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鳳溪創新小學 

     <<北區幼稚園校際聖誕卡親子設計比賽>>結果一覽表     

(一) 最積極參與獎 (依參加學生人數佔全校百分比計算)：鳳溪幼稚園 

(二) 北區幼稚園校際聖誕卡親子設計比賽: 總冠、亞、季軍(以下獲獎學生及家長將獲邀出席參與 1 月 11 日

頒獎典禮) 

  總冠軍 總亞軍 總季軍 

     

K3 

學校: 安基司幼稚園（粉嶺）             學校: 鳳溪幼稚園 學校: 神召會華人同工聯會彩蒲幼稚園 

姓名: 方思予 姓名: 張煜麟 姓名: 馮凱欣 

K2 
學校: 嘉寶中英文幼稚園（粉嶺）     學校: 鳳溪幼稚園 學校: 太平幼稚園                

姓名: 黎芯語 姓名: 楊潁芯 姓名: 姚家寶 

K1 
學校: 鳳溪幼稚園 學校: 仁濟醫院永隆幼稚園 學校: 安基司幼稚園（粉嶺）              

姓名: 廖詠怡 姓名: 何依霖 姓名: 蘇千瑩 

(三) 各幼稚園校內賽: 冠、亞、季軍(次序依學校名稱筆劃排名)  

學校名稱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上水培幼幼稚園 K3 吳潔兒 吳卓恩 海胤祥 

  K2 黃家煒 卓澤恩 彭鎮烽 

  K1 陳楚菡 張榮翰 唐佳妮 

上水堂幼稚園 K3 廖啓熙 陳恩希 何晞雯 

  K2 潘卓翹 馮達誌 洪新茗 

  K1 廖浚霆 黃雨沫 黃耀朗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上水幼稚園 K3 陳雅琳 李智雅 黃希琳 

  K2 黃凱穎 韓涌胜 陳俊豪 

  K1 譚凱軒 鄧浠琳 陳俊杰 

仁濟醫院永隆幼稚園 K3 周浩軒 范鎮濠 陳力恒 

  K2 易卓弘 王紹旭 杜梓諾 

  K1 何依霖 張奕喬 曾映漩 

太平幼稚園 K3 鄭淼 徐樂曦 鄧政麒 

  K2 姚家寶 林凱晴 馮康睿 

  K1 陳柏樺 葉海蕎 張乘杰 

比諾中英文幼稚園(翠麗校) K3 范駿熙 鄧芷淇 鄭嘉揚 

  K2 黃佩旋 魏子鈞 李悅桐 

  K1 / / / 

安基司幼稚園（粉嶺） K3 方思予 黃昊辰 劉洛心 

  K2 杜羽翹 鄭丞希 楊灝梃 

  K1 蘇千瑩 黃梓宸 劉洛希 

東華三院徐展堂幼稚園 K3 謝悅晴 余洛霖 高銘軒 

  K2 蘇綺雯 陳璐楊 梁芯嵐 

  K1 劉曦諾 祝浩軒 戴敬羲 

保良局莊啓程夫人幼稚園 K3 劉珈瑜 林伊媛 李諾琋 

  K2 何迪生 劉峻宇 劉梓貝 

  K1 朱仟愉 何巧霖 袁詩晴 

保良局戴蘇小韞幼稚園 K3 賴柏岐 馮佑琛 邱梓馨 

  K2 袁澤鍇 賴柏宇 利信熹 

  K1 梁伊璇 陳泰旗 郭海琪 

迦南中英文幼稚園（沙頭角） K3 譚寶茵 尤智鴻 黃梓淏 

  K2 楊斯雅 黃紫晳 何宛桐 

  K1 / / /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慧光幼稚園 K3 李睿翹 秦誠熙 馮琪倩 

  K2 張鎮藍 鍾佩珊 劉樂瑤 

  K1 李思語 蘇宛彤 徐雅馨 

香港五常法幼稚園 K3 / / / 

  K2 利芊漪 黃星樺 張睿 

  K1 冼睿之 陳衍旭 / 

神召會華人同工聯會彩蒲幼稚園 K3 馮凱欣 廖清彤 吳俊希 

  K2 何穎彤 關鈺瀅 鄺梓軒 

  K1 陳珮珊 朱梓澄 陳展樂 

基督徒信望愛堂華明幼稚園 K3 / / / 

  K2 陸芯銳 許睿燊 王薪淇 

  K1 袁智皓 顏川 楊嘉淇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祥華幼稚園 K3 林蔚藍 鄧梓杰 周佳琪 

  K2 龍永健 邱濼欣 黃裕峰 

  K1 黃天佑 龍永樂 姚智凱 

牽晴間培元英文幼稚園 K3 孫蔚琳 陳俊宇 沈穎恩 

  K2 陳鎮然 羅熙兒 駱靖嵐 

  K1 黃愷言 陳祉喻 吳子謙 

新界婦孺福利會粉嶺幼兒學校 K3 林愛沁 劉佩珈 黃文杰 

  K2 章柏煒 易俊丞 羅綺澄 

  K1 陶震軒 馮祉晴 / 

嘉德麗幼稚園（粉嶺） K3 / / / 

  K2 鍾聖儒 鄧泳霖 / 

  K1 楊景桓 莫詩羽 / 

嘉寶中英文幼稚園（粉嶺） K3 黃栩若 鍾煜萱 陳俊銘 

  K2 黎芯語 許妤淇 李梓僑 

  K1 劉頌軒 李梓令 謝岱霖 

鳳溪幼稚園 K3 張煜麟 張紫琪 ,莊靖 楊正熙 

  K2 楊潁芯 蘇奕軒 曾子睿 

  K1 廖詠怡 廖彩希 林心美 

     

學校名稱 組別 優異作品 

新界婦孺福利會上水幼兒學校 K3 梁梓欣 

香港五常法幼稚園 K3 張錫宸 

基督徒信望愛堂華明幼稚園 K3 連希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