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校落成「圓夢啟航」填色及設計比賽獲獎單(公開幼稚園組) 

獎項 學校名稱 獲獎者 

冠軍 鳳溪幼稚園 李栢鴻 

亞軍 東華三院徐展堂幼稚園 馬梓詠 

季軍 安基司幼稚園暨國際幼兒園(粉嶺) 黃梓皓 

優異獎 仁濟醫院永隆幼稚園 余晞萌 

優異獎 保良局莊啟程夫人幼稚園 梁嘉樂 

優異獎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祥華幼稚園 鍾佳宏 

優異獎 基督徒信望愛堂華明幼稚園 連希哲 

優異獎 保良局莊啟程夫人幼稚園 賴芊希 

 

  



新校落成「圓夢啟航」填色及設計比賽獲獎單(公開初小組) 

獎項 學校名稱 獲獎者 

冠軍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黃子曦 

亞軍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戚婥媛 

季軍 救世軍石湖學校 何焌廉 

優異獎 育賢學校 袁駿熙 

優異獎 育賢學校 蘇凱晴 

優異獎 救世軍石湖學校 饒禮盈 

優異獎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勞蕊兒 

優異獎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李雅浠 

 

  



新校落成「圓夢啟航」填色及設計比賽獲獎單(公開高小組) 

獎項 學校名稱 獲獎者 

冠軍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鄭美珠 

亞軍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張依琦 

季軍 石湖墟公立學校 張月 

優異獎 育賢學校 劉翠鈴 

優異獎 育賢學校 陳瀅瀅 

優異獎 育賢學校 黃嘉美 

優異獎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韋彭澎 

優異獎 金錢村何東學校 周寜軒 

 

  



新校落成「圓夢啟航」填色及設計比賽 

校內一年級 

獎項 班別 獲獎者 

冠軍 1G 劉珀均 

亞軍 1E 鍾霈葳 

季軍 1A 韓玟瑄 

優異獎 1B 楊子奡 

優異獎 1C 李東昊 

優異獎 1G 林文西 

 

校內二年級 

獎項 班別 獲獎者 

冠軍 2B 司徒誠諾 

亞軍 2D 施陳莘平 

季軍 2C 林孜弢 

優異獎 2B 張峻瑜 

優異獎 2B 李峻希 

優異獎 2E 劉佳東 

 

  



新校落成「圓夢啟航」填色及設計比賽 

校內三年級 

獎項 班別 獲獎者 

冠軍 3F 莊博喬 

亞軍 3D 蕭伊婷 

季軍 3B 周愛淋 

優異獎 3A 張樂瞳 

優異獎 3D 伍芷晴 

優異獎 3E 潘翊舜 

 

校內四年級 

獎項 班別 獲獎者 

冠軍 4D 蔡子銳 

亞軍 4B 劉霏廷 

季軍 4D 黃琬詩 

優異獎 4A 梁迦嵐 

優異獎 4A 袁宇 

優異獎 4A 劉恩希 

 

  



新校落成「圓夢啟航」填色及設計比賽 

校內五年級 

獎項 班別 獲獎者 

冠軍 5D 楊卓廷 

亞軍 5B 黃栢軒 

季軍 5E 王焯嘉 

優異獎 5A 文菀琳 

優異獎 5D 李祉瑤 

優異獎 5D 王苑廷 

 

 

校內六年級 

獎項 班別 獲獎者 

冠軍 6A 張佳怡 

亞軍 6C 劉芷欣 

季軍 6B 黃雅靖 

優異獎 6B 羅尹廷 

優異獎 6B 吳俞鋒 

優異獎 6C 陳泳雅 

 

  



遷校抒懷攝影比賽 

 

獎項 班別   獲獎者 

冠軍 3C 黃穎桐 

亞軍 5B 黃栢軒 

季軍 5A 江偉業 

優異獎 2A 歐沛瀅 

優異獎 2A 莊子坤 

優異獎 2B 李峻希 

優異獎 2C 林孜弢 

優異獎 2D 歐沛琛 

優異獎 2D 施陳莘平 

優異獎 2D 文梓琪 

優異獎 4A 袁宇 

優異獎 5A 袁偉 

優異獎 5B 錢德堃 

 



新校新景象攝影比賽 

 

獎項 班別   獲獎者 

優異 1G 梁竣銘 

優異 1F 易俊朗 

優異 1D 李梓健 

季軍 1I 鄭樂意 

亞軍 1E 胡奕菲 

冠軍 1I 吳芊緹 

 

 

  



「新校落成」親子標語創作比賽 

 

獎項 班別   獲獎者 

優異獎 1G 戴嘉駿 

優異獎 1H 梁天行 

優異獎 2A 黃喬雯 

優異獎 2D 鄧子煥 

優異獎 3D 廖海澄 

優異獎 3D 盧  果 

 

 

 

  



「告別舊校舍」徵文比賽 

 

獎項 班別   獲獎者 

優異獎 2C 曹婧怡 

優異獎 3D 蕭伊婷 

優異獎 4A 袁璧君 

優異獎 5A 黃柏銓 

優異獎 6D 黃啟明 

優異獎 6E 黃明悅 

優異獎 (16-17 6C畢業生) 鄧語嘉 

優異獎 (16-17 6D畢業生) 何佩莉 

 

  



Farewell to our old school premises’ writing competition 

 

 

Prize Class  Name 

Merit 2A LU JING XI, Heison 

Merit 3D LI HEI YI, Jenny 

Merit 4A OU SHING HO, Tim 

Merit 5D WANG YU TUNG, Michelle 

Merit 6A HUANG SIU KING, Tracy 

Merit 6D LIN CHI WA, Jackey 

Merit 16-17 6B graduate LI WING YEE, Uswah 

Merit 16-17 6D graduate LAI MAN KIT, Kenne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