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修訂 版

款式編號 姓名 機構 / 學校  作品名稱/編號 

A-1 朱家輝 香港唐氏綜合症協會 白普理家長資源中心 No. 2 

A-2 張家銘 同上 No. 4 

A-3 楊雅善 同上 No. 5 

A-4 鄧永俊 同上 No. 6 

A-5 李家威 同上 No. 8 

A-6 李利生 同上 No. 11 

A-7 張智均 同上 No. 12 

A-8 胡智朗 同上 No. 14 

A-9 陳景華 同上 No. 15 

A-10 司徒譽培 同上 No. 17 

A-11 盧子熙 同上 No. 18 

A-12 曹國禧 救世軍  德田社區展能服務 No. 3 

A-13 文嘉榮 同上 No. 1 

A-14 蔣權雄 同上 No. 1 

A-15 何希同 中華基督教會 馮梁結紀念中學 Flk01 

A-16 朱婉婷 基督教懷智服務處 元朗地區支援中心 No. 1 

    

B-1 張竣皓 東華三院徐展堂學校 抽象畫 

B-2 梁明翰 同上 製成品 2 

B-3 李嘉振 同上 布鞋設計圖 

B-4 陳澤昊 同上 田園奔跑小馬 

B-5 趙浩民 同上 針黹作品-1 

B-6 譚家熹 同上 水墨樹-1 

B-7 林朗峰 同上 水墨樹-2 

B-8 葉穎珊 同上 水墨樹-3 

B-9 羅焯瑩 同上 水墨樹-4 

B-10 林浚軒 同上 水墨樹-5 

B-11 葉星煒 同上 針黹作品-2 

B-12 陳明昊 同上 繪畫 3 

    

C-1 劉坪 廣東省佛山市順德威權康復服務中心 花瓶與花 

C-2 馬麗芳 同上 花 

C-3 順賢晏 同上 迷路的小猫咪 

C-4 李志豪 同上 手掌蘋果樹 

C-5 梁瀚馳 同上 彩色的花瓶 

C-6 梁銘智 同上 班點虫 



C-7 楊子康 同上 抽象 

C-8 歐幃翰 同上 盆栽 

C-9 陳智浩 同上 愛讀書的貓貓 

C10 同上 同上 森林一角 

C-11 順賢樹 同上 老鼠的天馬行空 

C-12 劉熾樂 同上 可愛的長頸鹿 

C-13 吳梓杰 同上 浴火重生 

C-14 李妍慧 同上 我家的蘋果樹 

C-15 陳浩 同上 柵欄里的小雞 

C-16 歐陽俊暉 同上 舞者 

    

D-1 簫永樂 廣東省佛山市順德威權康復服務中心 樹葉墨水印畫 

D-2 魯穎康 同上 五彩的高樓大厦 

D-3 羅潘榮 同上 會眨眼的手掌 

D-4 梁永康 同上 快樂的海豚 

D-5 鍾皓月 同上 可愛的小妞 

D-6 陳婉琳 同上 花火 

D-7 吳文湛 同上 鮮花 

D-8 鄧永杰 同上 繽紛世界 

D-9 金宇星 同上 灌溉大樹 

D-10 梁嘉濠 同上 彩色 

D-11 李卓航 同上 猴子 

D-12 吳梓峰 同上 奇特的獅子 

D-13 順賢章 同上 三條小魚的海底世界 

D-14 特教 2 班 同上 手工小昆虫 

D-15 特教 1 班 同上 長頸鹿母子 

D-16 顧敬軒 同上 運動員 

    

E-1 吳栢霆 廣東省佛山市順德威權康復服務中心 家鄉夜景 

E-2 同上 同上 運動 

E-3 同上 同上 繽紛的海底世界 

E-4 同上 同上 蓝色的象 

E-5 同上 同上 大螃蟹 

E-6 同上 同上 獅子 

E-7 同上 同上 我們這一家 

E-8 同上 同上 梅花水墨吹畫 

E-9 同上 同上 美麗的家鄉 

E-10 同上 同上 郊外 

E-11 同上 同上 小鴨游泳 

E-12 順賢章 同上 蒙古包 

上述名單如有錯漏，請在 2011 年 12 月 31 日前，通知籌委會 info@autism.hk / csnsie@ied.edu.hk。 

mailto:info@autis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