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恒生銀行之協助警方撲滅青少年罪行比賽  2014 

第二階段 - 作文比賽

大會已個別通知成功入圍的參加者，作文比賽將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五日（星期日）下列時間於灣仔軍器廠街一號警察總部警政大

樓十樓多用途禮堂舉行。請參加者於當日到達灣仔軍器廠街一號警察總部門口避車處向本科職員報到。屆時請自備所需文具，攜同通

知函件及身份證明文件向本科職員登記。

組別 登記時間 比賽時間

小學組, 專上學生組 上午八時五十分前 上午九時正至十時三十分

中學初級組, 中學高級組 上午十時五十分前 上午十一時正至十二時三十分

於惡劣天氣下，有關活動安排如下︰

天氣情況 安排

一號/三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或黃色暴

雨警告信號於活動開展時間兩小時前正

在懸掛 

- 活動照常進行

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或紅色 /

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於活動開展時間兩小

時前正在懸掛 

- 活動將會延期，有關安排將於少年警

訊 Facebook 專頁公佈

備註︰ 

1) 少年警訊 Facebook 專頁 

https://zh-hk.facebook.com/pages/Junior-Police-Call-PPRB/170037596387882 

2) 天氣公報以香港天文台為準



 

 
    

    

    

    

    

    

    

    

    

   
 

    

    

    

    

    

    

恒生銀行之協助警方撲滅青少年罪行比賽  2014 

第二階段  - 小學組 

警區 姓名 就讀學校 

 東區  郭禮瑩  北角衛理小學

 東區  吳素珊  救世軍中原慈善基金學校

 灣仔  林俊仟  東華三院李賜豪小學

 中區  羅樂之  天主教總堂區學校

 西區 
Alexandra Jan 

 Angelo Aquino
 香港潮商學校

 西區  馬嘉莉  香港潮商學校

 西區  馮瑞林  香港潮商學校

 西區  袁卓詩  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

 觀塘  陳致雅  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

 觀塘  李焯堯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秀茂坪  馮蘊婷  聖公會聖約翰小學

 九龍城  何潔瑩  農圃道官立小學

 油尖  陳曉琳  播道書院

 油尖  林婷欣  路德會沙崙學校

 旺角  莫子琪  聖公會基榮小學

警區 姓名 就讀學校

深水埗 葉嘉強 大坑東宣道小學

荃灣 龔嘉聖 柴灣角天主教小學

荃灣 梁文軒 寶血會伍季明紀念學校

沙田 鍾穎彤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恩平）小學

沙田 許立人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恩平）小學

大嶼山 張文蔚 寶安商會溫浩根小學

大埔 曾楚琳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大埔 崔曉嵐 大埔官立小學

屯門 李浩朗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

安夫人千禧小學

元朗 張藝雯 鐘聲學校

元朗 易偉敬 鐘聲學校

元朗 梁倚淇 佛教榮茵學校

元朗 溫慕欣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

邊境 葉韻睿 惇裕學校

海港 林瑋翔 國民學校



 

 
    

    

    

    

    

    

    

    

    

    

    

    

    

    

    

    

恒生銀行之協助警方撲滅青少年罪行比賽  2014 

第二階段  - 中學初級組 

警區 姓名 就讀學校 

 灣仔  勞恩庭  聖保祿學校

 中區  陳峻德  聖若瑟英文書院

 西區  周藝朗  英皇書院

 秀茂坪  謝穎琪  梁式芝書院

 秀茂坪  王倩怡  梁式芝書院

 黃大仙  陳愷琳  可立中學（嗇色園主辦）

 黃大仙  張津豪  可立中學（嗇色園主辦）

 黃大仙  蔡彬彬  可立中學（嗇色園主辦）

 黃大仙  麥芷柔  拔萃女書院

 黃大仙  盧泳霖  拔萃女書院

 九龍城  吳庚嚀  保良局顏寶鈴書院

 九龍城  吳沚蔚  協恩中學

 九龍城  黃心怡  協恩中學

 旺角  陳麗瑩  世界龍岡學校劉皇發中學

 深水埗  唐珮倫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警區 姓名 就讀學校

葵青 張曉敏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葵青 蔡靖怡 保祿六世書院

葵青 郭穎珊 保祿六世書院

葵青 雷安妮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

荃灣 林巧瑜 荃灣官立中學

荃灣 李佩兒 荃灣官立中學

荃灣 石家予 荃灣官立中學

荃灣 楊紫君 荃灣官立中學

沙田 凌懿君 聖羅撒書院

沙田 曾睿熙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大嶼山 周靖兒 靈糧堂怡文中學

大埔 陳俊球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大埔 林曉桐 風采中學（教育評議會主辦）

元朗 鍾綽盈 趙聿修紀念中學

海港 郭晉晴 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



 

 
    

    

    

    

    

    

    

    

    

    

    

    

    

    

    

    

恒生銀行之協助警方撲滅青少年罪行比賽  2014 

第二階段  - 中學高級組 

警區 姓名 就讀學校 

 東區  羅凱琳  嘉諾撒書院

 灣仔  蔡鈺樺  嘉諾撒聖方濟各書院

 中區  陳偉健  樂善堂梁銶琚書院

 中區  鄭振映  樂善堂梁銶琚書院

 西區  關海棠  聖公會呂明才中學

 觀塘  方翹鋒  博愛醫院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

 秀茂坪  劉一聰  聖言中學

 秀茂坪  繆彬倩  瑪利諾中學

 黃大仙  倫美嫦  德愛中學

 黃大仙  薛夏影  可立中學（嗇色園主辦）

 油尖  蔣沛殷  循道中學

 油尖  賴雯心  循道中學

 油尖  葉嘉穎  王肇枝中學

 旺角  廖家豪  世界龍岡學校劉皇發中學

 深水埗  利卓盈  上智英文書院

警區 姓名 就讀學校

葵青 文寶英 保良局羅傑承（一九八三）中學

葵青 吳藹然 保良局羅傑承（一九八三）中學

葵青 戴芷瑜 保祿六世書院

葵青 王耿城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

荃灣 何匯希 荃灣官立中學

荃灣 羅瑋聰 荃灣官立中學

荃灣 麥晧霖 荃灣官立中學

沙田 鍾曉彤 梁文燕紀念中學（沙田）

大嶼山 李明詩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大埔 李綺萍 鳳溪廖萬石堂中學

大埔 霍嘉銘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屯門 張茜汶 妙法寺劉金龍中學

屯門 熊淑茵 妙法寺劉金龍中學

元朗 王紫珊 趙聿修紀念中學

海港 張俊 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



 

 
    

    

    

    

    

    

    

    

    

    

    

    

    

    

    

    

 

 

恒生銀行之協助警方撲滅青少年罪行比賽  2014 

第二階段  - 專上學生組 

警區 姓名 就讀學校 

 東區  羅卓瑤  香港城市大學

 東區  王玉寶  香港樹仁大學

 灣仔  任思維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灣仔  鄭朗悅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灣仔  湯倩儀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灣仔  李俊傑  香港大學

 灣仔  陳穎楠  香港中文大學

 灣仔  鄧寶玲  香港中文大學

 西區  張芷瑜  香港大學

 西區  張嘉欣  香港大學

 觀塘  郭安怡  香港理工大學

 黃大仙  盧俊杰  香港浸會大學

 九龍城  劉泓熙  香港城市大學

 油尖  胡旨逵  香港大學

 油尖  葉嘉希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警區 姓名 就讀學校

油尖 麥鈞皓 香港理工大學

油尖 許加恩 香港理工大學

油尖 余惜芷 香港理工大學

葵青 蔡莉莉 恒生管理學院

葵青 陳奎利 東華學院

葵青 姚嘉敏 香港專上學院

沙田 許子健 Macalester College

沙田 謝德熹 香港中文大學

沙田 陳頌珩 香港中文大學

沙田 鄭洪南 香港理工大學

大嶼山 李寶瑜 香港教育學院

大埔 文學謙 香港大學

大埔 馮俊達 香港大學

大埔 李家莉 香港中文大學

元朗 胡瑞芬 香港科技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