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歷屆葵青區青少年社區服務計劃比賽歷屆葵青區青少年社區服務計劃比賽歷屆葵青區青少年社區服務計劃比賽歷屆葵青區青少年社區服務計劃比賽 
 紫色名單為一等大獎紫色名單為一等大獎紫色名單為一等大獎紫色名單為一等大獎，，，，即首四名即首四名即首四名即首四名；；；；綠色名單為二等大獎綠色名單為二等大獎綠色名單為二等大獎綠色名單為二等大獎，，，，即首第五至六名即首第五至六名即首第五至六名即首第五至六名。。。。 

 年份 組名 成員 服務對象 成績 

1998-1999 心連心行動組心連心行動組心連心行動組心連心行動組 (S6) 林悅華林悅華林悅華林悅華 王敏賢王敏賢王敏賢王敏賢 王詠詩王詠詩王詠詩王詠詩 黃綺雯黃綺雯黃綺雯黃綺雯 黃安琪黃安琪黃安琪黃安琪  

長者長者長者長者 大獎大獎大獎大獎：：：： 往上海交流往上海交流往上海交流往上海交流 

1999-2000 新黎新勢力新黎新勢力新黎新勢力新黎新勢力  

(S6 + S4) 

李春娜李春娜李春娜李春娜 張佩玉張佩玉張佩玉張佩玉 尤婷婷尤婷婷尤婷婷尤婷婷 許楚冰許楚冰許楚冰許楚冰 朱少玲朱少玲朱少玲朱少玲  

新移民新移民新移民新移民 大獎大獎大獎大獎：：：： 往北京交流往北京交流往北京交流往北京交流 

 信心行動組 (S6) 曾玉裕 吳倩琪 翁榮豪 許啟裕 秦港  

長者 完成 

2000-2001 Youth In Spring (S6) 梁煥娣 陳敏妍 姚碧嫦 李芷欣 章建中  

長者 完成 

 數碼松柏 undefined 

(S4) 

朱啟亮 吳家偉  黃家淇 王淑梅 

長者 完成 

2001-2002 親耆獻愛組 (S6) 何紀宜 周雅慧 陳永鈺 談翠婷 蔡穎雯 

長者 完成 

2002-2003 小義工看大世界 

(S4) 

黎貴琪 陳少君 伍樂熹 陳愛蘭 謝靈詩  

長者 完成 

2003-2004 健康特工隊健康特工隊健康特工隊健康特工隊 (S6) 梁俊玲梁俊玲梁俊玲梁俊玲 鄭鴻成鄭鴻成鄭鴻成鄭鴻成 余朗詩余朗詩余朗詩余朗詩 劉善彤劉善彤劉善彤劉善彤 葉秀貞葉秀貞葉秀貞葉秀貞  

長者長者長者長者 大獎大獎大獎大獎：：：： 往臺北交流往臺北交流往臺北交流往臺北交流 

 Wake Up Team  

(S6 + S4) 
馬淑貞 翁小冬 劉萌 蔡詩惠 蒙秀麗  

弱能兒童 完成 

2004-2005 紅綠燈義工組紅綠燈義工組紅綠燈義工組紅綠燈義工組 (S6) 薛雲薛雲薛雲薛雲 歐陽敏慧歐陽敏慧歐陽敏慧歐陽敏慧 范詠詩范詠詩范詠詩范詠詩 杜嘉瑤杜嘉瑤杜嘉瑤杜嘉瑤 陳樂欣陳樂欣陳樂欣陳樂欣  

長者長者長者長者 大獎大獎大獎大獎：：：： 往上海交流往上海交流往上海交流往上海交流 

2005-2006 Sunshine Volunteer 

Team (S4) 
梁永豪 周曉弘 梁美容 曾文杰 李鈺玲  

長者 優良服務獎 

 愛心關懷 fun fun 

love (S4) 

鄭美婷 劉永安 曾雅玲 葉振東 鄭莉瑩  

長者 完成 

 愛單’s 家庭 (S6) 吳慧瑩 吳曼樺 李俊 黃雅倩 曾祥峰 

單親家庭 最佳報告書獎 

2006-2007 童手無欺 (S6) 陳玉琴 陳玉芳 李金錚 李彩霞 趙美娟  

幼兒 優良服務獎 

 時光機時光機時光機時光機 (S4) 何婉燁何婉燁何婉燁何婉燁 楊汶珮楊汶珮楊汶珮楊汶珮 林嘉莉林嘉莉林嘉莉林嘉莉 鍾貝兒鍾貝兒鍾貝兒鍾貝兒 劉雪玲劉雪玲劉雪玲劉雪玲  

長者長者長者長者 最佳匯報獎最佳匯報獎最佳匯報獎最佳匯報獎：：：： 書券書券書券書券$1000 

2007-2008 童心未泯童心未泯童心未泯童心未泯 (S4) 陳美芬陳美芬陳美芬陳美芬 杜凱欣杜凱欣杜凱欣杜凱欣 陳翠盈陳翠盈陳翠盈陳翠盈 葉緯緯葉緯緯葉緯緯葉緯緯 葉婉婷葉婉婷葉婉婷葉婉婷 

腎病兒童腎病兒童腎病兒童腎病兒童 大獎大獎大獎大獎：：：： 往臺北交流往臺北交流往臺北交流往臺北交流 

 兒童家庭 (S4) 陳凱兒 林曉彤 梁偉婷 陳嘉怡 鄭嘉晴  

幼兒 最佳創意獎 

2008-2009 Spring (S6) 何婉燁何婉燁何婉燁何婉燁 蔡偉恒蔡偉恒蔡偉恒蔡偉恒 馮巧儀馮巧儀馮巧儀馮巧儀 劉雪玲劉雪玲劉雪玲劉雪玲 葉娜葉娜葉娜葉娜 

南亞裔及南亞裔及南亞裔及南亞裔及香港兒童香港兒童香港兒童香港兒童 

大獎大獎大獎大獎：：：： 往星馬交流往星馬交流往星馬交流往星馬交流 

 H.E.L.P.E.R.S (S6) 陳崑崙 蘇秋娜 蔡頴嵐 張景華 黃家濠 

獨居長者及小朋友 

最佳創意獎 

 老幼記 (S6) 林晴楓 羅美如 馬愷汶 羅羽婷 何柏瑜 

長者及小學生 

最佳報告書獎 

2009-2010 R. E. fresh (S6) 林影彤 江庭威 謝淬 礪  溫子櫻 葉嘉軒 

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  



2010-2011 Sunrise (S5) 陳璇璇陳璇璇陳璇璇陳璇璇 朱淑珍朱淑珍朱淑珍朱淑珍 陳可兒陳可兒陳可兒陳可兒 潘安祺潘安祺潘安祺潘安祺 吳嘉慧吳嘉慧吳嘉慧吳嘉慧 

聽障人士聽障人士聽障人士聽障人士 優異獎優異獎優異獎優異獎：：：： 書券書券書券書券$1000 

 Habit (S4) 陳麗惠 蕭仁如 李宇峰 謝俊莉 鄭欣 

幼兒 優良服務獎 

2011-2012 Cheer UpCheer UpCheer UpCheer Up (S5) (S5) (S5) (S5) 劉少君劉少君劉少君劉少君    吳思敏吳思敏吳思敏吳思敏    沈嘉鋥沈嘉鋥沈嘉鋥沈嘉鋥    曾少貞曾少貞曾少貞曾少貞    王清琳王清琳王清琳王清琳 

智障人士智障人士智障人士智障人士 優異獎優異獎優異獎優異獎：：：： 書券書券書券書券$1000 

 FIGHTING (S4) 蘇美琪 曾若詩 陳秀娟陳美如 張嘉儀 

讀寫障礙人士 

傑出創意獎 

 老環童 (S5) 謝俊莉 毛倩倩 吳慧敏 劉偉欣 丁雅紅 

長者 卓越表現獎 

2012-2013 愛無限 (S5) 曹秀怡 黃泳欣 陳欣欣趙盈盈 梁睿恆 

新移民 長者 

卓越表現獎 

 那些年 (S4) 蔡文鳳 陳彩寶 崔嘉文馮嘉琪 莫浚渝 

長者 優良服務獎 

 T.O.P  (S4) 陳紹琪陳紹琪陳紹琪陳紹琪    林雅怡林雅怡林雅怡林雅怡    柳芷清柳芷清柳芷清柳芷清翁嘉敏翁嘉敏翁嘉敏翁嘉敏    徐雯軒徐雯軒徐雯軒徐雯軒 

南亞裔兒南亞裔兒南亞裔兒南亞裔兒童童童童 

大獎大獎大獎大獎：：：： 往臺南交流往臺南交流往臺南交流往臺南交流 

2013-2014 Every Cheerful Day 

(S4) 
黎芷君 翁海桓 林慧玲吳瑞儀 刁淑賢 智障人士 優良服務獎 

 F*D*F (S4) 馮國禧 馮柏滔 趙婉恩 何聞軒 李文立 南亞裔兒童 

卓越表現獎 

2014-2015 時光隧道 (S4) 林淑怡 何貝兒 黃敏儀  麥子華 譚子珊 

長者 傑出報告書

獎 

2015-2016 時光隧道 (S3) 何偉俊 李國希 甄俊傑 吳家豪 余展航 長者 優良服務獎 

2016-2017 生命樹 (S4) 麥嘉瑩 蕭善婷 霍靜柔 朱嘉穎 黃逸熙 長者 優良服務獎 

 I Love HK (S4) 何偉俊 黃逸熙 甄俊傑 吳家豪 余展航 蘇懿籤 新移民 傑出報告書

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