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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总尊师重道教总尊师重道教总尊师重道教总尊师重道运动运动运动运动～～～～启发与传承系列启发与传承系列启发与传承系列启发与传承系列 

““““深深师恩深深师恩深深师恩深深师恩，，，，声声感激声声感激声声感激声声感激”””” 

2010年年年年全国华小教师节绘画全国华小教师节绘画全国华小教师节绘画全国华小教师节绘画比赛比赛比赛比赛成绩成绩成绩成绩 
    

高年组高年组高年组高年组 

高年组高年组高年组高年组（（（（特优奖特优奖特优奖特优奖 10101010 份份份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学学学学                校校校校    备备备备            注注注注    

1 李垓缗 同善华小（五年级） 槟城 

2 陈雯艳 兵南邦育民华小（六年级） 沙巴 

3 卢履珊 槟华小学（五年级） 槟城 

4 梁淑仪 槟华小学（六年级） 槟城 

5 杨珈瑜 培正小学（六年级） 沙巴 

6 李  绫 中英小学（四年级） 沙巴 

7 伍紫盈 修道院华小（六年级） 槟城 

8 林俞汶 侨南小学（六年级） 槟城 

9 卢满盈 亚依淡公民二校（六年级） 槟城 

10 李佩霓 亚庇善导小学（六年级） 沙巴 

 

高年组高年组高年组高年组（（（（优秀奖优秀奖优秀奖优秀奖 20202020 份份份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学学学学                校校校校    备备备备            注注注注    

1 刘泉闰 十哩中华公学（六年级） 砂拉越 

2 何迪洋 侨民华小（四年级） 雪兰莪 

3 苏永康 崇正小学（五年级） 槟城 

4 黄翠钰 增江北区华小（四年级） 吉隆坡 

5 罗雪琪 培才华小（四年级） 彭亨 

6 张君柔 峇冬丁宜华小（四年级） 槟城 

7 韦欣悦 侨民华小（四年级） 雪兰莪 

8 曾芷薇 新华小学（六年级） 沙巴 

9 孙琪欢 新华小学（四年级） 沙巴 

10 林威廷 新江小学（五年级） 槟城 

11 伍素仪 关丹公民华小（六年级） 彭亨 

12 林虹慈 兵南邦育民华小（五年级） 沙巴 

13 江美仪 居銮平民华小（六年级） 柔佛 

14 陈雯莹 兵南邦育民华小（四年级） 沙巴 

15 林家千 芙蓉振华小学（六年级） 森美兰 

16 CHOONG 

JING XIAN 

亚依淡公民二校（六年级） 槟城 

17 余佩姿 槟华小学（六年级） 槟城 

18 吴紫馨 崇文华小（五年级） 吉隆坡 

19 颜芳琪 马华小学（五年级） 森美兰 

20 林氵声铭 大山脚侨光华小（五年级） 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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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全国华小教师节绘画年全国华小教师节绘画年全国华小教师节绘画年全国华小教师节绘画比赛比赛比赛比赛成绩成绩成绩成绩 
 

高年组高年组高年组高年组（（（（入围奖入围奖入围奖入围奖 30303030 份份份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学学学学                校校校校    备备备备            注注注注    

1 陈权仪 华南小学（五年级） 柔佛 

2 林训绮 民都鲁中华公学（五年级） 砂拉越 

3 蔡佳衍 居銮中华三小（五年级） 柔佛 

4 刘嘉仪 侨南华小（六年级） 吉隆坡 

5 郑迪宏 居銮侨民华小（五年级） 柔佛 

6 黄晓贤 金马仑碧兰璋华小（六年级） 彭亨 

7 吕靖瑜 永平华小一校（四年级） 柔佛 

8 马祯祯 蒲种益智华小（五年级） 雪兰莪 

9 戴丽芯 励志华小（四年级） 吉隆坡 

10 李钺儿 新邦摩立华小（四年级） 雪兰莪 

11 杜瑞庭 圣母玛利亚华小（五年级） 霹雳 

12 李祺蔚 增江中区一校（六年级） 吉隆坡 

13 招培琪 安邦华小二校（五年级） 雪兰莪 

14 徐嘉信 加影育华小学（六年级） 雪兰莪 

15 方舒琦 侨南华小（五年级） 吉隆坡 

16 CHUNG XIN 

YAN 

美里 Pujut 中华（四年级） 砂拉越 

17 苏慧茹 昔加末登雅华小（五年级） 柔佛 

18 叶韦杏 协和小学（五年级） 槟城 

19 周国权 居銮中华三小（五年级） 柔佛 

20 苏钰雯 美罗中华二校（四年级） 霹雳 

21 林恺亮 八达灵培才华小（五年级） 雪兰莪 

22 黄微瑜 道北育智华小（六年级） 吉兰丹 

23 陈盈盈 文冬吉打里华小（五年级） 彭亨 

24 曾嬖譞 吉隆坡中国公学（六年级） 吉隆坡 

25 郭嘉雯 修道院华小（五年级） 槟城 

26 郑宇涵 昔加末思朴华小（六年级） 柔佛 

27 王仪慧 培德小学（五年级） 槟城 

28 罗凯馨 甘榜拉惹华文学校（四年级） 彭亨 

29 许俊杰 巴生树人华小（五年级） 雪兰莪 

30 文国贤 文冬启文华小上午校（六年级） 彭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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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年组低年组低年组低年组 

低年组低年组低年组低年组（（（（特优奖特优奖特优奖特优奖 10101010 份份份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学学学学                校校校校    备备备备            注注注注    

1 王僅程 双溪里蒙光华小学（三年级） 槟城 

2 骆子茜 里卡士中华小学（一年级） 沙巴 

3 叶欣柔 修道院华小（一年级） 槟城 

4 林绍扬 里卡士中华小学（三年级） 沙巴 

5 林孝升 兵南邦育民华小（三年级） 沙巴 

6 李泳衡 芦骨中华小学（三年级） 森美兰 

7 黄乐韵 修道院华小（一年级） 槟城 

8 陈璇莹 甲洞二校（二年级） 吉隆坡 

9 方  祯 励志华小（二年级） 吉隆坡 

10 吴卓珊 双溪里蒙光华小学（三年级） 槟城 

 

低年组低年组低年组低年组（（（（优秀奖优秀奖优秀奖优秀奖 20202020 份份份份））））    

序序序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学学学学                校校校校    备备备备            注注注注    

1 曾钰漩 崇正小学（一年级） 槟城 

2 林欣敏 芙蓉拉杭华小（三年级） 森美兰 

3 陈盈洁 韩江小学（三年级） 槟城 

4 黄翠茵 增江北区华小（二年级） 吉隆坡 

5 吴冠扬 敬群华小（二年级） 槟城 

6 魏千晴 革成学校（三年级） 马六甲 

7 陈欣颖 光华学校（二年级） 槟城 

8 林欣颖 三山华小（三年级） 槟城 

9 洪程铨 日落洞华小（二年级） 槟城 

10 卢彦丞 道北育智华小（二年级） 吉兰丹 

11 张淑婷 美罗中华二校（三年级） 霹雳 

12 陈健达 道北育智华小（二年级） 吉兰丹 

13 郑钰萱 爱群一校（二年级） 柔佛 

14 陈玟豪 里卡士中华小学（三年级） 沙巴 

15 黄资蓉 槟华小学（三年级） 槟城 

16 叶  钧 安顺三民一校（一年级） 霹雳 

17 郑迪绅 居銮侨民华小（一年级） 柔佛 

18 林弈吟 居銮博爱学校（二年级） 柔佛 

19 张瑜倢 爪夷崇光学校（一年级） 槟城 

20 林贝瑜 南强华小（二年级） 吉隆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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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年组低年组低年组低年组（（（（入围奖入围奖入围奖入围奖 30303030 份份份份））））    

序 姓名 学    校 备   注 

1 陈愫馨 居銮中华三小（二年级） 柔佛 

2 罗楷杨 沙叻秀华小（三年级） 吉隆坡 

3 黄婉菁 林玛班映华小（三年级） 霹雳 

4 李冬恒 蕉赖九支华小（三年级） 雪兰莪 

5 朱健歆 新华华小（三年级） 沙巴 

6 杨紫琳 拉务民兴华小（二年级） 森美兰 

7 颜舒娴 槟华小学（一年级） 槟城 

8 马靖童 芙蓉启华小学（二年级） 森美兰 

9 邱雅雯 励志华小（三年级） 吉隆坡 

10 林欣洁 诗巫拉让花园小学（三年级） 砂拉越 

11 李乐怡 居銮侨民华小（一年级） 柔佛 

12 高子崴 KG. BARU PAROI（三年级） 森美兰 

13 游瑞琳 兵南邦育民华小（二年级） 沙巴 

14 洪凯雯 太平华联三校（三年级） 霹雳 

15 洪振轩 日落洞华小（三年级） 槟城 

16 王阮啸 新江小学（三年级） 槟城 

17 沈盈妤 芦骨中华小学(二年级) 森美兰 

18 金  丘 道北育智华小（二年级） 吉兰丹 

19 邱伟权 芦骨中华小学（二年级） 森美兰 

20 吴冰怡 振华小学（二年级） 森美兰 

21 叶秀慧 甲洞一校（一年级） 吉隆坡 

22 郑佩雯 中英小学（一年级） 沙巴 

23 杨恩琦 沙登公民华小（一年级） 雪兰莪 

24 符嘉惠 美罗中华二校（二年级） 霹雳 

25 郑育威 峇章华小（三年级） 马六甲 

26 陈姵蓁 波德申中华华小（一年级） 森美兰 

27 粘欣容 修道院华小（三年级） 槟城 

28 吴彦运 文良港中华华小（二年级） 吉隆坡 

29 黄秋文 斗湖育进公学（一年级） 沙巴 

30 范欣琦 美里珠巴中华公学（三年级） 砂拉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