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元朗區小學健康人生繪畫比賽 

得獎名單 

小學初級組 (冠、亞、季各 1 項、優異 10 項、入圍 7 項) 
 

獎項 組別 學生姓名 班級 學校名稱 

冠軍 初小 陳善如 小二 聖公會靈愛小學 

亞軍 初小 趙樂妍 小三 港澳信義會黃陳淑英紀念學校 

季軍 初小 鄭潤宜 小一 港澳信義會黃陳淑英紀念學校 

優異奬 初小 梁竫涎 小二 港澳信義會黃陳淑英紀念學校 

優異奬 初小 洪宏軒 小二 港澳信義會黃陳淑英紀念學校 

優異奬 初小 宋珈嫒 小三 港澳信義會黃陳淑英紀念學校 

優異奬 初小 楊舒喬 小三 港澳信義會黃陳淑英紀念學校 

優異奬 初小 馮苑峰 小一 聖公會靈愛小學 

優異奬 初小 譚浩禹 小一 聖公會靈愛小學 

優異奬 初小 陳俊傑 小二 聖公會靈愛小學 

優異奬 初小 陳泯錡 小二 鐘聲學校 

優異奬 初小 黃家嘉 小二 鐘聲學校 

優異奬 初小 梁馨予 小三 順德聯誼總會伍冕端小學 

入圍奬 初小 詹樂妍 小一 港澳信義會黃陳淑英紀念學校 

入圍奬 初小 鄧在希 小一 港澳信義會黃陳淑英紀念學校 

入圍奬 初小 黃恩朗 小三 港澳信義會黃陳淑英紀念學校 

入圍奬 初小 陳彥錡 小二 鐘聲學校 

入圍奬 初小 麥梓晴 小三 順德聯宜總會伍冕端小學 

入圍奬 初小 黃巧桐 小三 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 

入圍奬 初小 吳穎琪 小三 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 

 

小學高級組 (冠、亞、季各 1 項、優異 10 項、入圍 7 項) 
 

獎項 組別 學生姓名 班級 學校名稱 

冠軍 高小 譚雅蘊 小六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亞軍 高小 陳倩嬡 小六 天水圍官立小學 

季軍 高小 郭曉筠 小六 元朗官立小學 

優異奬 高小 錢悅儀 小六 港澳信義會黃陳淑英紀念學校 

優異奬 高小 程可嵐 小六 元朗官立小學 

優異奬 高小 馮伊琦 小六 元朗官立小學 

優異奬 高小 陳卓琳 小六 鐘聲學校 

優異奬 高小 彭嘉麗 小五 天水圍官立小學 

優異奬 高小 利藹怡 小五 天水圍官立小學 

優異奬 高小 勞珈嬉 小六 順德聯誼總會伍冕端小學 

優異奬 高小 鄭綺晴 小五 順德聯誼總會伍冕端小學 

優異奬 高小 梁謹伊 小六 順德聯誼總會伍冕端小學 

優異奬 高小 勞雯萱 小五 佛教榮茵學校 

入圍奬 高小 朱曉彤 小六 鐘聲學校 

入圍奬 高小 陳奕涵 小五 順德聯誼總會伍冕端小學 

入圍奬 高小 陳坤正 小六 佛教榮茵學校 

入圍奬 高小 楊翰琛 小六 佛教榮茵學校 

入圍奬 高小 陳詠霖 小五 佛教榮茵學校 

入圍奬 高小 文綺娸 小六 佛教榮茵學校 

入圍奬 高小 梅雪映 小六 佛教榮茵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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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中學健康人生繪畫比賽 

得獎名單 
中學初級組 (冠、亞、季各 1 項、優異 10 項、入圍 27 項) 

獎項 組別 學生姓名 班級 學校名稱 

冠軍 初中 王欣嘉 中一 聖保祿學校(中學部) 

亞軍 初中 莫凱晴 中二 聖傑靈女子中學 

季軍 初中 彭君雅 中三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 

優異奬 初中 羅君懷 中二 聖傑靈女子中學 

優異奬 初中 陳詠蘐 中一 沙田崇真中學 

優異奬 初中 梁嘉渝 中三 沙田崇真中學 

優異奬 初中 文嘉薇 中三 賽馬會毅智書院 

優異奬 初中 李悅歡 中三 廖寶珊紀念書院 

優異奬 初中 李詠陶 中三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優異奬 初中 張衍晴 中三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優異奬 初中 湯凱琳 中一 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 

優異奬 初中 簡美儀 中三 余振強紀念第二中學 

優異奬 初中 許祐朗 中三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入圍奬 初中 高慧琪 中二 聖傑靈女子中學 

入圍奬 初中 黃斯蓓 中二 聖傑靈女子中學 

入圍奬 初中 趙美淳 中二 聖傑靈女子中學 

入圍奬 初中 任夢琳 中二 聖傑靈女子中學 

入圍奬 初中 黃盈 中二 聖士提反書院 

入圍奬 初中 鄧美詩 中二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 

入圍奬 初中 郭奕嫻 中二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中學 

入圍奬 初中 楊雅斐 中三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中學 

入圍奬 初中 尤苑芝 中二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中學 

入圍奬 初中 朱樂怡 中三 天主教普照中學 

入圍奬 初中 羅曉樺 中三 廖寶珊紀念書院 

入圍奬 初中 梁菀琳 中三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陳端喜紀念中學 

入圍奬 初中 黃卓茹 中三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陳端喜紀念中學 

入圍奬 初中 麥穎桐 中三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入圍奬 初中 伍卓禧 中三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入圍奬 初中 李琳琳 中三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入圍奬 初中 黎慧珊 中二 新生命教育協會平安福音中學 

入圍奬 初中 吳樂陶 中二 新生命教育協會平安福音中學 

入圍奬 初中 劉婥盈 中三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 

入圍奬 初中 姚欣娜 中三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入圍奬 初中 黃頌婷 中三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入圍奬 初中 蔡俊杰 中三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入圍奬 初中 蘇靜賢 中三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入圍奬 初中 周家希 中三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入圍奬 初中 黃紫敏 中三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入圍奬 初中 鄧思明 中三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入圍奬 初中 李婥琳 中三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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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中學健康人生繪畫比賽 

得獎名單 
中學高級組 (冠、亞、季各 1 項、優異 10 項、入圍 27 項) 

獎項 組別 學生姓名 班級 學校名稱 
冠軍 高中 馮凱俐 中五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書院 
亞軍 高中 杜衍諭 中六 余振強紀念第二中學 
季軍 高中 潘映澄 中五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優異奬 高中 裘家雯 中五 林大輝中學 
優異奬 高中 區嘉琪 中五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優異奬 高中 陳畫春 中四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優異奬 高中 丁錦茹 中四 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 
優異奬 高中 李卓齡 中四 賽馬會體藝中學 
優異奬 高中 方潔琳 中四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 
優異奬 高中 蘇翠珊 中五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 
優異奬 高中 彭嘉美 中六 德雅中學 
優異奬 高中 林世文 中四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優異奬 高中 梁詩琦 中五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入圍奬 高中 陳雅悠 中五 林大輝中學 
入圍奬 高中 蕭善彤 中五 林大輝中學 
入圍奬 高中 葉文希 中五 林大輝中學 
入圍奬 高中 陳嘉欣 中五 林大輝中學 
入圍奬 高中 溫述而 中五 林大輝中學 
入圍奬 高中 陳樂駿 中五 林大輝中學 
入圍奬 高中 陳家明 中四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入圍奬 高中 游雲晴 中五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陳端喜紀念中學 
入圍奬 高中 王紀濤 中四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入圍奬 高中 俆雲鈺 中四 新生命教育協會平安福音中學 
入圍奬 高中 李嘉君 中四 新生命教育協會平安福音中學 
入圍奬 高中 張芷晴 中四 賽馬會體藝中學 
入圍奬 高中 黃翠茵 中四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 
入圍奬 高中 陳曉穎 中四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 
入圍奬 高中 譚靖潼 中四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 
入圍奬 高中 楊可兒 中四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 
入圍奬 高中 劉珮琪 中五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書院 
入圍奬 高中 黃凱珊 中五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書院 
入圍奬 高中 游家程 中五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書院 
入圍奬 高中 陳妍慧 中六 德雅中學 
入圍奬 高中 方曉彤 中六 德雅中學 
入圍奬 高中 李綺琪 中六 德雅中學 
入圍奬 高中 李子彤 中六 德雅中學 
入圍奬 高中 陳思潔 中四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入圍奬 高中 翁嘉寶 中四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入圍奬 高中 黃芷晴 中四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入圍奬 高中 梁凱玲 中五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