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屯門區公民教育委員會  屯門民政事務處  

東華三院屯門綜合服務中心  合辦 

    廉政公署新界西北辦事處 屯門區幼稚園校長會  

屯門區小學校長會  協辦 

 屯門區議會  贊助  
 

屯門區公民教育暨倡廉親子故事比賽 2020 

 
    敬啟者：承蒙  貴校大力支持，鼓勵同學參加上述活動，令比賽水準不斷提

高。現將比賽結果通知  閣下，並請  貴校派同事到屯門民政處領取參與證書 / 

獎狀 / 獎盃。 

鑑於政府現正實施彈性上班時間，請先致電預約領取時間。  

 

獎 項 ： 冠亞季軍之獎盃 / 獎狀 / 參與證書 

領取日期： 2021 年 2 月 22 日 – 2021 年 3 月 8 日 

領取時間： ＊請先致電預約領取時間 

上午 9:00 至下午 5:00 (下午 1:00-2:00 除外) 

 (逢星期一至五) 

地 點 ： 屯門民政事務處 

地 址 ： 屯門屯喜路 1 號屯門政府合署 2 樓 

電 話 ： 2451 3435 

聯 絡 人 ： 謝榮豐先生 

備 註 ： 請帶備校印簽收作實 

 

此  致 

 貴  校  長 

  

主    席：  朱偉明 

活動主委：  香燕君 馬麗華  

委    員：  鄭筱薇 鍾艷紅 

 陳善科 勞麗雲 

余蘭菁 巫成鋒 

陳國邦 李天姻 

鍾嫻英 王庭軒 

龍瑞卿 曾憲康 

      

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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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公民教育故事比賽（個人組） 

組別：幼稚園及幼兒園組 

 

獎項 學校名稱 參賽同學 

季軍 仁濟醫院嚴徐玉珊幼稚園 嚴心悠 

亞軍 東華三院高德根紀念幼稚園 鄔凱澄 

冠軍 東華三院高德根紀念幼稚園 楊棹森 

優異 啟思幼稚園（屯門分校） 蘇學姸 

優異 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兆麟苑幼稚園 許稀雯 

優異 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兆麟苑幼稚園 江佳琳 

優異 啟思幼稚園（屯門分校） 黎若曦 

優異 啟思幼稚園（屯門分校） 王心儀 

優異 田景邨浸信會呂郭碧鳳幼稚園 謝嘉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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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公民教育故事比賽（個人組） 

組別：小學初級組 (一、二年級) 

 

獎項 學校名稱 參賽同學 

優異 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何壽基學校 洪梓穎 

優異 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何壽基學校 陳芷妍 

亞軍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凌裔晴 

冠軍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陳駿旻 

季軍 僑港伍氏宗親會伍時暢紀念學校 伍嘉朗 

優異 僑港伍氏宗親會伍時暢紀念學校 陳亦瑤 

優異 路德會呂祥光小學 葉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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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公民教育故事比賽（個人組） 

組別：小學中級組 (三、四年級) 

 

出場次序 學校名稱 參賽同學 

優異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千禧小學 廖天禮 

亞軍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千禧小學 盧稀琳 

優異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嚴靖雯 

優異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姚裕琛 

冠軍 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何壽基學校 廖颽晴 

優異 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何壽基學校 張銳靈 

季軍 僑港伍氏宗親會伍時暢紀念學校 龍子晴 

優異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鍾晴 

優異 路德會呂祥光小學 葉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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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公民教育故事比賽（個人組） 

組別：小學高級組 (五、六年級) 

 

獎項 學校名稱 參賽同學 

--- 樂善堂梁黃蕙芳紀念學校 陳俊杰 

優異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千禧小學 郭顯迅 

優異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千禧小學 陸綽璐 

優異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劉家欣 

優異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黃德璋 

優異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 黎純恩 

季軍 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何壽基學校 林宏欣 

優異 僑港伍氏宗親會伍時暢紀念學校 陳泓希 

冠軍 僑港伍氏宗親會伍時暢紀念學校 何曉彤 

亞軍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駱汛知 



  
 

 
屯門區公民教育委員會  屯門民政事務處  

東華三院屯門綜合服務中心  合辦 

    廉政公署新界西北辦事處 屯門區幼稚園校長會  

屯門區小學校長會  協辦 

 屯門區議會  贊助  
 

B)倡廉親子故事比賽（親子組） 

組別：幼稚園及幼兒園組親子組 

 

獎項 學校名稱 參賽同學 1 參賽同學 2 

季軍 東華三院高德根紀念幼稚園 梁斯晴  

--- 東華三院高德根紀念幼稚園 徐斯洛  

優異 東華三院高德根紀念幼稚園 邱恩朗 邱慧賢 

--- 東華三院高德根紀念幼稚園 陳柏喬  

優異 東華三院高德根紀念幼稚園 廖馥莉  

冠軍 東華三院高德根紀念幼稚園 鄭爾溱 鄭爾淳 

--- 啟思幼稚園(屯門分校) 韋清暚  

--- 啟思幼稚園(屯門分校) 崔汋騛  

亞軍 東華三院高德根紀念幼稚園 蘇浚堯 蘇柏維 

優異 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兆麟苑幼稚園 林心蔚 林峻睿 

--- 啟思幼稚園(屯門分校) 黃巧澄  

--- 啟思幼稚園(屯門分校) 蔡卓蕎  

--- 啟思幼稚園(屯門分校) 黃美斯  

--- 啟思幼稚園(屯門分校) 胡焯然 胡鈺瀅 

--- 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幼稚園 林焯妍  

優異 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幼稚園 盧安翹  

優異 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幼稚園 何炘殷  

優異 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幼稚園 王心渝  

--- 小牛頓中英文幼稚園 楊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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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倡廉親子故事比賽（親子組） 

組別：小學親子組 

 

獎項 學校名稱 參賽同學 1 參賽同學 2 

季軍 僑港伍氏宗親會伍時暢紀念學校 鄺映潼  

優異 僑港伍氏宗親會伍時暢紀念學校 李曉然  

亞軍 路德會呂祥光小學 葉棽 葉菲 

優異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 黎純恩  

優異 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何壽基學校 李睿曦  

冠軍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駱汛知 駱侑妶 

優異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孫子朗  

優異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 陳韋臻  

優異 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何壽基學校 許逸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