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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 機 構 

名 稱 

参加

人數 

一等獎 

共 36名 

二等獎 

共  37 名 

三等獎 

共 42 名 

優異獎 

共 55 名 

匡智屯門晨崗學校 7 劉紫清、葉縉霖 5 任 愷 健 杜 永 佳 張 日 壤、陳 展 冲、岑 樂 謙 

禮賢會恩慈學校 30 戚雅婷、何力行 

曾嘉浩、Eldrick_ 

劉浩倫 

 

楊文諾、吳子明 

鄭嘉健、古天朗 

黃天朗  

 

何棣邦、麥御華、黃家晉 

蕭嘉榮、Namling_ 

 

秦宇軒、陳毅、陶信成_、盧施予 

陳坤寶、陳靖彤、黃俊濤、蕭卓豐 

王銘培、周順豐、郭鍵霖、葉嘉希 

鍾煒樂、司徒譽培、葉倬廷 

香港西區扶輪社匡智晨輝學校 13 李靜怡、黃柏桁 馬智宏、陸嘉浚 

曾建樂 

王展臻、傅靖鈞、楊卓藍、謝諾誼 周宇岳、姚偉良、楊啟隆、雷軼舒 

東華三院群芳啓智學校 16 王冬妮、柯展鴻 

 

楊靜宜、鄭文康 梁焯音、黃志燊、劉肇揮、蘇子聰 區港業、梁卓鋒、陳灝賢、黃健恆 

劉天月、蔡東霖、鄧凱茵、顧銘哲 

東華三院徐展堂學校 8 李廣釗、陳澤昊 

 

陳景熙 李志聰 吳凱勳、李寶兒、施純熙、劉羨杏 

天保民學校 9 何旭途、何芷婷 馮淦璋、葉逸熙、 鄧浩研、黃漢彥 朱浚鞍、區展鴻, 徐子思 

道慈佛社楊日霖紀念學校 4 王子晴、李昇 林嘉寶、曾家穎   

三水同鄉會劉本章學校 6 張浩倫、鄧綽瑤  江子軒、蘇煒喬 張麗嬅、Mubashir  

Creative Kids 12 LEUNG_HoiOn 

SHEN Emily 

WU_Chloe 

YAN_YuTong 

CHAU_TszChing_Annabella 

CHEUNG_CheukWai_Christy 

MARSH_Megan 

 

LI_Sophia_Grace 

LO_SzeWing_Candice 

TsangHoiTing 

YIP_Clarice 

YOUNG_Laura 

Passion Accessories 18 Ariel Chan 

Ruby Chung 

 

梁本天 

Pang Yuk Ping 

Denise Wong 、李穎兒、王哲、 

陳善朗、陳善楠、Chong Ching Yan 

杜文娟、Flora Chan、Tiffany Chin 

Kitty Poon、周秀英、Sindy Lee 

Billie、Phoebe F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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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名單如有錯漏，請通知秘書處黃慧儀小姐 

電話： 2948-7763；傳真：2948-7993；電郵 csenie@ied.edu.hk 

  

沙田公立學校 

 

22 梁文卓 03 

李頴濠 02 

陳朗彥 03 

陳子聰 03 

楊傑竣 03 

譚偉祐 02 

周智銪 02、 

謝浩賢 02 

蔡思遠 02 

劉浩賢 03 

高嘉禧 03 

郭鈞同 02 

陳琛義 02 

謝林恩 02 

蘇澤榮 03、丘籽婧 03 

許彥澤 04、謝林恩 04、 

余可晴 03、司徒志朗 03 

 

尹立仁 03、陳坤森 03 

 

匡智翠林晨崗學校 

 

19 陳彦霖 2、陳俊廷 

杜泓鍵 2、洪溢謙 4 

曾志盛 2、莫智恒 1 

張家銘 3、蔡祉融 

周以衡 

嚴沚聰 2、黃嘉耀 2、黄柏淘 

胡程皓 1、陳德熺、李俊傑 

温建明 4、廖家進、李皓勤 

陳晉暉 

保良局陳麗玲(百周年)學校 2 馮凱威 張家朗   

明愛樂進學校  
5 吳禮文 香國權 4  曾顯雯、劉子斌、徐旭浩 

 

個人 1 鄭靄其    

mailto:csenie@ied.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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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票設計比賽得獎名單   

獎  項 學 校  及  班 級 姓名 (參賽圖案編號) 

2015年 第 8屆 聯合國【世界關顧自閉日】 

大中華地區紀念封 圖案設計 得獎人 

東華三院徐展堂學校 陳澤昊 

評審團大獎 匡智屯門晨崗學校 葉縉霖 

多元創意圖案設計獎 匡智翠林晨崗學校 洪溢謙 

最具風格圖案設計獎 匡智屯門晨崗學校 葉縉霖 

最具潛質圖案設計獎 沙田公立學校 楊傑俊 

系列主題圖案設計獎 保良局陳麗玲(百周年)學校 馮凱威 

最佳指導老師獎 匡智翠林晨崗學校 蕭君寧老師 

最佳指導老師獎 沙田公立學校 何少霞老師 

優秀指導老師獎 沙田公立學校 陳珮文老師、梁漫真老師、楊尚嵐老師 

朱頌恩老師、羅卓怡老師、李慧萍老師 

優秀指導老師獎 保良局陳麗玲(百周年)學校 吳紅詩老師 

優秀指導老師獎 明愛樂進學校 馬瑞賢老師、黃家敏老師、梁潔蘭老師、   

鄭紫玲老師、鄒汶芯老師、劉漢輝老師 

優秀指導老師獎 匡智屯門晨崗學校 洪愛明老師 

優秀指導老師獎 禮賢會恩慈學校 楊綺華老師、江婷老師 

梁慧明老師、馬偉寶老師 

優秀指導老師獎 香港西區扶輪社匡智晨輝學校 陳倩雯老師 

優秀指導老師獎 東華三院群芳啓智學校 李志芬老師 

優秀指導老師獎 東華三院徐展堂學校 鄭紀雯老師 

優秀指導老師獎 天保民學校 陳佩英老師 

優秀指導老師獎 道慈佛社楊日霖紀念學校 文少輝老師 



香港自閉症聯盟 自閉症兒童基金協會 及 LoveXpress 愛傳遞  主辦  

2015年 第 8屆 聯合國【世界關顧自閉日】大中華地區 【城市交通工具】暨【用心緊扣  以愛連繫】 

心思心意郵票及紀念封 圖案設計比賽  得獎名單  (updated 31-12-2014) 

4 

優秀指導老師獎 三水同鄉會劉本章學校 黃佩嘉老師 

優秀指導老師獎 Creative Kids Emille Lau 

最踴躍參與學校獎 禮賢會恩慈學校 30 位參賽同學 

最踴躍參與學校獎 沙田公立學校 22 位參賽同學 

最踴躍參與學校獎 匡智翠林晨崗學校 19 位參賽同學 

最踴躍參與團體獎 Passion Accessories 18 位參賽朋友 

最踴躍參與學校獎 東華三院群芳啓智學校 16 位參賽同學 

 

備 註： 

1. 籌委會只限量印刷一等獎設計圖案郵票，並於 28/3/2015  (星期六) 香港自閉症研討會，會場限量公開發行 (地點：香港教育學

院大埔校園  D1-LP-04) 。注意具體出版日期，有待香港郵政批准。 

2. 如獲頒一等獎設計圖案(交通工具或自由題目)尚未繳交 JPEG數碼檔案，請儘快於 2015年 1月 15日前補交。注意如只用 Word文

件檔內貼設計圖案(交通工具或自由題目)遞交一等獎得獎人，亦須補交 JPEG數碼檔案。 

3. 其他獎項設計(二等、三等及優異獎)郵票只接受自費預訂印刷，不設公開發行；詳見預訂表格，截止預訂日期為 15/1/2015。 

4. 除大會自行印製一等獎設計圖案郵票外，所有自費預訂郵票亦請重新以 CD或 DVD遞交 JPEG數碼檔案，以免錯漏。 

5. 頒獎典禮訂於 2015年 3月 28月(星期六) 下午 2：00pm於香港教育學院大埔校園舉行，詳情稍後另函通知各得獎學校。 

6. 所有獲頒獎(包括：一等、二等、三等及優異獎) 的得獎人，均可獲安排於頒獎典禮親自上台領取獎狀，以示鼓勵。 

7. 如就是項比賽及頒獎典禮有任何查詢，請與秘書處黃慧儀小姐聯系，電話： 2948-7763；傳真：2948-7993電郵 csenie@ied.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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