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文化日──親子牛年環保掛飾設計得獎名單 

親子初級組(小一至小三) 

踴躍參與獎 

1A 溫晞朗   丁以行   吳承熹   張天朗   黃毅朗 

蔡凱承   夏偉恩   曾宏正   黃品瑜   邱傳政 

楊耀堂   伍時駿   吳溢鏗   鄧峻弘   丘汶熹 

柯柏朗 

1B 黃康倬   邱彥禮   蔡昊林   姜雅醇   陳樂駿 

張縉泓   朱栢賢   鍾泓匡   洪展曜   李衍靖 

胡宗澔   鄔嘉璐   邱司嵐   嚴子淳 

1C 鄧穎熙   蕭浚謙   梁卓楓   林建維   林龢正 

陳凱煇   楊英哲   陳梓焌   郭令山   應嘉軒 

羅靖皓 

1D 區少銘   呂尚頤   黃鎬俊   黃文溥   黃臻希 

聞明     趙浚騰   許倬嘉   張嘉桓   張焜灝 

趙君行   林駿榮   梁塱堯   吳溢軒   鄧頌謙 

黃柏僑 

2A 趙彥誠   石旨匡   鄧可晴   陳昊楊   陳凱琳 

李崺躒   盧禮然   麥舜智   鄭浩銘   胡栢賢 

木雪涵 

2B 詹皜深   陳尚言   陳卓謙   陳浩鋑   周灝賢 

卓海鋒   詹皜琛   趙奕誠   朱貝軒   范日朗 

林以翹   梁曉嵐   蘇愷傑   施樂熹   王子翹 

姚慶豐 

2C 區富峻   陳雨琪   林潤鋒   孫昊     林子樂 

黎禹麟   葉曦     顧天澤   彭子皓   唐若馨 

2D 夏珮恩   陳欣怡   陳正賢   陳俊言   何衍聰    

黃紹媛   李綽熙   廖心榆   盧俊諾   葉翹鋒    

蕭艾朗   黃睿琛   袁一聰   張清     陳昊琨    

甘梓晉 

3A 陳俊熹   程思彤   方信喬   林子喬   聶晉熙 

李卓添   王釬潼   沈頌禮   王博宇 

3B 陳瑞熙   張樂之   洪鳴亨   關鎧傑   顏志霖 

黎學妍   張天昊   林曦泓   傅子豐   周梓熙 

3C 蘇日瞳   羅樂軒   何昀螢   黃子睿   葉皓然 

3D 陳紫曈   陳尚增   方嘉渢   馮韋傑   謝靖唯 



中華文化日──親子牛年環保掛飾設計得獎名單 

親子初級組(小一至小三) 

 

  

設計獎 

1A 溫晞朗      1B 蔡昊林      1B 姜雅醇      1C 蕭浚謙     1D 區少銘 

1D 呂尚頤      1D 黃鎬俊      1D 黃文溥      1D 黃臻希     2A 石旨匡 

2A 鄧可晴      2A 陳昊楊      2B 姚慶豐      2C 林潤鋒     2D 陳昊琨 

3A 陳俊熙      3A 林子喬      3B 張天昊      3B 傅子豐     3B 周梓熙 

3C 葉皓然      3D 馮韋傑 

創意獎 

1A 張天朗      1A 黃毅朗      1B 黃康倬      1B 邱彥禮     2B 詹皜深 

2B 陳卓謙      2D 袁一聰      2D 甘梓晉      2D 盧俊諾     3A 聶晉熙 

3A 李卓添      3C 黃子睿 

環保獎 

1A 丁以行      1A 吳承熙      1D 許倬嘉      1D 聞明      1D 趙浚騰 

2A 趙彥誠      2B 趙奕誠      2B 范日朗      2C 顧天澤     2D 黃紹媛 

2D 廖心榆      3A 王博宇 



中華文化日──親子牛年環保掛飾設計評審表 

親子高級組(小四至小六) 

 

踴躍參與獎 
4A 鄭兆晉   林泓熹   張柏翹   梁政博   黎明德 

4B 吳思穎   陳鐫浩    郭晉灝   吳諾曦   蕭浚傑 

4C 盧樂然   溫晞晴    袁浚耀  李子騫    吳溢軒 

4D 何家煒   張焜傑 

5A 楊芷倫   許凱琳   張焯然 

5B 池睿蕎   麥睿紓   應卓衡   王柏熙 

5C 陳俊佑   陳心悅   胡諾晴 

5D 林雋晞   謝靖朗   羅淳希   梁樂寅 

6A 金煒曄   溫駿煒   黃貝嘉   陳思澄   賴頌曦 

6C 葉首男   王嘉譽   黃柏浠   葉梓朗 

6D 溫紫熒   黃貝瑜   羅睿熙   譚晉杰 

6E 施雯鑫   關柏謙   李明熹   謝兆豐   羅睿珵  伍家翹   温可熒 

設計獎 

4A 鄭兆晉    4B 吳思穎    5B 池睿蕎    5B 麥睿紓   5B 應卓衡  

5D 梁樂寅    6A 溫駿煒    6E 溫可熒    6D 溫紫熒   6C 黃柏浠 

6D 譚晉杰    6D 羅睿熙    6E 羅睿珵    6E 施雯鑫 

創意獎 

4C袁浚耀    4D何家煒     5C 陳俊佑    5D 謝靖朗   6A 金煒曄 

6C 王嘉譽 

環保獎 

4C 溫晞晴   4C 李子騫     4C 吳溢軒    5A 許凱琳    5C 陳心悅 

5C 胡諾晴   5D 羅淳希     6C 葉梓朗    6E 關柏謙 

https://classroom.google.com/u/2/c/MTI2MTA4MTgyMTI1/sp/MjQ5MjU4NjY2NjYy/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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