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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屆健康人生繪畫比賽 

 
第十一屆健康人生繪畫比賽已圓滿結束，本年度獲 11 間元朗區小學及 20 間全港中學參與，收到超

過二百多份參賽作品。感謝各學校鼓勵學生參與！ 

所有得獎作品將於元朗劇院展覽，為期四天：25-28/6/2021 

 

本校將安排得獎者於元朗劇院大堂展覽廳領獎，並特設攝影區供同學拍照留念： 
日期：25/6/2021 

小學組領獎與拍照時段：3pm - 3:45pm 

中學組領獎與拍照時段：3:45pm - 4:30pm 

 

請得獎者填寫 google form，以便統計出席人數及安排領獎事宜 
*如未預先登記，將不能即場於展覽場地領取獎項。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https://forms.gle/D6Xx4iF2XaL14EHn9 

 

如得獎者未能出席以上時段領取獎項，可致電 24458899 與助理行政主任陳沛恩小姐聯絡。 

 

*所有作品可於七月初至八月底預約取回。 

 

再一次感謝大家參與！ 

 

第十一屆健康人生繪畫比賽：全港中學及元朗區小學 評審精華片段 

https://youtu.be/qWojfEZeQx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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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屆元朗區小學健康人生繪畫比賽 

得獎名單 
 

領奬日期 ﹕25/6/2021 (星期五) 

領獎時間 ﹕下午 3:-00-3:45 

領獎地點 ﹕元朗劇院_「健康人生繪畫比賽暨 視藝青苗展」 
 

小學初級組 (金、銀、銅各 1 項、優異 10 項) 
 

獎項 組別 學生姓名 班級 學校名稱 

金獎 初小 張懿淳 小三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銀獎 初小 佘爵年 小一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銅獎 初小 司徒詠曦 小三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優異獎 初小 古靖暘 小三 聖公會靈愛小學 

優異獎 初小 戴悅珈 小三 聖公會靈愛小學 

優異獎 初小 湯信熙 小三 聖公會靈愛小學 

優異獎 初小 梁芷瑜 小一 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 

優異獎 初小 黃彥心 小三 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 

優異獎 初小 黃鍩翹 小一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優異獎 初小 林芷溱 小二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優異獎 初小 枼振揚 小二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優異獎 初小 關子衿 小三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優異獎 初小 黃律敦 小一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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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屆元朗區小學健康人生繪畫比賽 

得獎名單 
 

領奬日期 ﹕25/6/2021 (星期五) 

領獎時間 ﹕下午 3:-00-3:45 

領獎地點 ﹕元朗劇院_「健康人生繪畫比賽暨 視藝青苗展」 
   

 

小學高級組 (金、銀、銅各 1 項、優異 10 項) 

 

 

 
 
 
 

 
 

獎項 組別 學生姓名 班級 學校名稱 

金獎 高小 張沁翹  小四 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 

銀獎 高小 梁雅舒 小四 元朗朗屏邨惠州學校 

銅獎 高小 陳建威 小四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優異獎 高小 阮仲翹 小四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優異獎 高小 黃文菲 小六 聖公會靈愛小學 

優異獎 高小 謝潤霖 小六 聖公會靈愛小學 

優異獎 高小 張子欣 小五 

 
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 

優異獎 高小 丁泳澄 小五 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 

優異獎 高小 林祉彤 小五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優異獎 高小 姜廷 小四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優異獎 高小 吳穎林 小四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優異獎 高小 陳嘉悠 小五 東華三院姚達之紀念小學（元朗） 

優異獎 高小 王珈琪 小五 東華三院姚達之紀念小學（元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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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屆全港中學健康人生繪畫比賽 

得獎名單 
 

領奬日期 ﹕25/6/2021 (星期五) 

領獎時間 ﹕下午 3:-45-4:30 

領獎地點 ﹕元朗劇院_「健康人生繪畫比賽暨 視藝青苗展」 
 

中學初級組 (金、銀、銅各 1 項、優異 10 項) 
 

獎項 組別 學生姓名 班級 學校名稱 

金獎 初中 劉昌曄 中一 保良局顏寶玲書院 

銀獎 初中 吳芊慧 中三 聖士提反書院 

銅獎 初中 吳思沂 中二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優異獎 初中 王焯衡 中一 元朗公立中學 

優異獎 初中 楊溢 中三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 

優異獎 初中 謝明珠 中三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 

優異獎 初中 PATEL SHWET HARESHBHAI 中一 保良局顏寶玲書院 

優異獎 初中 KEDIA SMRITI 中二 保良局顏寶玲書院 

優異獎 初中 廖雯芊 中三 迦密聖道中學 

優異獎 初中 張穎嵐 中二 聖士提反書院 

優異獎 初中 黃希燑 中二 靈風中學 

優異獎 初中 劉美婷 中三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優異獎 初中 葉靜妍 中三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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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屆全港中學健康人生繪畫比賽 

得獎名單 

 
領奬日期 ﹕25/6/2021 (星期五) 

領獎時間 ﹕下午 3:-45-4:30 

領獎地點 ﹕元朗劇院_「健康人生繪畫比賽暨 視藝青苗展」 

 

中學高級組 (金、銀、銅各 1 項、優異 10 項、入圍 10 項) 

 

獎項 組別 學生姓名 班級 學校名稱 

金獎 高中 THAPA MAGAR KRISTINA 中五 保良局顏寶玲書院 

銀獎 高中 陳芷詠 中四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銅獎 高中 馮芷彥 中六 賽馬會毅智書院 

優異獎 高中 王宇昕 中四 漢華中學 

優異獎 高中 許蔚琳 中四 漢華中學 

優異獎 高中 施嘉鈴 中四 漢華中學 

優異獎 高中 阮梓蕎 中六 漢華中學 

優異獎 高中 陳樂瑜 中四 保良局顏寶玲書院 

優異獎 高中 陳嘉蕙 中五 中華基督教會何褔堂書院 

優異獎 高中 周千惠 中四 迦密聖道中學 

優異獎 高中 袁鈺欣 中六 賽馬會毅智書院 

優異獎 高中 徐佳宜 中四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優異獎 高中 胡鉻澄 中四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入圍獎 高中 戴芷穎 中五 廖寶珊紀念書院 

入圍獎 高中 孫漙禧 中五 廖寶珊紀念書院 

入圍獎 高中 蔡恩咏 中四 博愛醫院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 

入圍獎 高中 洪逸童 中五 漢華中學 

入圍獎 高中 劉凱婷 中五 鳳溪第一中學 

入圍獎 高中 何葆盈 中五 中華基督教會何褔堂書院 

入圍獎 高中 王飛壕 中五 中華基督教會何褔堂書院 

入圍獎 高中 何祉蕊 中四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入圍獎 高中 朱致諾 中四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入圍獎 高中 周毅恒 中四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