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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年協會 

專業叢書統籌組 

校園作家大招募計劃 2021-2022 

計劃入圍名單 

 

小説組入圍名單（排名不分先後）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就讀年級 

1.   中華基督教會馮梁結紀念中學 王蕊 中四 

2.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陳景均 中四 

3.  天主教郭得勝中學 劉曉彤 中一 

4.  屯門天主教中學 藍星喻 中三 

5.  文理書院（九龍） 李龍威 中四 

6.  可風中學（嗇色園主辦） 李芍曈 中四 

7.  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 黎海潼 中四 

8.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 蔡蕙蔓 中四 

9.  沙田官立中學 馬若嵐 中二 

10.  沙田循道衞理中學 梁與晴 中二 

11.  協恩中學 陳婧之 中三 

12.  拔萃女書院 郭品孜 中四 

13.  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邵婉欣 中三 

14.  保良局何蔭棠中學 梁梓彤 中三 

15.  保良局胡忠中學 戴君怡 中四 

16.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謝嘉盈 中三 

17.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龍咏荷 中四 

18.  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 羅靖誼 中二 

19.  保良局羅傑承（一九八三）中學 郭晞雯 中四 

20.  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 黃海珊 中四 

21.  英華書院 林晉寬 中四 

22.  迦密柏雨中學  陳曼榛 中四 

23.  香島中學 許佳怡 中四 

24.  香港鄧鏡波書院 彭潤楷 中四 

25.  馬鞍山聖若瑟中學 胡振燁 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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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就讀年級 

26.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陳熙雅 中三 

27.  啓思中學 林翰賢 中四 

28.  喇沙書院 楊光耀 中二 

29.  循道中學 方湘粵 中四 

30.  順利天主教中學 郭煜 中一 

31.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黎睿姿 中二 

32.  聖保祿學校（中學部） 梁又嘉 中二 

33.  聖保羅男女中學 官有謙 中四 

34.  嘉諾撒聖心書院 吳詠曦 中四 

35.  嘉諾撒聖方濟各書院 Katherine Yeung 中四 

36.  嘉諾撒聖家書院 李暟文 中四 

37.  廖寶珊紀念書院 林樂瑤 中四 

38.  瑪利曼中學 吳嘉怡 中三 

39.  趙聿修紀念中學 許焯然 中四 

40.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黃依潼 中四 

41.  觀塘瑪利諾書院 卓兆聰 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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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小説組入圍名單（排名不分先後）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就讀年級 

1.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中學 李秀雯 中四 

2.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書院 馬瑜晨 中二 

3.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兆棠中學 陳姝均 中三 

4.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劉嘉慶 中四 

5.  北角協同中學 劉依琳 中四 

6.  可風中學（嗇色園主辦） 翟緯鍶 中四 

7.  石籬天主教中學 劉嘉倪 中四 

8.  伊利沙伯舊生會湯國華中學 周卓楠 中三 

9.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協和） 鍾子欣 中四 

10.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陳朗謙 中四 

11.  沙田培英中學 詹雪 中四 

12.  拔萃女書院 李宛霖 中四 

13.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謝菲妍 中一 

14.  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 蘇俊洛 中四 

15.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曹禕蕊 中四 

16.  迦密中學 李宛津 中三 

17.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梁植偉中學 陳嘉琪 中四 

18.  香港兆基創意書院 李美姿 中一 

19.  香港培正中學 陳芷彥 中三 

20.  香港培道中學 趙恩惠 中四 

21.  
恩主教書院 

Cheung Po Ying 

Coco 
中三 

22.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魏嘉希 中三 

23.  荔景天主教中學 於敏 中四 

24.  馬鞍山崇真中學 潘子臻 中二 

25.  培僑書院 曾子晴 中四 

26.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譚茵桐 中一 

27.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信義中學 梁藝瓏 中四 

28.  張祝珊英文中學 羊伊群 中二 

29.  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學 陳嘉慧 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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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就讀年級 

30.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李溵琦 中四 

31.  筲箕灣東官立中學 王嘉銦 中一 

32.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陳嘉琪 中三 

33.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林文傑 中四 

34.  聖母玫瑰書院 王旻暉 中四 

35.  聖保羅男女中學 黃善施 中三 

36.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韋思言 中三 

37.  嘉諾撒培德書院 林𨭎垚 中二 

38.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周玟熹 中二 

39.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蔡一言 中四 

40.  德望學校 陳昱靜 中二 

41.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何卓恩 中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