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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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 校 / 機 構 名 稱 人數 一等獎(24位) 二等獎 (27位) 三等獎 (30位) 優異獎 (28位) 

保良局余李慕芬紀念學校 55 楊麗華、蔡展揚 

應尚熹、葉俊言、 

呂文希、 

 

郭嘉婷、蔣佳陞、鄺朗熙、 

詹熙正、石文天、張耀洪 

袁逸朗、曾俊言、關承溱、 

陳睿康、謝旻曉、陳永崙 

Gurung Em Prasad、陳子清、

郝嘉樂、曾琳晏 

陳泳揚、譚翠欣、鄧俊杰、

關澤銘、鄭文康、陳溱嶠、 

胡震灝、謝汶熹、林家祺、 

張恆安、楊宗朋、丁奕珊、 

Payne Joseph Daniel、 

余靖漢 

張樂瑤、高欣海、鄭明熙、黄進文 

吳曉鋒、Mohammad Kashif、李力恩 

黃柏熹、馮皓麟、何佩柔、古健希 

陳梓洋、趙蘊瑜、劉梓恩、蔡曉晴、 

張敬熙、吳菀桐、徐頌恒、吳卓倫、 

黄以諾 

 匡智翠林晨崗學校  

 

14 胡程皓 1、呂浩然 

林暐恒、劉駿熙 

李榮軒、莫智恒 2 

陳雋熙、譚雲峯 

方紫珊、張子欣、黄柏淘、

張思雅、黃嘉耀、廖家進 

不適用 

東華三院群芳啓智學校 11 劉天月 劉嘉豪、黃健恒 許景煜、顧銘哲、蘇子聰 黄子聰、王冬妮、章傑俊、鄧諾言 

庄博文、 

保良局陳麗玲(百周年)學校 11 黄柏明 1、馮凱威 1

張家朗 1、鄧浩釗 3 

李俊明 

 

王晶蔚、周永建、葉修學 李君朗、曾敬奎、周恩杰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學校 11 吳澤豪、梁永祥 

周國山、粘宏境 

鄭嘉民、 

茅倬銘、陳浚洪 

楊仟浩、 

黃邵林、鍾國欣、馮錦豪 不適用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普光學校 4 梁溢希、梁梓誠 

周泓禧 

姚家龍 不適用 不適用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1 不適用 不適用 劉靜婷 不適用 

個 人 1 陳顥丹、林卓瑤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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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  項   學校及班級 姓名 (參賽圖案編號/標題)  

2016年 第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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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普光學校 (中三) 周泓禧 (藝穗會) 

評審團大獎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學校 (中三) 周國山 (雷生春) 

最具風格圖案設計獎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學校 (中一) 鄭嘉民 

最具地方色彩圖案設計獎  保良局陳麗玲(百周年)學校 (G1A) 馮凱威  

最具潛質圖案設計獎 匡智翠林晨崗學校 (中二) 胡程皓 

最佳系列主題圖案設計獎 保良局陳麗玲(百周年)學校 (G3B) 鄧浩釗  

多元創意圖案設計獎 保良局余李慕芬紀念學校 應尚熹 

最積極團體設計活動獎 保良局余李慕芬紀念學校 城市建築物 - 集體攝影活動 

最佳指導老師獎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普光學校 余劍虹老師 

最佳指導老師獎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學校 王麗瑋老師 

最佳指導老師獎 保良局陳麗玲(百周年)學校 余淑芬老師 

優秀指導老師獎 保良局余李慕芬紀念學校 趙慧映老師、羅歡儀老師、吳綺玲老師 

吳鎮豪老師、黄可兒老師、陳倩恩老師 

優秀指導老師獎 匡智翠林晨崗學校 蕭君寧老師、黃正豪老師   

優秀指導老師獎 東華三院群芳啓智學校 陳錦燕老師 

優秀指導老師獎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學校 梁嘉誼老師、陳嘉歡老師 

陳巧儀老師、柯家盈老師 

最踴躍參與學校獎 保良局余李慕芬紀念學校 55 位參賽同學 

備註：有關活動名稱及獎項的英文譯名參見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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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第 9屆 聯合國【世界關顧自閉日】大中華地區 【城市建築物】 

心思心意郵票及紀念封 圖案設計比賽  得獎名單  (V9-更新日期：2016年 1月 11日) 

3 

 

備 註： 

1. 籌委會只限量印刷一等獎設計圖案郵票，暫定於 19/3/2015  (星期六)公開發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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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繳交符合郵票印刷規格 JPEG數碼檔案 *，請儘快於 2016年 1月 15日前補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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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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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3月 19月(星期六) 下午 2：00p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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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大會印刷：一等獎小版張 (1-A款) 參賽作品名單   個人/學校訂購數量不限 

保良局余李慕芬紀念學校 - 楊麗華 保良局余李慕芬紀念學校 - 蔡展揚 保良局余李慕芬紀念學校 - 應尚熹 

保良局余李慕芬紀念學校 - 葉俊言 *  保良局余李慕芬紀念學校 - 呂文希 * 保良局陳麗玲(百周年)學校 - 黄柏明 1 

保良局陳麗玲(百周年)學校 - 馮凱威 1 保良局陳麗玲(百周年)學校 - 張家朗 1 保良局陳麗玲(百周年)學校 - 鄧浩釗 3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普光學校 - 梁溢希 *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普光學校 - 梁梓誠 *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普光學校 - 周泓禧 * 

 

由大會印刷：一等獎小版張 (1-B款) 參賽作品名單   個人/學校訂購數量不限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學校 - 吳澤豪 *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學校 - 梁永祥 *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學校 - 周國山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學校 - 粘宏境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學校 - 鄭嘉民 * 匡智翠林晨崗學校 - 胡程皓 1 

匡智翠林晨崗學校 - 呂浩然  匡智翠林晨崗學校 - 林暐恒  匡智翠林晨崗學校 - 劉駿熙 

東華三院群芳啓智學校 - 劉天月  個 人 - 陳顥丹  個 人 - 林卓瑤  

 

活動名稱及獎項的英文譯名 

香港自閉症聯盟、自閉症兒童基金協會及愛傳遞  主辦  

2016年 第 9屆 聯合國【世界關顧自閉日】大中華地區 心思心意郵票 及 紀念封 圖案設計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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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9
th

 United Nations 【World Autism Awareness Day】 (2016)  

Greater China Region – Heartwarming Stamp & Anniversary Envelope Design Competition 

Organized by Autism Hong Kong、Autism Children Foundation & LoveXpress 

2016年世界關顧自閉日郵票及紀念封設計比賽得獎名單 

The Award list of 2016 WAAD Stamp & Envelope Design Competition 

2016年 第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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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Greater China Region Anniversary Envelope Design Award of The 9
h
 United Nations【WAAD】 (2016)  

 

一等獎 First Class Honour 

二等獎 Second Class Honour 

三等獎 Third Class Honour 

優異獎 Merit Award  

評審團大獎 The Grand Panel Award 

最具風格圖案設計獎 The Most Stylistic Award 

最具地方色彩圖案設計獎 The Best Regional Style Award 

最具潛質圖案設計獎 The Most Potential Award 

最佳系列主題圖案設計獎 The Best Series Theme Award 

多元創意圖案設計獎 The Best Creative Design Award 

最積極團體設計活動獎  The Best Group Design Activity Award 

最佳指導老師獎 The Excellent Guiding Teacher Award 

優秀指導老師獎 The Best Guiding Teacher Award 

最踴躍參與學校獎 The Most Participating School Awa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