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老師致敬2019 - 中小學、幼稚園及特殊學校學生比賽
得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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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寶幼稚園(屯門分校) 何善恆 /

親子填色創作比賽(幼稚園) 亞軍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幼稚園 廖詩語 區雪凝

親子填色創作比賽(幼稚園) 季軍 萊恩幼稚園(元朗) 司徒晉一 蘇綺華

親子填色創作比賽(幼稚園) 優異獎 青松湖景幼稚園 梁鈞焯 /

親子填色創作比賽(幼稚園) 優異獎 德望小學暨幼稚園 呂鎧玥 呂子良

親子填色創作比賽(幼稚園) 優異獎 民生書院幼稚園 楊牧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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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靜茵

親子填色創作比賽(幼稚園) 優異獎 崇真會美善幼稚園 林慧童 王佩儀

親子填色創作比賽(幼稚園) 優異獎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幼稚園 陳啟剛 /

填色創作比賽(特殊學校) 冠軍 保良局羅氏信託學校 鄭卓盈 龍綺華

填色創作比賽(特殊學校) 亞軍 匡智元朗晨樂學校 馬浩彬 鄒淑琴

填色創作比賽(特殊學校) 季軍 保良局羅氏信託學校 馮仁 梁慧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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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世軍石湖學校 鄧匡証 蕭朗茵

填色創作比賽(特殊學校) 優異獎 匡智翠林晨崗學校 郭思洛 林詠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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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芷盈 施華初

填色創作比賽(特殊學校) 優異獎 天保民學校 勞港棋 陳佩英

填色創作比賽(特殊學校) 優異獎 將軍澳培智學校 司徒譽培 李輝

繪畫比賽(特殊學校) 冠軍 保良局羅氏信託學校 羅啟浚 區鳳珊

繪畫比賽(特殊學校) 亞軍 東華三院徐展堂學校 周家謙 關翠姿

繪畫比賽(特殊學校) 季軍 香港西區扶輪社匡智晨輝學校 蘇泳怡 蘇慧婷

繪畫比賽(特殊學校) 優異獎 東華三院徐展堂學校 李卓軒 關翠姿

繪畫比賽(特殊學校) 優異獎 保良局羅氏信託學校
MOHAMMAD, Ummer

Sajad
李素貞

繪畫比賽(特殊學校) 優異獎 三水同鄉會劉本章學校 屈菓蕙 葉諾欣

繪畫比賽(特殊學校) 優異獎 三水同鄉會劉本章學校 潘慧婷 葉諾欣

繪畫比賽(特殊學校) 優異獎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學校 楊沃樺 何汶詩

繪畫比賽(特殊學校) 優異獎 沙田公立學校 劉俊鋒 李嘉嘉

親子25周年標誌設計比賽(小一至小三) 冠軍 海怡寶血小學 陳祉祐 麥嘉雯

親子25周年標誌設計比賽(小一至小三) 亞軍 僑港伍氏宗親會伍時暢紀念學校 陳希彤 許志傑

親子25周年標誌設計比賽(小一至小三) 季軍 海怡寶血小學 伍婥瑤 麥嘉雯

親子25周年標誌設計比賽(小一至小三) 優異獎 僑港伍氏宗親會伍時暢紀念學校 葉誠 許志傑

親子25周年標誌設計比賽(小一至小三) 優異獎 寶血會思源學校 陳康妮 /

親子25周年標誌設計比賽(小一至小三) 優異獎 景林天主教小學 馮梓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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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25周年標誌設計比賽(小一至小三) 優異獎 聖公會聖十架小學 葉銳姿 陳惠賢

親子25周年標誌設計比賽(小一至小三) 優異獎 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小學 陳柏睿 劉彩霞

親子25周年標誌設計比賽(小一至小三) 優異獎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李旨祈 李泳蒨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小四至小六) 冠軍 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小學 陳天穎 劉彩霞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小四至小六) 亞軍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黃子瑜 萬彩如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小四至小六) 季軍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彭駿軒 呂思雅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小四至小六) 優異獎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張愷琦 譚妙玲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小四至小六) 優異獎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盧曉彤 黃曉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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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凱崙 葛瑞英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小四至小六) 優異獎 福德學校 邱榆林 /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小四至小六) 優異獎 德望小學暨幼稚園 趙彤 /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小四至小六) 優異獎 港澳信義會小學 梁心悦 鄭麗清

25周年中文標語創作比賽(中一至中三) 冠軍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盧一容 陳永芳

25周年中文標語創作比賽(中一至中三) 亞軍 可立中學(嗇色園主辦) 黃苡琳 黃思敏

25周年中文標語創作比賽(中一至中三) 季軍 可立中學(嗇色園主辦) 嚴紫盈 黃思敏

25周年中文標語創作比賽(中一至中三) 優異獎 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 唐詩雅 黃雅怡

25周年中文標語創作比賽(中一至中三) 優異獎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鍾訢浩 鍾鳳賢

25周年中文標語創作比賽(中一至中三) 優異獎 保良局羅傑承(一九八三)中學 李臻 張綺旋

25周年中文標語創作比賽(中一至中三) 優異獎 香港華仁書院 陳柏咏 林耀財

25周年中文標語創作比賽(中一至中三) 優異獎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石宛澄 何麗兒

25周年中文標語創作比賽(中一至中三) 優異獎 聖士提反堂中學 馬學南 蘇愛萍

中文徵文比賽(中一至中三) 冠軍 張沛松紀念中學 施鴻彬 蘇麗麗

中文徵文比賽(中一至中三) 亞軍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林美妍 梁詠雯

中文徵文比賽(中一至中三) 季軍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趙子瑋 陳傳德

中文徵文比賽(中一至中三) 優異獎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鄭曉盈 陳傳德

中文徵文比賽(中一至中三) 優異獎 藍田聖保祿中學 吳靄凝 唐曉彤

中文徵文比賽(中一至中三) 優異獎 德雅中學 馬穎琳 劉雪瑩

中文徵文比賽(中一至中三) 優異獎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 梁恩童 方明欣

中文徵文比賽(中一至中三) 優異獎 聖士提反堂中學 趙桂敏 蘇愛萍

中文徵文比賽(中一至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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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軍 北角協同中學 呂文祝 方嘉儀

中文徵文比賽(中四至中六) 亞軍 博愛醫院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 成汶諺 黃偉諾

中文徵文比賽(中四至中六) 季軍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李倩彤 張佩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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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徵文比賽(中四至中六) 優異獎 真光女書院 吳冬妮 楊育萍

中文徵文比賽(中四至中六) 優異獎 屯門官立中學 龍俊銓 黃楚斯

中文徵文比賽(中四至中六) 優異獎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鮑浠琳 孫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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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峻豪 梁超嫻

中文徵文比賽(中四至中六) 優異獎 粉嶺官立中學 李靖文 吳樂庭

中文徵文比賽(中四至中六) 優異獎 可立中學(嗇色園主辦) 黃芯 陳榮開

微電影創作比賽(中一至中六) 冠軍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吳學軒 / 何雪琳 / 趙松昕

/ 周君灝 / 鄧臻朗 / 余芷

琦 / 梁可澄 / 周卓琳

陳月嫻

微電影創作比賽(中一至中六) 亞軍 佛教志蓮中學

蔡泓悦 / 朱智仁 / 鄧宇謙

/ 秦子傑 / 李敬鈞 / 張筆

山 / 陳珈詠 / 盧建文

何啟源

微電影創作比賽(中一至中六) 季軍 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林梓鋒 / 凌梓樑 / 余葆 /

馬曉珍 / 鍾柏樂
黃麗萍

微電影創作比賽(中一至中六) 優異獎 曾璧山中學
陳芷呈 / 張皓 / 黎志峰 /

紀詩橋
鄒劍豪

微電影創作比賽(中一至中六) 優異獎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李佳雄 / 王良興 / 周俊豪

/ 黎錦澤 / 林建坤
黃浩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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