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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母親節 - 填色/繪畫/書法/攝影比賽 

成績公佈 

冠軍: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參賽組別 參賽項目 

蔡以洛 Choi Yi Lok Astor  幼兒唱遊班 填色 

陳汶希 Doris Chan  幼兒低班 填色 

蔡以雅 Choi Yi Ngar Audrey 幼兒低班 填色 

黃舒柔 Wong Shu Yau 幼兒低班 填色 

林軒佑 Lam Hin Yau  幼兒中班 填色 

李芯垣 Lee Sum Wun 幼兒中班 填色 

梁嘉恩 Leung Ka Yan 幼兒高班 填色 

倫哲朗 Lun Chit Long  幼兒組 繪畫 

蔡以雅 Choi Yi Ngar Audrey 幼兒組 繪畫 

邱彥汶   幼兒組 繪畫 

倫僖彤   幼兒組 繪畫 

黃舒柔 Wong Shu Yau 幼兒組 繪畫 

馬麗聞 Ma Lai Man 幼兒組 繪畫 

梁映千 Leung Ying Chin  幼童組 繪畫 

戴靖兒 Tai Cordis Jane 幼童組 繪畫 

蔡以情 Choi Yi Ching Agnes 幼童組 繪畫 

黃柏朗   幼童組 繪畫 

鄺暟晴   幼童組 繪畫 

黃皓朗   幼童組 繪畫 

陳芮依   幼童組 繪畫 

何美誼 Ho Mei Yi 幼童組 繪畫 

朱晉希 Chu Chun Hei 幼童組 繪畫 

李易熹 Lee Yik Hei Quintus 幼童組 繪畫 

麥尚殷 Mak Sheung Yan Jayden 幼童組 繪畫 

黃暐升 Wong Wai Sing Aidan 幼童組 繪畫 

黃栢暘 Wong Pak Yeung Clovis 幼童組 繪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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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參賽組別 參賽項目 

黃瀞嬅 Wong Ching Wah 兒童組 繪畫 

曾晉林   兒童組 繪畫 

周蒨均   兒童組 繪畫 

盧迦玉   兒童組 繪畫 

許逸琳   兒童組 繪畫 

胡昕霖   兒童組 繪畫 

柳煒琳   兒童組 繪畫 

李宇喬 Maya Lee 兒童組 繪畫 

李洛柔 Yo Yo Li 兒童組 繪畫 

麥綺媛 Mak Yee Wun 少年組 繪畫 

梁雅晴 Leung Nga Ching 少年組 繪畫 

羅海恩 Lo Hoi Yan Hiram 公開組 繪畫 

陳靜琪   幼童組 中文書法 (毛筆) 

陳梓然   兒童組 中文書法 (毛筆) 

李柏羲 Li Pak Hei  幼童組 中文書法 (硬筆) 

曾暟嵐 Tsang Cecilia Hoi Nam  兒童組 中文書法 (硬筆) 

俞樂嶢 Yu Lok Yiu 兒童組 中文書法 (硬筆) 

王宇涵 Wang Yuhan 少年組 中文書法 (硬筆) 

周妤珈 Chau Yu Ka 少年組 中文書法 (硬筆) 

丁慧賢 Ding Wai Yin 公開組 中文書法 (硬筆) 

李柏羲 Li Pak Hei  幼童組 英文書法 (硬筆) 

曾暟嵐 Tsang Cecilia Hoi Nam  兒童組 英文書法 (硬筆) 

俞樂嶢 Yu Lok Yiu 兒童組 英文書法 (硬筆) 

黃景軒 Huang Jeffrey 少年組 英文書法 (硬筆) 

周妤珈 Chau Yu Ka 少年組 英文書法 (硬筆) 

梁嘉恩 Leung Ka Yan 幼童組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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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軍:  

 

 

 

 

 

 

 

 

 

 

 

 

 

 

季軍: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參賽組別 參賽項目 

楊康俊   幼兒組 繪畫 

黃浩謙   幼兒組 繪畫 

賴綽陶 Lai Cheuk Tao Gordon 幼童組 繪畫 

李洛 Lee Lok Sapphine 幼童組 繪畫 

吳柏彤 Ng Pak Tung Cayden 幼童組 繪畫 

蘇浩宏 So Ho Wang Darwin 幼童組 繪畫 

王嘉浩 Wong Ka Ho 幼童組 繪畫 

翁子舜 Yung Tsz Shun Aden 幼童組 繪畫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參賽組別 參賽項目 

劉阡悦 Lau Chin Yuet 幼兒低班 填色 

盧凱晴 Lo Hoi Ching 幼兒中班 填色 

蔡以情 Choi Yi Ching Agnes 幼兒高班 填色 

盧心穎   幼兒組 繪畫 

何昭怡   幼兒組 繪畫 

江梓瑜   幼童組 繪畫 

陳韋彤   幼童組 繪畫 

李澤鋒   幼童組 繪畫 

羅止烽   幼童組 繪畫 

冼俙廷   幼童組 繪畫 

王采藍   幼童組 繪畫 

關澄楓 Kwan Ching Fung 幼童組 繪畫 

何思浚 Ho Sze Tsun Jaime 幼童組 繪畫 

曾雅淳 Tsang Nga Shun 公開組 繪畫 

張梓均   兒童組 中文書法 (毛筆) 

梁映千 Leung Ying Chin  幼童組 中文書法 (硬筆) 

劉栢圖 Lau Pak To 幼童組 中文書法 (硬筆) 

陳靖 Chan Jin 兒童組 英文書法 (硬筆) 

曾暟嵐 Tsang Cecilia Hoi Nam  少年組 英文書法 (硬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