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冠軍 亞軍 季軍

仁愛堂田家炳幼稚園暨幼兒園 林意喬 陳伊翹 丁啟翀 羅逴謙 張思媛

K3 K2 K3 K2 K2

仁濟醫院山景幼稚園/幼兒中心 謝梓晴  梁柏遙 黃恩潼  彭靖峰 周宇禧

K2 K3 K3 K2 K1

仁濟醫院嚴徐玉珊幼稚園 陳瀅 何雨馨 盧建豪 譚佩琪 陳馨誼

K3A K2A K3A K1A K3A

世界龍岡學校朱瑞蘭中英文幼稚園 胡堯森 姜晉 楊芷晴 何東 韓德湘

K3A K3B K1A K1A K3B

田景邨浸信會呂郭碧鳳幼稚園 何柏軒 黎卡塱 蔡禮謙 張詠淇 黃凱晴

K2B K2A K3C K3B K2A

佳寶幼稚園第二分校(建生邨) 何泳妤 劉欣樂 林熹雋 郭譯謙 曾允俐

下低A 上高B 上低A 全日高C 上低B

東華三院李黃慶祥紀念幼稚園 鍾鍾偉旻 黃琬晴 余澄皓 黃伊妮 温卓彥

K2A K3 K3A K2A K2A

保良局田家炳兆康幼稚園 馮濼悠 蔡健晞 馮濼澄 張雪瑩 黎桌翹

K3A K1A K1A K2D K3F

保良局易桂芳幼稚園 邵殷晞 潘巧兒 張凱莉 梁心悅 湯晉緯

K2B K2B K2B K2D K2C

保良局蔡冠深幼稚園 倪詠芯 陳宣伶 邱千祐 許梓瑤 趙佩琳

上低A 下高A 下幼A 上高A 下高A

建生浸信會白普理幼兒園 陳皓峯 黎信謙 郭月明 姜浚宇 李愷晴

K2 K1 K2 高班 K1

香港浸信會聯會寶田幼稚園 鮑家儀 王宸琳 黃靖芸 唐未桐 范翠宜

幼低喜樂班 和平班 幼高良善班 幼高良善班 幼低喜樂班

香港聖公會聖西門大興幼兒學校 鍾凱澄 葉希晴 李詠桐

低班 低班 低班

香港聖公會聖西門良景幼兒學校 郭凱潼 林樂禧 陳穎嫙 余詠珈 張凱晴

K1 高班 低班 低班 低班

啟思幼稚園幼兒園（屯門） 陳洛文 馮凱詩 魏宇軒

下午幼兒1班 上午低級1班 上午幼兒1班

學校
優異獎

填色比賽獲獎名單



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幼稚園 李樂天 劉沛朗 羅雪庭 李祟亨 廖鈗希

上低2B 上低3B 上高2B 下低2B 下高1B

天后中英文幼稚園 Yuen Ngo Ching 陳嘉駿

K3A K2A

路德會良景幼兒園 郭浩森 陳可兒 霍縉彥 Mok Sin Lai 梁翼安

K2 K3 K1 K3 K2

路德會建生幼稚園 劉韋希 盧思樺 李幸澄 陳俊謙 區柏謙

幼望K1 高信 低愛 幼望 幼望

樂善堂張葉茂清幼稚園 黃俊皓 曹佑鎵 馮琳煒 林靖柔 陳柏豪

全日K3B 全日K1A 全日K3B 上K2A 全日K1B

中華基督教會屯門堂幼稚園/幼兒園 黃苡喬 吳卓楠 郭曦怡 王佩盈 KWAN SUM NGA SUMMER

K3 高班 K1 K3 K3

中華基督教會屯門堂幼稚園二校 張涴柔 蔡依辰 劉祖亨 彭健朗 梁心悅

K3A K3A K3A K1A K1A

中華基督教會屯門堂何福堂幼稚園/幼兒園 馮湘婷 袁熙蕊 袁詩翹 甘玥喬 陳玟妡

K2B K2B K2A K3B K2B

保良局郭羅桂珍幼稚園 劉梓謙 鄧卓蕎 李晴朗 陳樂悠 符昀昊

K3B K1A K1A K2A K1C

樂善堂鄧德濂幼稚園 吳詩恩 張駿浩 施曉恩 布子美 莫哈迪

K1B K1B 全日幼A 全日低B K1B

陳一心 徐晞雨 陳景暘 袁焯祐 吳柏霆

K3Bam 下1C 上K1B K2Aam 下3A

伍嘉倩 林浩翹 冼穎嵐 鄭芯穎 翟彥霖

K3A K3Apm K3D K1B K3E

施彥榛 莊希信 黃軼晞 江婉瀅 余曉姿

下3Aam 上高B K2A K3B 上高B

東華三院馬陳家歡幼稚園 倫莃蕎 黃子睿 李焯瑤 黎浚霖 鍾苡晴

LKAam UKCam LKBam NCB NCBam

世佛會觀自在幼兒學校 陸子豐 劉泓廷 何芷榆 張映曈 劉一芯

低班 低班 低班 幼兒班 幼兒班

珈琳幼稚園(屯門分校)

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兆麟苑幼稚園

晶晶幼稚園(屯門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