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老師致敬 2021- 中小學、幼稚園受特殊學校學生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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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小天使(錦豐)幼稚園 周暟淳 / 

親子填色創作比賽(幼稚園) 亞軍 嘉諾撒聖心幼稚園 李卓思 / 

親子填色創作比賽(幼稚園) 季軍 明慧國際幼稚園(北角分校) 蔡幸潼 顏雅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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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浩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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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望小學暨幼稚園 (幼稚園部) 呂鎧綸 呂子良 

親子填色創作比賽(幼稚園) 優異獎 
東華三院田灣(一九九六至一九

九七總理)幼稚園 
林希陽 孫韻姬 

親子填色創作比賽(幼稚園) 優異獎 仁濟醫院方江輝幼稚園 張棋量 余佩生 

親子填色創作比賽(幼稚園) 優異獎 學之園幼稚園(海翩康城) 林玥甯 / 

親子填色創作比賽(幼稚園) 優異獎 約克蒙特梭利國際幼稚園(元朗) 馮靖嵐 郭嘉穎 

親子填色創作比賽(幼稚園) 優異獎 萊恩幼稚園(元朗) 周芷桐 / 

填色創作比賽(特殊學校) 冠軍 東灣莫羅瑞華學校 張栢禧 余潤霞 

填色創作比賽(特殊學校) 亞軍 匡智獅子會晨崗學校 
Mclloyd 

Lorenzo 高小欣 

填色創作比賽(特殊學校) 季軍 東灣莫羅瑞華學校 張煜寯 余潤霞 

填色創作比賽(特殊學校) 優異獎 香港心理衞生會臻和學校 李敏芝 劉潤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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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京倫 張偉圖 

填色創作比賽(特殊學校) 優異獎 香港西區扶輪社匡智晨輝學校 黃韻同 陳嘉寶 

填色創作比賽(特殊學校) 優異獎 匡智元朗晨樂學校 林玟佩 麥慧瑩 

填色創作比賽(特殊學校) 優異獎 匡智張玉瓊晨輝學校 梁陳烽 高美儀 

填色創作比賽(特殊學校) 優異獎 匡智張玉瓊晨輝學校 張瑄芹 陳靖娸 

填色創作比賽(特殊學校) 優異獎 賽馬會善樂學校 唐翊森 
Karen 

Carmody 

填色創作比賽(特殊學校) 優異獎 才俊學校 陳虹光 鄺妙蓮 

繪畫比賽(特殊學校) 冠軍 匡智張玉瓊晨輝學校 甘珈銘 鄭美鳳 

繪畫比賽(特殊學校) 亞軍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普光學校 黃皓朗 / 

繪畫比賽(特殊學校) 季軍 匡智元朗晨樂學校 嚴綺汶 鄒淑琴 

繪畫比賽(特殊學校) 優異獎 香港耀能協會賽馬會田綺玲學校 蘇加軒 梁成熙 

繪畫比賽(特殊學校) 優異獎 東華三院群芳啓智學校 蕭嘉兒 何汶詩 

繪畫比賽(特殊學校) 優異獎 香港紅十字會醫院學校 區芷蔚 吳文英 

繪畫比賽(特殊學校) 優異獎 匡智元朗晨樂學校 
Nikita 

Rai 鄒淑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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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比賽(特殊學校) 優異獎 東灣莫羅瑞華學校 孔慶林 譚曉妮 

繪畫比賽(特殊學校) 優異獎 沙田公立學校 馮學鈞 李嘉嘉 

繪畫比賽(特殊學校) 優異獎 天保民學校 連宗翰 周家俊 

繪畫比賽(特殊學校) 優異獎 才俊學校 陳虹光 鄺妙蓮 

親子Whatsapp貼圖設計比賽(小一至小三) 冠軍 保良局世德小學 陳祉靜 吳文雅 

親子Whatsapp貼圖設計比賽(小一至小三) 亞軍 保良局莊啓程第二小學 劉心言 盧家玲 

親子Whatsapp貼圖設計比賽(小一至小三) 季軍 
保良局西區婦女福利會馮李佩瑤

小學 鄭博文 鍾楚玲 

親子Whatsapp貼圖設計比賽(小一至小三) 優異獎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袁昹晞 高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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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芻 許志傑 

親子Whatsapp貼圖設計比賽(小一至小三) 優異獎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 陳弈熹 周淬芝 

親子Whatsapp貼圖設計比賽(小一至小三) 優異獎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張正諾 陳征晶 

親子Whatsapp貼圖設計比賽(小一至小三) 優異獎 聖公會主愛小學 周卓軒 錢可亭 

親子Whatsapp貼圖設計比賽(小一至小三) 優異獎 民生書院小學 麥善娸 潘儷文 

親子Whatsapp貼圖設計比賽(小一至小三) 優異獎 民生書院小學 楊牧桐 潘儷文 

親子Whatsapp貼圖設計比賽(小一至小三) 優異獎 路德會呂祥光小學 吳旻澔 羅卓文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小四至小六)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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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軍 聖公會主愛小學 洪依琳 錢可亭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小四至小六) 季軍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雷皓朗 /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小四至小六) 優異獎 嘉諾撒聖瑪利學校(小學部) 王芯悠 
Ms Ruby 

Law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小四至小六) 優異獎 聖嘉勒小學 羅芷晴 盛莎莎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小四至小六) 優異獎 佛教黃焯菴小學 白珈熒 林漪婷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小四至小六) 優異獎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小學部 葉信希 黃秀雯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小四至小六) 優異獎 保良局朱正賢小學 吳洛狄 黃銘珺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小四至小六) 優異獎 南元朗官立小學 源芷瑤 /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小四至小六) 優異獎 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 何芷綾 劉曉恩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小四至小六) 優異獎 樂善堂楊仲明學校 李沂芸 嚴士杰 

WhatsApp貼圖設計比賽(中一至中六) 冠軍 創知中學 陳善敏 蔣詩穎 

WhatsApp貼圖設計比賽(中一至中六) 亞軍 保良局朱敬文中學 謝卓晞 鄭會勝 

WhatsApp貼圖設計比賽(中一至中六) 季軍 德蘭中學 林君懿 黃翠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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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sApp貼圖設計比賽(中一至中六) 優異獎 香港鄧鏡波書院 談子聰 卓玥圻 

WhatsApp貼圖設計比賽(中一至中六) 優異獎 天主教普照中學 黃詩薏 吳楚源 



 
向老師致敬 2021- 中小學、幼稚園受特殊學校學生比賽 

得獎名單 

 

組別 獎項 學校名稱 學生 指導老師 

WhatsApp貼圖設計比賽(中一至中六) 優異獎 上水官立中學 陳倩瑶 曾麗詩 

WhatsApp貼圖設計比賽(中一至中六) 優異獎 德信中學 林日山 潘浩嘉 

WhatsApp貼圖設計比賽(中一至中六) 優異獎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劉沛靈 劉韻兒 

WhatsApp貼圖設計比賽(中一至中六) 優異獎 樂善堂顧超文中學 徐樂軍 洪濱瑾 

WhatsApp貼圖設計比賽(中一至中六) 優異獎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張梓峰 吳綺萍 

書籤設計比賽（中一至中三） 冠軍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黎羽芩 羅麗容 

書籤設計比賽（中一至中三） 亞軍 粉嶺官立中學 李希茹 陳穎雯 

書籤設計比賽（中一至中三） 季軍 東華三院李潤田紀念中學 趙善為 屈煥欣 

書籤設計比賽（中一至中三） 優異獎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 劉天禹 周妙莉 

書籤設計比賽（中一至中三） 優異獎 余振強紀念中學 梁怡林 洪智聰 

書籤設計比賽（中一至中三） 優異獎 嗇色園主辦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 陳枝林 香靜文 

書籤設計比賽（中一至中三） 優異獎 保良局胡忠中學 郭芷甄 劉靜儀 

書籤設計比賽（中一至中三） 優異獎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陳珍妮 劉韻兒 

書籤設計比賽（中一至中三） 優異獎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邵茵琳 林少英 

書籤設計比賽（中一至中三） 優異獎 東華三院李潤田紀念中學 梁彤禧 屈煥欣 

書籤設計比賽（中一至中三） 優異獎 漢華中學 姜貝悠 陳麗森 

書籤設計比賽（中四至中六） 冠軍 漢華中學 施嘉鈴 陳麗森 

書籤設計比賽（中四至中六） 亞軍 漢華中學 王宇昕 陳麗森 

書籤設計比賽（中四至中六） 季軍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楊佩雯 王雅婷 

書籤設計比賽（中四至中六） 優異獎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李詩琦 羅淑君 

書籤設計比賽（中四至中六） 優異獎 王肇枝中學 黎樂燊 鄭文茵 

書籤設計比賽（中四至中六） 優異獎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程霞 羅麗容 

書籤設計比賽（中四至中六） 優異獎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信義中學 許燕玲 黎韻琴 

書籤設計比賽（中四至中六） 優異獎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信義中學 吳蒨嬈 黎韻琴 

書籤設計比賽（中四至中六） 優異獎 保良局朱敬文中學 溫睿怡 鄭會勝 

書籤設計比賽（中四至中六） 優異獎 嘉諾撒聖家書院 胡嘉怡 陳晞怡 

書籤設計比賽（中四至中六） 優異獎 粉嶺禮賢會中學 鄭嘉文 陳凱納 

中文徵文比賽(中一至中三) 冠軍 崇真書院 張雅莉 吳浩南 

中文徵文比賽(中一至中三) 亞軍 玫瑰崗中學 楊道豐 施佩瑜 

中文徵文比賽(中一至中三) 季軍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李惠利中學 林純希 黃文貞 

中文徵文比賽(中一至中三) 優異獎 聖保羅男女中學 馬端行 洪秋燕 

中文徵文比賽(中一至中三) 優異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朗中學 盧穎彤 詹曉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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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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婧 梁超嫻 

中文徵文比賽(中一至中三) 優異獎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蔣佟琪 梁可詩 

中文徵文比賽(中一至中三) 優異獎 張沛松紀念中學 吳施亭 蘇麗麗 

中文徵文比賽(中一至中三) 優異獎 寧波公學 陳天賜 張文靜 

中文徵文比賽(中一至中三) 優異獎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陳明慧 盧美雪 

中文徵文比賽(中一至中三) 優異獎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迦南書院 伍卓懿 梁智茵 

中文徵文比賽(中四至中六) 冠軍 路德會協同中學 符家欣 朱淑華 

中文徵文比賽(中四至中六) 亞軍 中華基督教會基朗中學 梁曉彤 萬敏莉 

中文徵文比賽(中四至中六) 季軍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勞珈嬉 黃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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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諾撒培德書院 廖鈺玲 陳慧儀 

中文徵文比賽(中四至中六) 優異獎 九龍真光中學 王珞忻 梁靜雲 

中文徵文比賽(中四至中六) 優異獎 九龍真光中學 紀玉坤 梁靜雲 

中文徵文比賽(中四至中六) 優異獎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書院 韋雨潔 梁騫文 

中文徵文比賽(中四至中六) 優異獎 瑪利曼中學 湯鎧澄 譚蔡寶琪 

中文徵文比賽(中四至中六) 優異獎 鄧鏡波學校 梁卓行 張詩家 

中文徵文比賽(中四至中六) 優異獎 聖士提反堂中學 趙桂敏 廖仲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