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老師致敬 2022 - 中小學、幼稚園及特殊學校學生比賽 

得獎名單 

 

親子填色創作比賽(幼稚園) 
 

獎項 學校名稱 學生 指導老師 

冠軍 救世軍水泉澳幼稚園 曾湍芯 / 

亞軍 德望小學暨幼稚園 呂鎧綸 呂子良 

季軍 康傑中英文幼稚園(青衣南) 羅普浠 楊嘉兒 

優異獎 萊恩幼稚園(元朗) 符昀昊 / 

優異獎 仁濟醫院方江輝幼稚園 張棋量 / 

優異獎 圓玄幼稚園(天逸邨) 梁佩晴 / 

優異獎 學之園幼稚園 朱珼僑 / 

優異獎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幼稚園(穗禾苑) 梁溢準 / 

優異獎 大埔禮賢會幼稚園 (分校) 麥家橋 / 

優異獎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幼稚園 麥芷菱 / 

優異獎 學之園幼稚園(凱帆薈) 黃心悠 / 

 

填色創作比賽(特殊學校) 

 

獎項 學校名稱 學生 指導老師 

冠軍 東灣莫羅瑞華學校 郭曦遠 譚曉妮 

亞軍 沙田公立學校 楊展匡 余慧昕 

季軍 匡智張玉瓊晨輝學校 梁陳烽 高美儀 

優異獎 匡智元朗晨樂學校 李彤 詹芷欣 

優異獎 匡智獅子會晨崗學校 Mclloyd Lorenzo 高小欣 

優異獎 匡智翠林晨崗學校 文詩詠 林詠娸 

優異獎 匡智屯門晨曦學校 梁淑欣 / 

優異獎 才俊學校 陳虹光 張樂雯 

優異獎 匡智紹邦晨輝學校 Austria Kyle Zian 王浩思 

優異獎 匡智元朗晨曦學校 林道承 蔡佳怡 

優異獎 東灣莫羅瑞華學校 陳奕誠 譚曉妮 

 

  



 
 

向老師致敬 2022 - 中小學、幼稚園及特殊學校學生比賽 

得獎名單 

 

繪畫比賽(特殊學校) 

 

獎項 學校名稱 學生 指導老師 

冠軍 中華基督教會基順學校 黎芷珅 鄭婷婷 

亞軍 匡智張玉瓊晨輝學校 甘珈銘 鄭美鳳 

季軍 明愛樂群學校 黃弘瀚 陳美芝 

優異獎 匡智元朗晨樂學校 梁莉宜 麥慧瑩 

優異獎 匡智元朗晨樂學校 林玟佩 麥慧瑩 

優異獎 沙田公立學校 侯永楅 李嘉嘉 

優異獎 才俊學校 李愷正 張樂雯 

優異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順學校 謝宇明 伍國平 

優異獎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普光學校 呂俊熙 余樂然 

優異獎 東灣莫羅瑞華學校 馬文諾 譚曉妮 

優異獎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學校 鄭凱文 秦嘉殷 

 

親子Whatsapp貼圖設計比賽(小一至小三) 

 

獎項 學校名稱 學生 指導老師 

冠軍 慈幼學校 馬洂琛 陳麗卿 

亞軍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葉仲熹 / 

季軍 聖公會基樂小學 楊日朗 葉秋梅 

優異獎 東華三院周演森小學 韓昊霖 / 

優異獎 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 梁翊辰 梁嘉慧 

優異獎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彭熙瑜 吳思晴 

優異獎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鄭巧兒 / 

優異獎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馮梓軒 周君瑜 

優異獎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周芍菲 / 

優異獎 保良局世德小學 廖世宇 吳文雅 

優異獎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許洛桐 李泳蒨 

 

  



 
 

向老師致敬 2022 - 中小學、幼稚園及特殊學校學生比賽 

得獎名單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小四至小六) 

 

獎項 學校名稱 學生 指導老師 

冠軍 保良局梁周順琴小學 陸羨娗 鄧珮珊 

亞軍 天水圍天主教小學 周汶晞 孔震宇 

季軍 香港扶幼會盛德中心學校 呂智龍 趙小曼、黎淑棋 

優異獎 聖保羅書院小學 吳逸曦 / 

優異獎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田在林 陸艷琴 

優異獎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翟懿晴 曾憲珊 

優異獎 路德會梁鉅鏐小學 林曉濼 王慧雅 

優異獎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袁爾臻 何詠雪 

優異獎 鴨脷洲街坊學校 郭明蕙 張敏桂 

優異獎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陳泳希 關慧嫻 

優異獎 嘉諾撒聖瑪利學校 梁衞鎂 Ms F. Fung 

 

WhatsApp貼圖設計比賽(中一至中六) 

 

獎項 學校名稱 學生 指導老師 

冠軍 浸信會永隆中學 呂婉婧 郭曉騫 

亞軍 浸信會永隆中學 鄧穎欣 劉慧琼 

季軍 順德聯誼總會胡兆熾中學 廖思慧 程嘉敏 

優異獎 嘉諾撒培德書院 吳伽兒 許穎彤 

優異獎 嘉諾撒培德書院 莫翠盈 林敏宜 

優異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史悅然 胡慧玲 

優異獎 將軍澳官立中學 余雅斯 黃靜怡 

優異獎 天主教普照中學 黃美玲 吳楚源 

優異獎 粉嶺救恩書院 黃倩敏 葉漢忠 

優異獎 樂善堂顧超文中學 黃貝欣 洪濱瑾 

優異獎 聖公會聖馬利亞堂莫慶堯中學 許冬悠 關曉彤 

 

  



 
 

向老師致敬 2022 - 中小學、幼稚園及特殊學校學生比賽 

得獎名單 

 

書籤設計比賽（中一至中三） 

 

獎項 學校名稱 學生 指導老師 

冠軍 保良局羅傑承(一九八三)中學 鄭洛蘊 賴團利、陳曉祺 

亞軍 聖嘉勒女書院 黃渃鈞 陳軒蒨、陳可為 

季軍 浸信會永隆中學 黃子楓 郭曉騫 

優異獎 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學 陳保錡 李淑貞 

優異獎 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 鄧潔心 蕭釆倖 

優異獎 皇仁書院 施奕毅 黎卓傑 

優異獎 香島中學 石晴怡 羅樂婷 

優異獎 葵涌循道中學 徐舒堯 梁子謙 

優異獎 新會商會中學 周锘瑤 倪紅雁 

優異獎 新會商會中學 呂芊霖 倪紅雁 

優異獎 浸信會永隆中學 張韻芊 郭曉騫 

 

書籤設計比賽（中四至中六） 

 

獎項 學校名稱 學生 指導老師 

冠軍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楊芷妍 林堃娜 

亞軍 粉嶺禮賢會中學 朱茵妮 陳凱納 

季軍 浸信會永隆中學 呂婉婧 郭曉騫 

優異獎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楊心言 申玉超 

優異獎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 黃諾琦 梁孝儀 

優異獎 救恩書院 余昕桐 方卓賢 

優異獎 萬鈞匯知中學 羅軒睿 李錦坪 

優異獎 萬鈞匯知中學 陳珈希 李錦坪 

優異獎 聖公會諸聖中學 吳彩儀 李嬿勤 

優異獎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張子諾 鄺啟德 

優異獎 中華傳道會李賢堯紀念中學 陳葆媛 麥小彥 

 

  



 
 

向老師致敬 2022 - 中小學、幼稚園及特殊學校學生比賽 

得獎名單 

 

中文徵文比賽(中一至中三) 

 

獎項 學校名稱 學生 指導老師 

冠軍 佛教覺光法師中學 陳卓豪 郭雪雯 

亞軍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鄧詠之 黃燕萍 

季軍 靈糧堂劉梅軒中學 趙鎂清 張安琪 

優異獎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謝菲妍 伍尚俊 

優異獎 聖保羅男女中學 林玳羽 洪秋燕 

優異獎 將軍澳官立中學 吳子依 潘寶華 

優異獎 粉嶺救恩書院 楊昕玥 王詠嫻 

優異獎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胡胺棋 黃嘉兒 

優異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李泓海 陳焌鏗 

優異獎 王肇枝中學 李思嘉 鍾凱琹 

優異獎 基督教崇真中學 劉天雅 陳鴻珊 

 

中文徵文比賽(中四至中六) 

 

獎項 學校名稱 學生 指導老師 

冠軍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鄭伊婷 吳巧嬋 

亞軍 九龍真光中學 譚曉欣 黎婉青 

季軍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馬錦燦紀念英文中學 黃梓琪 鍾秀雲 

優異獎 可道中學(嗇色園主辦) 陳嘉渝 邱比德 

優異獎 可道中學(嗇色園主辦) 鄭嘉詠 余勇威 

優異獎 香港培道中學 林鎧榆 林少英 

優異獎 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 鄭穎思 張淑萍 

優異獎 文理書院(香港) 張弘毅 廖詠雯 

優異獎 曾璧山(崇蘭)中學 林允臻 紀晴 

優異獎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蘇婧娜 蕭志浩 

優異獎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書院 賴熙之 潘懷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