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陽小學 

 25周年銀禧校慶比賽 
得獎名單 

 
25 周年銀禧校慶標語親子創作比賽 

冠軍 2C 黃俊皓 

亞軍 5D 孔梓軒 

季軍 3E 謝朗熙 

優異 畢業生(6B) 譚穎軒 

優異 4A 黎浩霆 

優異 2C 陳柏衡 

25 周年銀禧校慶徽章(logo)親子設計比賽 

冠軍 5D 孔梓軒 

亞軍 6D 陳埈賢 

季軍 2C 陳柏衡 

優異 畢業生(6B) 譚穎軒 

優異 3C 孔梓朗 

優異 3C 湯子瑩 

25 周年銀禧校慶親子心靈瓶設計比賽 

冠軍 6B 鄧浩言 

亞軍 2C 黃俊皓 

季軍 5C 袁知行 

優異 2D 蔡文嫣 

優異 6A 胡安爝 

優異 5B 黃俊杰 

優異 2C 陳柏衡 

優異 5B 廖嘉灝 

優異 6D 陳埈賢 

25 周年銀禧校慶攝影比賽 

高級組 

冠軍 6E 董巧晴 

亞軍 5B 黃俊杰 

季軍 5B 廖嘉灝 

優異 5A 文凱嵐 

優異 畢業生（6A） 蔡富韜 

優異 畢業生（6B） 韓寶萱 

優異 5C 袁知行 



優異 畢業生（6B） 賴寶錡 

初級組 

冠軍 4F 常皓月 

亞軍 3E 林子君 

季軍 4C 李梓匡 

優異 3A 林可棟 

優異 2D 蔡文嫣 

優異 4F 敖志誠 

優異 2D 林浚曦 

優異 3A 梁珈盈 

25 周年銀禧校慶(二年級)親子環保玩具創作比賽 

冠軍 3C 孔梓朗 

亞軍 2C 林賢坤 

季軍 3B 李韶翀 

優異 3E 周梓量 

優異 3D 洪旭琛 

優異 3A 李佳輝 

優異 3D 趙紋媗 

優異 3B 何凱柔 

優異 3A 朱嘉盈 

優異 3C 鍾昕妤 

25 周年銀禧校慶中文科寫作比賽得獎名單(五年級組) 

冠軍 6A 劉澤斌 

亞軍 6B 郭詩涵 

季軍 6A 張宇靖 

優異 6A 田學祥 

優異 6A 賈鴻博 

優異 6A 彭子瑞 

25 周年銀禧校慶中文科寫作比賽得獎名單(四年級組) 

冠軍 5B 趙紋溪 

亞軍 5B 賈子湟 

季軍 5B 黃子希 

優異 5A 張馨予 

優異 5F 李采司 

優異 5C 謝靈兒 

25 周年銀禧校慶中文科寫作比賽得獎名單(19-20 年度 六年級組) 

冠軍 畢業生(6B) 趙芷瑩 



亞軍 畢業生(6B) 王思媛 

季軍 畢業生(6B) 楊雨嘉 

優異 畢業生(6B) 黃琰婷 

優異 畢業生(6B) 賴寶錡 

優異 畢業生(6B) 巫泳賢 

25 周年銀禧校慶蛋糕設計比賽 

冠軍 6D 陳埈賢 

亞軍 5C 袁知行 

季軍 5C 劉梓軒 

優異 2B 徐綽顈 

優異 3B 林凱晴 

優異 3C 孔梓朗 

優異 4C 梁凱儀 

優異 5D 孔梓軒 

25 周年銀禧校慶「我喜愛 STEM 玩具」親子設計比賽 

冠軍 6D 陳埈賢 

亞軍 5C 袁知行 

季軍 3C 孔梓朗 

優異 5C 劉梓軒 

25 周年銀禧校慶立體書創作比賽 

冠軍 5D 孔梓軒 

亞軍 3C 孔梓朗 

季軍 4A 黃蘊蓓 

 

25 周年銀禧校慶藝墟舞台《賀校慶 展才華》才藝比賽 

 

編號 學生姓名 班別 獎項 

1 羅栩妍 5F 金奬 及 

藝墟舞台最佳表現獎 

2 㓋旭琛 3D 金奬 及 

藝墟舞台最具創意奬 

3 龔芷澄 4D 金奬 及 

藝墟舞台最具創意奬 

4 范諄雅 2C 金奬 及 

藝墟舞台最受歡迎獎 

5 俞泳佟 1D 金奬 



 

 

6 方昶傑 

方昶雅 

1E 

 

金奬 

7 余芷蘊 4B 金奬 

8 張瑾萱 4C 金奬 

9 郭詩涵 6B 金獎 

10 羅�恩 1E 銀獎 

11 李芷瑩 1E 銀獎 

12 陳睿 2E 銀獎 

13 姚澄欣 2E 銀獎 

14 黃懿雅 3B 銀獎 

15 黃靖翹 3C 銀獎 

16 李彥彤 4A 銀獎 

17 馬筠喬 4A 銀獎 

18 楊焯媛 4A 銀獎 

19 陳日朗 4B 銀獎 

20 楊駿騁 4C 銀獎 

21 鄧希信 4F 銀獎 

22 庄致源 5A 銀獎 

23 聶博謇 5B 銀獎 

24 陳泳琦 5B 銀獎 

25 廖嘉灝 5B 銀獎 

26 易海恒 5B 銀獎 

27 陳佩楨 5C 銀獎 

28 劉梓軒 5C 銀獎 

29 陳樂遙 6A 銀獎 

30 尹寶毅 1D 銅獎 

31 陳日希 1E 銅獎 

32 袁一樹 1E 銅獎 

33 陳智琛 1E 銅獎 

34 姚伽頤 1E 銅獎 

35 陳仲妤 2A 銅獎 

36 李嘉偉 3C 銅獎 

37 盧思悅 3D 銅獎 

38 高沁炎 4E 銅獎 

39 劉紫穎 4F 銅獎 

40 梁蓁蓁 4F 銅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