黃卓杰 馬恩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