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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扶教育 
扶貧、扶智、扶教 

地址:九龍青山道 339 號恒生青山道大廈 703-704 室                     電郵:threecareseducation@gmail.com 

 

(新界北、元朗及屯門-何小)  

比賽結果  

評判：翁美茵校長 

 

編號 學生姓名 學校名稱 誦材名稱 獎項 

A1 黃巧澄 啟思幼稚園(屯門分校) 春曉 優異獎 

A2 蔡焯藍 啟思幼稚園(屯門分校) 春曉 金獎 

A3 林芷潼 啟思幼稚園(屯門分校) 鹿柴 銅獎 

A4 陳卓傑 啟思幼稚園(屯門分校) 登鸛雀樓 銅獎 

A5 何曦兒 順德聯誼總會屯門梁李秀娛幼稚園 春曉 銀獎 

A6 余子淇 順德聯誼總會屯門梁李秀娛幼稚園 春曉 銀獎 

A7 吳紫妤 順德聯誼總會屯門梁李秀娛幼稚園 春曉 銀獎 

A8 李泓謙 順德聯誼總會屯門梁李秀娛幼稚園 下江陵 缺席 

A9 林芝樂 順德聯誼總會屯門梁李秀娛幼稚園 望廬山瀑布 銀獎 

A10 凌芯如 順德聯誼總會屯門梁李秀娛幼稚園 春曉 銀獎 

A11 張希瑤 順德聯誼總會屯門梁李秀娛幼稚園 春曉 金獎 

A12 張竣喬 順德聯誼總會屯門梁李秀娛幼稚園 遊子吟 金獎 

A13 張詠晴 順德聯誼總會屯門梁李秀娛幼稚園 遊子吟 優異獎 

A14 梁胤祥 順德聯誼總會屯門梁李秀娛幼稚園 春曉 優異獎 

A15 陳知雨 順德聯誼總會屯門梁李秀娛幼稚園 春曉 優異獎 

A16 陸喜兒 順德聯誼總會屯門梁李秀娛幼稚園 遊子吟 優異獎 

A17 馮曉彤 順德聯誼總會屯門梁李秀娛幼稚園 春曉 優異獎 

A18 黃羨雅 順德聯誼總會屯門梁李秀娛幼稚園 春曉 優異獎 

A19 黃詩婷 順德聯誼總會屯門梁李秀娛幼稚園 登鸛雀樓 出席證書 

A20 楊藹琳 順德聯誼總會屯門梁李秀娛幼稚園 詠鵝 銀獎 

A21 劉浩銘 順德聯誼總會屯門梁李秀娛幼稚園 靜夜思 優異獎 

A22 樊芊滺 順德聯誼總會屯門梁李秀娛幼稚園 回鄉偶書 銀獎 

A23 樊皚晴 順德聯誼總會屯門梁李秀娛幼稚園 靜夜思 銀獎 

A24 歐咫芊 順德聯誼總會屯門梁李秀娛幼稚園 春曉 銀獎 

A25 鄧蕊葶 順德聯誼總會屯門梁李秀娛幼稚園 相思 銅獎 

A26 鄭栢晞 順德聯誼總會屯門梁李秀娛幼稚園 春曉 銅獎 

A27 盧嘉琪 順德聯誼總會屯門梁李秀娛幼稚園 楓橋夜泊 銅獎 

A28 鍾嘉晴 順德聯誼總會屯門梁李秀娛幼稚園 詠鵝 銀獎 

A29 譚智宏 順德聯誼總會屯門梁李秀娛幼稚園 登鸛雀樓 銀獎 

A30 蘇芷瑤 順德聯誼總會屯門梁李秀娛幼稚園 靜夜思 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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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扶教育 
扶貧、扶智、扶教 

地址:九龍青山道 339 號恒生青山道大廈 703-704 室                     電郵:threecareseducation@gmail.com 

 

(新界北、元朗及屯門-何小)  

比賽結果  

評判：謝家盈校長 

 

編號 學生姓名 學校名稱 誦材名稱 獎項 

B1 Quintin Ting Hei Chu[英] S.T.F.A TMLLSYK Ode to the Goose 銀獎 

B2 Sabrina Wai Ting Chu[英] S.T.F.A TMLLSYK Night Thoughts 銀獎 

B3 LEE YUET KIU KAYLEIGH[英] 
SKH St Peter's Church Kindergarten 

(Castle Peak) 
One Morning in Spring  銀獎 

B4 鄧溢恩 [英]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朗屏真光幼稚園 Night Thoughts 銀獎 

B5 趙晞霖 [英]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朗屏真光幼稚園 Night Thoughts 銀獎 

B6 樊曦嵐 [英]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朗屏真光幼稚園 Night Thoughts 銅獎 

B7 李卓謙 [英]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朗屏真光幼稚園 Night Thoughts 銀獎 

B8 黎睿知 [英] 新一代英文幼稚園 Ode to the Goose 金獎 

B9 LEE CHIN WAN [英] 新一代英文幼稚園 Ode to the Goose 銅獎 

B10 鄭亦霖 [英] 順德聯誼總會屯門梁李秀娛幼稚園 Ode to the Goose 優異獎 

B11 鄭皓𣂷 [英] 順德聯誼總會屯門梁李秀娛幼稚園 Ode to the Goose 銅獎 

B12 何駿翱 [英] 新一代英文幼稚園 The Ballad of Liangzhou 銀獎 

B13 劉澤鋮 [英] 元朗三育幼稚園 The Song of a Travelling Son 銀獎 

B14 周沚瑩 [英] 美樂中英文幼稚園暨幼兒園 Night Thoughts 銀獎 

B15 梁凱琳 [英] 青松湖景幼稚園 One Morning in Spring  缺席 

B16 謝普賢 [英] 保良局易桂芳幼稚園 遊子吟 缺席 

B17 何玥希 新一代英文幼稚園 春曉 銅獎 

B18 吳初晴 新一代英文幼稚園 遊子吟 銀獎 

B19 謝栢僑 圓玄幼稚園（天逸邨） 春曉 金獎 

B20 陳星宇 新一代英文幼稚園 登鸛雀樓 銀獎 

B21 馮柏翹 新一代英文幼稚園 春曉 銀獎 

B22 黃愷翹 新一代英文幼稚園 遊子吟 銅獎 

B23 葉讚昇 新一代英文幼稚園 靜夜思 優異獎 

B24 鄭壹謙 新一代英文幼稚園 遊子吟 金獎 

B25 鄭楚諺 新一代英文幼稚園 下江陵 銀獎 

B26 李沛欣 新一代英文幼稚園 下江陵 銅獎 

B27 李豈暶 新一代英文幼稚園 遊子吟 銅獎 

B28 范卓唯 新一代英文幼稚園 詠鵝 優異獎 

B29 涂嘉萱 新一代英文幼稚園（屯門） 遊子吟 銀獎 

B30 楊展昊 新一代英文幼稚園/幼兒園（屯門） 遊子吟 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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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扶教育 
扶貧、扶智、扶教 

地址:九龍青山道 339 號恒生青山道大廈 703-704 室                     電郵:threecareseducation@gmail.com 

 

(新界北、元朗及屯門-何小)  

比賽結果  

評判：鄭家寶校長 

 

編號 學生姓名 學校名稱 誦材名稱 獎項 

C1 吳頌謙  仁愛堂劉皇發幼稚園暨幼兒園 靜夜思 銅獎 

C2 CHEN TAK HUNG  
PO LEUNG KUK YICK KWAI FONG 

KINDERGARTEN  
登鸛雀樓 銀獎 

C3 譚卓翹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真光幼稚園 春曉 金獎 

C4 鄭晴霞 [普]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真光幼稚園 春曉 金獎 

C5 賴依琳 [普]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真光幼稚園 春曉 銀獎 

C6 蔡皓翹 [普]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真光幼稚園 春曉 金獎 

C7 譚焯文 [普]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真光幼稚園 天淨沙●秋思 銀獎 

C8 邱嘉揚 [普]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真光幼稚園 江雪 銅獎 

C9 何穎妍 [普]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真光幼稚園 遊子吟 金獎 

C10 梁芷薰 [普]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真光幼稚園 遊子吟 銀獎 

C11 歐陽元祖 [普]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真光幼稚園 垓下歌 銀獎 

C12 關貝詩 [普]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真光幼稚園 遊子吟 金獎 

C13 羅梓溱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真光幼稚園 下江陵 銀獎 

C14 林思語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真光幼稚園 下江陵 銀獎 

C15 林毅煬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真光幼稚園 下江陵 銀獎 

C16 李姵妍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真光幼稚園二校 靜夜思 銅獎 

C17 吳天元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真光幼稚園二校 靜夜思 銅獎 

C18 蔡寶德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真光幼稚園二校 靜夜思 銅獎 

C19 張穎芯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真光幼稚園二校 靜夜思 銀獎 

C20 鄧名津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真光幼稚園二校 靜夜思 銀獎 

C21 林宏澤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真光幼稚園二校 靜夜思 銀獎 

C22 蕭浚洛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真光幼稚園二校 詠鵝 銀獎 

C23 洪靜昕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真光幼稚園二校 詠鵝 銀獎 

C24 張智森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真光幼稚園二校 詠鵝 銀獎 

C25 李芊璇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真光幼稚園二校 詠鵝 金獎 

C26 李玥妍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真光幼稚園二校 詠鵝 銅獎 

C27 徐影翹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真光幼稚園二校 詠鵝 銀獎 

C28 劉家康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真光幼稚園二校 詠鵝 銅獎 

C29 陳羽曦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真光幼稚園二校 詠鵝 銅獎 

C30 陳佩汶 [普] 新一代英文幼稚園 遊子吟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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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扶教育 
扶貧、扶智、扶教 

地址:九龍青山道 339 號恒生青山道大廈 703-704 室                     電郵:threecareseducation@gmail.com 

 

(新界北、元朗及屯門-何小)  

比賽結果  

評判：翁美茵校長 

 

編號 學生姓名 學校名稱 誦材名稱 獎項 

D1 曾天寶 順德聯誼總會屯門梁李秀娛幼稚園 登鸛雀樓 優異獎 

D2 盧筠宜 順德聯誼總會屯門梁李秀娛幼稚園 靜夜思 銀獎 

D3 郭縉軒 順德聯誼總會屯門梁李秀娛幼稚園 詠鵝 銀獎 

D4 劉璟琛 順德聯誼總會屯門梁李秀娛幼稚園 鹿柴 銅獎 

D5 伍朗僑 順德聯誼總會屯門梁李秀娛幼稚園 靜夜思 銀獎 

D6 郭韻晞 順德聯誼總會屯門梁李秀娛幼稚園 春曉 銅獎 

D7 黃中曦 順德聯誼總會屯門梁李秀娛幼稚園 垓下歌 銀獎 

D8 韓諾琳 順德聯誼總會屯門梁李秀娛幼稚園 春曉 缺席 

D9 張晉榕 順德聯誼總會屯門梁李秀娛幼稚園 下江陵 銀獎 

D10 潘愷琳 順德聯誼總會屯門梁李秀娛幼稚園 金縷衣 金獎 

D11 葉星言 順德聯誼總會屯門梁李秀娛幼稚園 相思 銀獎 

D12 蘇子晞 順德聯誼總會屯門梁李秀娛幼稚園 遊子吟 缺席 

D13 王碩喬 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幼稚園 相思 銀獎 

D14 梁靖翹 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幼稚園 春曉 缺席 

D15 陳昱成 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幼稚園 靜夜思 優異獎 

D16 麥子喬 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幼稚園 靜夜思 銀獎 

D17 黃琬庭 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幼稚園 靜夜思 銅獎 

D18 葉柏賢 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幼稚園 七步詩 銅獎 

D19 盧瑋 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幼稚園 靜夜思 銅獎 

D20 鄧正 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幼稚園 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 金獎 

D21 吳心玥 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幼稚園 七步詩 銀獎 

D22 張心美 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幼稚園 遊子吟 金獎 

D23 張文捷 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幼稚園 靜夜思 銀獎 

D24 吳以杰 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幼稚園、幼兒中心 春曉 銅獎 

D25 羅雅霖 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幼稚園、幼兒中心 春曉 銀獎 

D26 梁思律 路德會呂祥光幼稚園 憫農 銅獎 

D27 鄭志賢 路德會呂祥光幼稚園 靜夜思 銅獎 

D28 藍天佑 路德會呂祥光幼稚園 遊子吟 銀獎 

D29 張栢熙 學之園幼稚園暨雙語幼兒園(青衣灝景校) 七步詩 銅獎 

D30 譚塏鑫 珈琳中英文幼稚園 靜夜思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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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扶教育 
扶貧、扶智、扶教 

地址:九龍青山道 339 號恒生青山道大廈 703-704 室                     電郵:threecareseducation@gmail.com 

 

(新界北、元朗及屯門-何小)  

比賽結果  

評判：謝家盈校長 

 

編號 學生姓名 學校名稱 誦材名稱 獎項 

E1 陳泊霖 元朗三育幼稚園 靜夜思 銅獎 

E2 陳怡臻 元朗三育幼稚園 清明 銅獎 

E3 劉思穎 元朗三育幼稚園 遊子吟 銀獎 

E4 駱芊如 元朗三育幼稚園 靜夜思 金獎 

E5 伍樂軒 世佛會真言宗幼兒學校 登鸛雀樓 優異獎 

E6 吳柏燊 世佛會真言宗幼兒學校 詠鵝 銅獎 

E7 余心蕊 加州天地幼稚園 下江陵 銀獎 

E8 陳子昂 佳寶幼稚園（建生分校） 送孟浩然之廣陵 金獎 

E9 李晨栩 佳寶幼稚園第二分校(建生邨)  遊子吟 金獎 

E10 江敏熙 青松湖景幼稚園 登鸛雀樓 銀獎 

E11 劉曜韜 青松湖景幼稚園 遊子吟 銀獎 

E12 黃星妍 保良局田家炳兆康幼稚園 春曉 優異獎 

E13 徐朗賢 保良局易桂芳幼稚園 遊子吟 銅獎 

E14 蘇令澄 保良局易桂芳幼稚園 遊子吟 銅獎 

E15 陳凱琳 保良局易桂芳幼稚園 靜夜思 銀獎 

E16 高梓茵 保良局蔡冠深幼稚園 遊子吟 銀獎 

E17 庾珉碩 保良局蔡冠深幼稚園 春曉 銀獎 

E18 温樂雅 保良局蔡冠深幼稚園 望廬山瀑布 銅獎 

E19 劉梓峰 保良局蔡冠深幼稚園 春曉 優異獎 

E20 謝卓庭 保良局蔡冠深幼稚園 春曉 缺席 

E21 郭健孝 保良局蔡冠深幼稚園 遊子吟 優異獎 

E22 盧俙言 保良局蝴蝶灣幼稚園暨幼兒園 春曉 優異獎 

E23 張恩睿 保良局蝴蝶灣幼稚園暨幼兒園 遊子吟 缺席 

E24 張恩僖 保良局蝴蝶灣幼稚園暨幼兒園 遊子吟 缺席 

E25 葉思成 保良局蝴蝶灣幼稚園暨幼兒園 春曉 銀獎 

E26 劉嘉樂 珈琳幼稚園（屯門分校） 春曉 銅獎 

E27 鄧智謙 珈琳幼稚園（屯門分校） 春曉 銅獎 

E28 曾翊雅 美樂中英文幼稚園 登鸛雀樓 銀獎 

E29 LUI THEIA AMAZON 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幼稚園 登鸛雀樓 銀獎 

E30 呂允豫 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青雲路幼稚園 涼州詞 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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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扶教育 
扶貧、扶智、扶教 

地址:九龍青山道 339 號恒生青山道大廈 703-704 室                     電郵:threecareseducation@gmail.com 

 

(新界北、元朗及屯門-何小)  

比賽結果  

評判：鄭家寶校長 

 

編號 學生姓名 學校名稱 誦材名稱 獎項 

F1 殷曦雅 中華基督教會屯門堂幼稚園 憫農 銀獎 

F2 許晴 中華基督教會屯門堂幼稚園 春曉 銅獎 

F3 馮安娜 中華基督教會屯門堂幼稚園 靜夜思 銅獎 

F4 鍾珈晴 中華基督教會屯門堂幼稚園 靜夜思 銅獎 

F5 林斯雅 [普] 中華基督教會屯門堂幼稚園 憫農 缺席 

F6 林斯敏 [普] 中華基督教會屯門堂幼稚園 憫農 缺席 

F7 譚恩祈 中華基督教會屯門堂幼稚園 詠鵝 優異獎 

F8 梁銘懿 中華基督教會屯門堂幼稚園 靜夜思 缺席 

F9 關心雅 中華基督教會屯門堂幼稚園 登鸛雀樓 銅獎 

F10 廖佩欣 中華基督教會屯門堂幼稚園 春曉 優異獎 

F11 俞匡毅 中華基督教會屯門堂幼稚園 春曉 優異獎 

F12 郭曦怡 中華基督教會屯門堂幼稚園 靜夜思 優異獎 

F13 吳子愉 中華基督教會屯門堂幼稚園二校 詠鵝 銅獎 

F14 黎彥翹 中華基督教會屯門堂幼稚園二校 春曉 缺席 

F15 陳玟妡 中華基督教會屯門堂何福堂幼稚園 遊子吟 銅獎 

F16 陳進禮 中華基督教會屯門堂何福堂幼稚園 詠鵝 銅獎 

F17 潘斯晨 中華基督教會屯門堂何福堂幼稚園 七步詩 優異獎 

F18 馮湘婷 中華基督教會屯門堂何福堂幼稚園 靜夜思 銅獎 

F19 卓日晶 中華基督教會屯門堂何福堂幼稚園 七步詩 缺席 

F20 黃柏翹 中華基督教會屯門堂何福堂幼稚園 登鸛雀樓 優異獎 

F21 葉鎬朗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幼稚園 春曉 缺席 

F22 麥頌昕 仁濟醫院山景幼稚園 春曉 優異獎 

F23 許健麟 仁濟醫院山景幼稚園 春曉 優異獎 

F24 彭靖峰 仁濟醫院山景幼稚園 靜夜思 銅獎 

F25 曾凡超 仁濟醫院山景幼稚園 靜夜思 優異獎 

F26 謝梓晴 仁濟醫院山景幼稚園 春曉 優異獎 

F27 潘芷恩 仁濟醫院山景幼稚園 靜夜思 優異獎 

F28 黃芷澄 仁濟醫院山景幼稚園 靜夜思 優異獎 

F29 張蔚喬 仁濟醫院山景幼稚園 靜夜思 銅獎 

F30 潘愷澄 仁濟醫院山景幼稚園 靜夜思 出席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