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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元朗區小學健康人生繪畫比賽 

得獎名單 
 
頒獎日期﹕ 1/12/2017(星期五) 

頒獎時間﹕下午 3:30-4:30 

頒獎地點：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禮堂 

（新界元朗天水圍天瑞邨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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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小 

初小 

初小 

初小 

初小 

初小 

初小 

初小 

初小 

初小 

初小 

初小 

初小 

初小 

初小 

初小 

初小 

初小 

初小 

初小 

鄧恩橋 小三 南元朗官立小學 

銀獎 初小 

 

吳宜琛 小三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銅獎 初小 

 

梁熙妍 小一 佛教榮茵學校 

優異獎 初小 

 

鄭俊軒 

 

小二 聖公會靈愛小學 

 優異獎 初小 

 

張宇晨 

 

小三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優異獎 初小 

 

蔡煒橋 

蔡煒橋 

 

 

蔡煒橋 

 

 

蔡煒橋 

  

小三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優異獎 初小 

 

關裕潼 小三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優異獎 初小 

 

吳禧宗 小二 天水圍官立小學 

優異獎 初小 

 

劉鑒鋒 小一 天水圍官立小學 

優異獎 初小 

 

劉鑒陞 小三 天水圍官立小學 

優異獎 初小 

 

梁健聲 小一 佛教榮茵學校 

優異獎 初小 

 

葉庭均 小二 潮陽百欣小學 

優異獎 初小 

 

梁洛珈 小三 南元朗官立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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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元朗區小學健康人生繪畫比賽 

得獎名單 
頒獎日期﹕ 1/12/2017(星期五) 

頒獎時間﹕下午 3:30-4:30 

頒獎地點：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禮堂 

（新界元朗天水圍天瑞邨第一期） 

 

小學高級組 (金、銀、銅各 1 項、優異 10 項、入圍 24 項) 

獎項 組別 學生姓名 班級 學校名稱 

金獎 高小 陳梽淳 

 

小五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銀獎 高小 伍希婷 

伍希婷 
  

小五 佛教榮茵學校 

 銅獎 高小 邵朗天 

 

小六 南元朗官立小學 

 優異獎 高小 蔡紫瑩 

 

小六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優異獎 高小 何梓暘 

 

小五 鐘聲學校 

 優異獎 高小 蔡詠茹 

 

小五 佛教榮茵學校 

 優異獎 高小 毛曉彤 

 

小六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優異獎 高小 陳傲軒 

 

小六 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 

 優異獎 高小 曾夢秋 

 

小六 潮陽百欣小學 

 優異獎 高小 趙婥圯 

 

小五 潮陽百欣小學 

 優異獎 高小 劉嘉慧 

劉嘉慧 
  

小五 東華三院姚達之紀念小學(元朗) 

 優異獎 高小 黃煒貽 

 

黃煒貽 
  

小六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小學 

 優異獎 高小 歐芷穎 

 

小五 南元朗官立小學 

 入圍獎 高小 賴安琪 

 

小五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入圍獎 高小 梁映琳 

 

梁映琳 
  

小四 佛教榮茵學校 

 入圍獎 高小 梁熙琳 

 

梁映琳 
  

小四 佛教榮茵學校 

 入圍獎 高小 楊頡珊 

 

小四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入圍獎 高小 吳婷兒 

 

小四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入圍獎 高小 李愷翹 

 

小六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入圍獎 高小 黃穎希 

 

小六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入圍獎 高小 朱汶喬 

 

小六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入圍獎 高小 陳營樂 

 

小六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入圍獎 高小 羅敏賢 

 

小六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入圍獎 高小 駱鍴華 

 

小五 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 

 入圍獎 高小 吳沛霏 

 

小五 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 

 入圍獎 

 

高小 吳海儀 

 

小六 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 

 入圍獎 高小 葉美婷 

 

小六 潮陽百欣小學 

 入圍獎 高小 朱家晴 

 

小六 潮陽百欣小學 

 入圍獎 高小 楊思齊 

 

楊思齊 
  

小六 潮陽百欣小學 

 入圍獎 高小 鄭亦涵 

 

小五 東華三院姚達之紀念小學(元朗) 

 入圍獎 高小 胡倩熙 

 

小四 東華三院姚達之紀念小學(元朗) 

 入圍獎 高小 鄧偉聰 

 

小四 東華三院姚達之紀念小學(元朗) 

 入圍獎 高小 陳禮東 

 

小四 東華三院姚達之紀念小學(元朗) 

 入圍獎 高小 陳嘉怡 

 

小五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小學 

 入圍獎 高小 蔡淇淇 

 

小六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小學 

 入圍獎 高小 張沛晴 

 

小四 南元朗官立小學 

 入圍獎 高小 陳采旼 

 

小六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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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元朗區小學健康人生繪畫比賽 

得獎名單 
頒獎日期﹕ 1/12/2017(星期五) 

頒獎時間﹕下午 3:30-4:30 

頒獎地點：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禮堂 

（新界元朗天水圍天瑞邨第一期） 

 

中學初級組 (金、銀、銅各 1 項、優異 10 項、入圍 13 項) 

 

獎項 組別 學生姓名 班級 學校名稱 

金獎 初中 利譪怡 中一 元朗公立中學 

銀獎 初中 伍紫盈 中三 保良局馬錦明夫人章馥仙中學 

銅獎 初中 符梓蔚 中三 保良局馬錦明夫人章馥仙中學 

優異獎 初中 趙慧心 中二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宏信書院 

優異獎 初中 陳睿霖 中三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宏信書院 

優異獎 初中 何祉瑩 中二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宏信書院 

優異獎 初中 沈嘉寶 中三 嘉諾撒書院 

優異獎 初中 陳婷而 中三 嘉諾撒書院 

優異獎 初中 方楚林 中二 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 

優異獎 初中 周穎雪 中三 保祿六世書院 

優異獎 初中 梁之雯 中一 播道書院 

優異獎 初中 吳津津 中二 廖寶珊紀念書院 

優異獎 初中 葉欣彤 中三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入圍獎 初中 吳鎧佑 中二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宏信書院 

入圍獎 初中 歐敏琳 中三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宏信書院 

入圍獎 初中 洪雨柔 中三 嘉諾撒書院 

入圍獎 初中 黃婉芝 中三 嘉諾撒書院 

入圍獎 初中 江曉琳 中二 保祿六世書院 

入圍獎 初中 張巧欣 中二 保祿六世書院 

入圍獎 初中 鍾依琳 中二 保祿六世書院 

入圍獎 初中 沈思彤 中三 救恩書院 

入圍獎 初中 沈雪蕎 中三 救恩書院 

入圍獎 初中 郭梓穎 中三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入圍獎 初中 李仲泯 中三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入圍獎 初中 何佩菲 中三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入圍獎 初中 黃樂兒 中三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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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元朗區小學健康人生繪畫比賽 

得獎名單 
頒獎日期﹕ 1/12/2017(星期五) 

頒獎時間﹕下午 3:30-4:30 

頒獎地點：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禮堂 

（新界元朗天水圍天瑞邨第一期） 

 

中學高級組 (金、銀、銅各 1 項、優異 10 項、入圍 24 項) 

獎項 組別 學生姓名 班級 學校名稱 

金獎 高中組 彭君雅 中五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 

銀獎 高中組 賴宛禎 中六 鳳溪第一中學 

銅獎 高中組 黃紫敏 中五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優異獎 高中組 諸詠詩 中六 鳳溪第一中學 

優異獎 高中組 黃偉賢 中六 鳳溪第一中學 

優異獎 高中組 李烷榕 中五 鳳溪第一中學 

優異獎 高中組 趙咏姿 中六 鳳溪第一中學 

優異獎 高中組 黃學容 中五 廖寶珊紀念書院 

優異獎 高中組 魏靈歡 中五 廖寶珊紀念書院 

優異獎 高中組 葉曉琳 中四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書院 

優異獎 高中組 鄭嘉寶 中五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優異獎 高中組 鄧美詩 中四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 

優異獎 高中組 張紹敏 中四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 

入圍獎 高中組 高若欣 中五 鳳溪第一中學 

入圍獎 高中組 鄧俊朗 中六 天主教普照中學 

入圍獎 高中組 李旻珈 中五 廖寶珊紀念書院 

入圍獎 高中組 黃明慧 中五 廖寶珊紀念書院 

入圍獎 高中組 劉曉琳 中五 廖寶珊紀念書院 

入圍獎 高中組 廖桐欣 中四 聖安當女書院 

入圍獎 高中組 陳鈺淇 中四 聖安當女書院 

入圍獎 高中組 李杏兒 中四 聖安當女書院 

入圍獎 高中組 賴啟文 中四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中學 

入圍獎 高中組 陳美穎 中四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中學 

入圍獎 高中組 梁思穎 中四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中學 

入圍獎 高中組 林家禧 中四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書院 

入圍獎 高中組 曹寶方 中四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書院 

入圍獎 高中組 賴心芮 中四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書院 

入圍獎 高中組 夏芷瑩 中四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入圍獎 高中組 吳雅茵 中四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 

入圍獎 高中組 黎綺玲 中六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 

入圍獎 高中組 任碧韻 中四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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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圍獎 高中組 陳以琳 中五 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學 

入圍獎 高中組 江芸倩 中五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 

入圍獎 高中組 鄧思明 中五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入圍獎 高中組 王詩雅 中四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入圍獎 高中組 謝康青 中五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入圍獎 高中組 羅靜怡 中四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