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鄭任安夫人學校 

2016/2017 年度 

屯門區各幼稚園畢業同學品行及學業優異表現 

佳寶幼稚園(屯門分校) (P.1) 

 級別 姓名 獎  項 

1 

一年級 

司徒熙琳 

創校校監鄭任安先生 

紀念獎學金 

陳玉蓮老師 

紀念獎學金 
學業獎 服務獎 

佳寶教育基金會陳佐才獎學金(中文科) 中文學科獎 

2 陳頌言 
創校校監鄭任安先生 

紀念獎學金 

陳玉蓮老師 

紀念獎學金 
學業獎 服務獎 

3 鄭永熙 

陳玉蓮老師 

紀念獎學金 
學業獎 中文學科獎 英文學科獎 

佳寶教育基金會陳佐才獎學金(中文科、英文科) 

4 

二年級 

詹悅 

創校校監鄭任安先生紀

念獎學金 
校董會獎學金 

陳玉蓮老師 

紀念獎學金 

佳寶教育基金會陳佐才獎學金(中文科、英文科) 
任安達人 

獎學金 

學業獎 中文學科獎 英文學科獎 品行獎 

5 陳巧琳 陳玉蓮老師紀念獎學金 學業獎 

6 譚梓正 陳玉蓮老師紀念獎學金 學業獎 服務獎 

7 陳晞嵐 學業獎 

8 黃穎怡 品行獎 

9 陳巧日 服務獎 

10 劉裕康 服務獎 

11 陳翊為 學業進步獎 

12 

三年級 

鄭博文 陳玉蓮老師紀念獎學金 學業獎 

13 羅梓穎 學業獎 服務獎 

14 鄧知禮 陳玉蓮老師紀念獎學金 

15 羅巧穎 品行獎 

16 

四年級 

陳晞哲 創校校監鄭任安先生紀念獎學金 
陳玉蓮老師 

紀念獎學金 
學業獎 

17 文幸恩 
佳寶教育基金會陳佐才獎學金 

(中文科) 
陳玉蓮老師 

紀念獎學金 
中文學科獎 

18 陳浩軒 
佳寶教育基金會陳佐才獎學金 

(中文科) 
陳玉蓮老師 

紀念獎學金 
中文學科獎 

19 劉卓健 陳玉蓮老師紀念獎學金 

20 吳沅霖 服務獎 

21 鄧凱悠 服務獎 

22 陳柏言 學業進步獎 

23 譚敏希 學業進步獎 



佳寶幼稚園(屯門分校) (P.2) 

 級別 姓名 獎  項 

24 

五年級 

梁雋翹 
陳玉蓮老師 

紀念獎學金 
學業獎 服務獎 

25 黃澄洇 學業獎 風紀服務獎 

26 龐正豪 風紀服務獎 

27 譚雅勵 風紀服務獎 

28 陳巧天 服務獎 

29 何衍蔓 學業獎 

30 

六年級 

吳淑鈞 
陳玉蓮老師 

紀念獎學金 
中文學科獎 品行獎 風紀服務獎 

31 李東桀 學業獎 數學學科獎 風紀服務獎 

32 鄧詩琪 學業獎 品行獎 風紀服務獎 

33 馮玉瑩 品行獎 風紀服務獎 

34 陳雯筠 品行獎 風紀服務獎 

35 羅靖昕 服務獎 風紀服務獎 

36 蘇煒翔 服務獎 風紀服務獎 

37 陳建熹 風紀服務獎 

38 余穎昀 風紀服務獎 

39 羅國鋒 風紀服務獎 

40 羅子淇 風紀服務獎 

41 黃虹萍 風紀服務獎 

42 郭詠恩 風紀服務獎 

43 李浩軒 風紀服務獎 

 

 

珈琳幼稚園(屯門分校) 

 級別 姓名 獎  項 

1 

一年級 

霍柏澔 陳玉蓮老師紀念獎學金 服務獎 

2 袁紫菡 學業獎 服務獎 

3 楊子軒 服務獎 

4 
二年級 

楊卓熹 陳玉蓮老師紀念獎學金 學業獎 

5 梁潁 學業進步獎 

6 
三年級 

郭安翹 陳玉蓮老師紀念獎學金 

7 雷子鈞 陳玉蓮老師紀念獎學金 



8 李灝軒 學業獎 

9 黃家浩 服務獎 

10 鄺逸信 服務獎 

11 陳梓韜 服務獎 

12 
四年級 

練晞雯 品行獎 

13 何穎妃 品行獎 

14 
五年級 

麥熙彤 學業獎 服務獎 風紀服務獎 

15 麥文彬 服務獎 

16 

六年級 

林嘉怡 
佳寶教育基金會譚慕基獎學金 學業獎 中文學科獎 

品行獎 風紀服務獎 

17 梁震軒 學業獎 服務獎 風紀服務獎 

18 余禧汶 陳玉蓮老師紀念獎學金 學業獎 服務獎 

19 許綺雯 佳寶教育基金會譚慕基獎學金 中文學科獎 風紀服務獎 

20 莊志恒 陳玉蓮老師紀念獎學金 學業獎 

21 林予欣 學業獎 中文學科獎 

22 梁俊熙 服務獎 

23 張子傑 服務獎 

 

 

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兆麟苑幼稚園 

 級別 姓名 獎  項 

1 一年級 高恆 服務獎 

2 

二年級 

黃子悠 
陳玉蓮老師紀念獎學金 學業獎 英文學科獎 

佳寶教育基金會陳佐才獎學金(英文科) 

3 黃詠姸 陳玉蓮老師紀念獎學金 學業獎 

4 黃子寧 服務獎 

5 羅希曈 學業獎 

6 黃孝彰 學業獎 

7 袁詩婷 品行獎 

8 三年級 陳雙喬 佳寶教育基金會陳佐才獎學金(英文科) 英文學科獎 

9 

四年級 

渡邊明 佳寶教育基金會陳佐才獎學金(英文科) 英文學科獎 

10 黃曉彤 服務獎 風紀服務獎 

11 李愷翹 學業獎 品行獎 風紀服務獎 



12 陳澧珩 服務獎 

13 郭一言 學業獎 

14 簡潔心 服務獎 

15 高信 風紀服務獎 

16 

五年級 

馮蔚翹 學業獎 品行獎 風紀服務獎 

17 黃潁溱 服務獎 

18 歐鍩妍 風紀服務獎 

19 

六年級 

梁凱榮 
陳玉蓮老師紀念獎學金 佳寶教育基金會譚慕基獎學金 

任安達人獎學金 學業獎 英文學科獎 品行獎 風紀服務獎 

20 陳俊珽 陳玉蓮老師紀念獎學金 學業獎 英文學科獎 

21 渡邊威 英文學科獎 風紀服務獎 

22 盧子喬 學業進步獎 

23 周諾敏 風紀服務獎 

 

 

佳寶幼稚園第二分校(建生邨) 

 級別 姓名 獎  項 

1 三年級 鍾蕙喬 學業進步獎 

2 四年級 文頌山 陳玉蓮老師紀念獎學金 

3 六年級 關晴心 風紀服務獎 

 

 

雅麗斯英文幼稚園暨幼兒園 

 級別 姓名 獎  項 

1 一年級 伍子瑤 陳玉蓮老師紀念獎學金 學業獎 品行獎 

2 三年級 陳楠謙 

創校校監鄭任安先生 

紀念獎學金 

佳寶教育基金會陳佐才獎學金 

(中文科、數學科) 

陳玉蓮老師紀念獎學金 中文學科獎 數學學科獎 

學業獎 品行獎 

3 
四年級 

林正軒 學業獎 

4 周子龍 服務獎 

5 五年級 陳雅志 風紀服務獎 

6 
六年級 

廖浩南 陳玉蓮老師紀念獎學金 學業獎 數學學科獎 

7 何靖琪 服務獎 

 



 

仁愛堂劉皇發幼稚園暨幼兒園 

 級別 姓名 獎  項 

1 四年級 劉煡誠 服務獎 

2 五年級 戴嘉銘 

創校校監鄭任安先生 

紀念獎學金 

校董會 

獎學金 

陳玉蓮老師 

紀念獎學金 

佳寶教育基金會陳佐才獎學金 

(中文科、英文科) 
品行獎 

學業獎 中文學科獎 英文學科獎 

3 六年級 鄺寶怡 創校校監鄭任安先生紀念獎學金 
陳玉蓮老師 

紀念獎學金 
學業獎 

 

 

仁愛堂顏寶鈴幼稚園 

 級別 姓名 獎  項 

1 四年級 何敏琪 服務獎 

2 
五年級 

何佩鍵 

創校校監鄭任安先生 

紀念獎學金 
陳玉蓮老師紀念獎學金 

佳寶教育基金會陳佐才獎學金(數學科) 

學業獎 數學學科獎 服務獎 

3 黃靖嵐 品行獎 風紀服務獎 

4 六年級 戴誠俊 學業進步獎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安定幼兒學校 

 級別 姓名 獎  項 

1 一年級 容納生 陳玉蓮老師紀念獎學金 學業獎 

2 二年級 劉心悅 服務獎 

3 四年級 潘嘉妍 品行獎 

4 五年級 黃依晴 服務獎 

5 六年級 馮芷喬 風紀服務獎 

 

  



 

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幼稚園 

 級別 姓名 獎  項 

1 

一年級 

連芯瑩 學業獎 

2 黃子祐 學業獎 

3 湯思榆 品行獎 

4 
二年級 

黃曉瑩 學業獎 

5 簡榛 服務獎 

6 
三年級 

顏巧瑤 陳玉蓮老師紀念獎學金 服務獎 

7 陳朗峯 學業獎 

8 
六年級 

廖玥曈 佳寶教育基金會程義獎學金 家長教師會「學業進步獎」 

9 簡榣 風紀服務獎 

 

 

東華三院高德根紀念幼稚園 

 級別 姓名 獎  項 

1 二年級 鄭嘉浠 陳玉蓮老師紀念獎學金 

2 

三年級 

高皓溵 陳玉蓮老師紀念獎學金 

3 潘明禧 學業獎 服務獎 

4 四年級 利孝陽 學業獎 

 

 

啟思幼稚園幼兒園(屯門) 

 級別 姓名 獎  項 

1 一年級 黃彩晴 陳玉蓮老師紀念獎學金 學業獎 

2 

五年級 

高喆 陳玉蓮老師紀念獎學金 學業獎 

3 李欣桐 服務獎 風紀服務獎 

 

  



順徳聯誼總會屯門梁李秀娛幼稚園 

 級別 姓名 獎  項 

1 
一年級 

黎  品行獎 

2 郭紫瑩 品行獎 

3 二年級 周芷媛 品行獎 

4 

四年級 

馮靜雯 學業獎 品行獎 

5 孔繁嫣 品行獎 

6 盧詠詩 服務獎 

7 

五年級 

黎樂宜 陳玉蓮老師紀念獎學金 學業獎 

8 熊梓淘 品行獎 風紀服務獎 

9 張希宜 風紀服務獎 

10 潘泳希 風紀服務獎 

 

 

保良局蔡冠深幼稚園 

 級別 姓名 獎  項 

1 一年級 祝子茵 學業獎 

2 三年級 周鉑軒 學業獎 品行獎 

3 
四年級 

阮旻樂 
陳玉蓮老師紀念獎學金 

佳寶教育基金會陳佐才獎學金 

(數學科) 

學業獎 數學學科獎 

4 羅浚林 品行獎 

5 五年級 曾詠晞 品行獎 風紀服務獎 

 

 

保良局田家炳兆康幼稚園 

 級別 姓名 獎  項 

1 二年級 黃鍵彬 服務獎 

2 

三年級 

林凱蕎 佳寶教育基金會程義獎學金 家長教師會「學業進步獎」 

3 伍衛衡 學業獎 

4 鄭俊浩 服務獎 

5 
四年級 

勞偉怡 陳玉蓮老師紀念獎學金 

6 劉凱彤 服務獎 

7 六年級 劉凱晴 服務獎 

 



 

中華基督教會屯門堂幼稚園/幼兒園 

 級別 姓名 獎  項 

1 五年級 羅家瑩 陳玉蓮老師紀念獎學金 學業獎 服務獎 

 

 

晶晶幼稚園(屯門校) 

 級別 姓名 獎  項 

1 四年級 陳欣延 風紀服務獎 

2 六年級 楊元培 

陳玉蓮老師紀念獎學金 學業獎 英文學科獎 

佳寶教育基金會譚慕基獎學金 數學學科獎 

 

 

美樂中英文幼稚園 

 級別 姓名 獎  項 

1 

一年級 

余紹鉅 學業獎 

2 陳詠晴 品行獎 

3 

二年級 

馬穎熙 學業獎 品行獎 

4 楊浚賢 服務獎 

 

 

美樂中英文幼稚園暨幼兒園(景峰花園分校) 

 級別 姓名 獎  項 

1 一年級 胡承亨 佳寶教育基金會程義獎學金 家長教師會「學業進步獎」 

2 二年級 宋妍汐 佳寶教育基金會程義獎學金 家長教師會「學業進步獎」 

3 六年級 蕭敏兒 學業獎 品行獎 

 

  



真理浸信會富泰幼稚園 

 級別 姓名 獎  項 

1 
一年級 

陳曉汶 服務獎 

2 陳紫棋 服務獎 

3 
四年級 

何家謙 學業獎 

4 馮振坤 服務獎 

5 
五年級 

陳瑋瑜 品行獎 

6 陳珀瑜 品行獎 風紀服務獎 

7 六年級 沈凱怡 服務獎 

 

 

樂善堂張葉茂清幼稚園 

 級別 姓名 獎  項 

1 三年級 盧枳妤 學業進步獎 

2 四年級 李鑫威 學業獎 風紀服務獎 

 

 

聖樂兒教育機構天后中英文幼稚園 

 級別 姓名 獎  項 

1 二年級 朱睿妍 品行獎 學業進步獎 

2 

四年級 

范少秋 
佳寶教育基金會程義獎學金 家長教師會「學業進步獎」 

風紀服務獎 

3 陳佳蕾 品行獎 

4 麥穎奇 學業進步獎 

 

  



聖樂兒教育機構天后中英文幼稚園二校 

 級別 姓名 獎  項 

1 

三年級 

鄧雨桐 品行獎 

2 鍾倩欣 服務獎 

3 六年級 吳佩雯 風紀服務獎 

 

 

英藝幼稚園(屯門) 

 級別 姓名 獎  項 

1 一年級 梁靖賢 品行獎 

 

 

珈琳中英文幼稚園(龍門居分校) 

 級別 姓名 獎  項 

1 

五年級 

李芷穎 服務獎 風紀服務獎 

2 梁靖 服務獎 

3 張泓本 學業進步獎 

 

 

保良局蝴蝶灣幼稚園暨幼兒園 

 級別 姓名 獎  項 

1 三年級 張珈睿 品行獎 

 

 

仁濟醫院山景幼稚園/幼兒中心 

 級別 姓名 獎  項 

1 三年級 劉衍兒 品行獎 

 

  



樂善堂鄧德濂幼稚園 

 級別 姓名 獎  項 

1 三年級 黃子峰 學業進步獎 

2 六年級 張詠萱 品行獎 風紀服務獎 

 

 

路德會建生幼稚園 

 級別 姓名 獎  項 

1 一年級 陳千羽 服務獎 

 

 

保良局易桂芳幼稚園 

 級別 姓名 獎  項 

1 二年級 魯康妮 服務獎 

 

 

山景邨浸信會幼稚園 

 級別 姓名 獎  項 

1 一年級 孫芷揚 學業進步獎 

 

 

救世軍三聖幼兒學校 

 級別 姓名 獎  項 

1 五年級 鄭淳蔚 風紀服務獎 

 

 

路德會富泰幼兒園 

 級別 姓名 獎  項 

1 六年級 何靜琳 風紀服務獎 

 



 

田景邨浸信會呂郭碧鳳幼稚園 

 級別 姓名 獎  項 

1 六年級 鄭子軒 風紀服務獎 

 

 

路德會呂祥光幼稚園 

 級別 姓名 獎  項 

1 六年級 蘇曉瑩 風紀服務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