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道會台山陳元喜小學               (10.12.2018更新) 

2018-19年度 校長及老師愛心製作物品及拍賣結果 

感謝各位家長、同學及各界友好慷慨解囊，「校長及老師愛心製作物品及拍賣活動」已

經完滿完束，而部份競投物品也競爭激烈。是次網上拍賣的物品超過70件，其中競投金額價

值最高之10項拍賣品，已於12月8日盆菜宴再即時讓現場家長競投，拍賣現場競投氣氛熱

烈，大部份拍賣品均超出網上競投之金額。 

以下為最後投得的十項及兩項臨時加插的特別友情拍賣品之得主。 

義賣品 製作者 拍賣品名稱 最後 競投成功得主 

編號  
 

競投金額  班別 姓名 

2 岑韻蘭校長 把「福」帶回家！ $ 18,800.00 / 岑氏宗親 

10 陳君傑主任 
印有學校名字籃球一個
(附全體老師簽名) 

$6,000.00  3A 李鎧傑 

62b 謝梓庭主任 
手球一個 
(附全體老師簽名) 

$5,000.00  5A 柯柏彤 

25 高梦媛老師 聖誕裝飾燈 $4,800.00  2A 黃靖天 

1 老師集體製作 
主題式學習~三國人物卡
一套連相框 

$3,200.00  4B 黃星昊 

41 葉蔚山老師 星空燈 $1,500.00  2B 鍾滔 

特別友情 
拍賣品(1) 張景蘇校長 字畫(一) $1,000.00 6A 羅翊誠 

特別友情 
拍賣品(2) 張景蘇校長 字畫(二) $1,000.00 / 洪夏蘋 

50 蔡子健老師 蔡老師的心血結晶 $1,000.00  6A 楊壁瑩 

54 倪梓峯老師 的士四驅車 $700.00  4E  岑維倫 

34 李佩思老師 校訓題字 $700.00  4E  岑維倫 

59a 張振翰老師 大澳一隅(*網上拍賣投得) $500.00  5E 蕭愷樂 

   註：特別鳴謝 4E岑維倫家長現場贊助校長及老師唱歌$500 

至於其他成功競投拍賣品名單如下： 

義賣品 製作者 拍賣品名稱  最後  競投成功得主 

編號  
 

競投金額  班別 姓名 

3 羅惠嬋副校長 蝶古巴特百寶箱 2個 $310.00 4C 蕭曉恩 

4 陳翠玉副校長 創意絲帶編織袋 $138.00 4B Wong Sing Ho 

5 黃雅文主任 渣古模型 $450.00 4A 林峻言 

6 陳美娟主任 趣緻羊毛氈熊本熊 $120.00 / Poon Shuk Yin 

7 李艷屏主任 真皮銀包(鈔票及零錢) $180.00 6D 梁海雅 

8 趙敏芝主任 創意無限手搖音樂盒(附校歌) $360.00 6D 曾子洋 

9 高家進主任 芒果糯米糍一盒 $230.00 5A 陳啟充 

11 林蘭妹主任 精美手工皂 $151.00 / 劉愛麗 

12 高鳳宜主任 靚靚墊子 $280.00 4B Wong Sing Ho 

13 梁恩美主任 Tsum Tsum鈎織唐老鴨 $450.00 1D 李知謙 

14 鄧翼雲主任 手繪輕便袋 $128.00 1E Ma Tsz Nga 

15 羅金鳳老師 飾物盒 $140.00 6A 楊壁瑩 

16 黎明媚老師 創意無限之動動腦摺紙立體 $88.00 / 李艷屏主任 

17 吳美美老師 美美圍巾圈 $120.00 3C 孔思晴 



18 陸艷君老師 羊毛氈可愛粉紅兔 $110.00 / 陳美娟主任 

19 何炳全老師 好氣氛座枱燈 $200.00 2B Ted Chung 

20 黃國榮老師 Justice正義高達模型 $280.00 4A 張家熙 

21 余奕雯老師 乾花擺設 $320.00 / 郭穎心 

22 孫顯恩老師 木製掛牆裝飾 $150.00 3D 曾熙 

23 蘇曉欣老師 手繪帆布袋 $200.00 3D 曾熙 

24 吳辰楠老師 「日出」-- 數字油畫 $100.00 6E 張靖嵐 

26 羅城標老師 
港大百週年郵票+ 
上海世博首日明信片 $200.00 1D 李知謙 

27 侯翠婷老師 迷你乾花小盆栽 $50.00 / 岑韻蘭校長 

28 冼思潁老師 聖靈果子 $100.00 / 陳翠玉副校長 

29 吳芷恩老師 迪士尼卡通曲奇 $120.00 2B 黎芷維 

30 盧明兒老師 鈎織公仔(Belle) $151.00 3C 孔思晴 

31 方巧蓮老師 Minions八達通套 $100.00 4B Wong Sing Ho 

32 Ms. Michelle Christmas Music Box $400.00 4B Hannah Li 

33 Mr. Cole Ninjago Lego $168.00 4B Wong Sing Ho 

35 周淑婷老師 CATSHCC LEGO筆記簿 $200.00 5A 陳啟充 

36 陳寶珠老師 夢幻公主~刺繡便當包 $328.00 3B 黃櫟而 

37 岑翠瑩老師 手作製利是封(100個) $208.00 / Chan Ying Tung 

38 施琼玲老師 輕黏土磁石花 $200.00 1E 蕭碧琪 

39 蘇綽楠老師 SO beautiful刺繡小布袋 $438.00 4B Wong Sing Ho 

40 吳卓欣老師 
小清新押花茶杯、小碟 
+鈎織杯墊套裝 $400.00 4B 李姿慧 

42 黎敏珠老師 蚊蚊遠離我 $408.00 2D Chan Ying Tung  

43 秦韻怡老師 暖暖圍巾 $150.00 2E 駱萱晴 

44 許芷穎老師 手工聖誕飾物 $80.00 / 鄧翼雲主任 

45 戴金玲老師 手造皮革零錢包 $300.00 3A 鄒宇航 

46 劉健欣老師 皮革證件套及散子包套裝 $231.00 3C 孔思晴 

47 嚴家豪老師 「Shalom」霓虹燈 $303.00 3C 孔思晴 

48 歐陽曉𣏵老師 盛放 $200.00 3D 曾熙 

49 莫頴琪老師 幸福小屋 $200.00 / Cindy Sham 

51 莫頌平老師 自製拼布小布袋 $438.00 4E 岑維倫 

52 蘇偉杭老師 三角龍 LEGO $290.00 4C 梁桂綸 

53 馬麗瑩老師 親子 T-shirt (共三件) $200.00 4B Wong Sing Ho 

55 黃莉莉老師 千羽鶴頸鏈 $310.00 5A 萬柏頤 

56 何靖筠老師 乾花時鐘 $138.00 5B 李卓妍 

57 林騫唯老師 三國趙雲模型(BB戰士) $350.00 4A 林峻言 

58 利麗媚老師 六年愛心培植 $110.00 6A 楊壁瑩 

59b 張振翰老師 
三國人物閃卡原作手稿~ 
孫權 $150.00 / 黃雅文主任 

59c 張振翰老師 
三國人物閃卡原作手稿~ 
曹操 $150.00 / 趙敏芝主任 

59d 張振翰老師 
三國人物閃卡原作手稿~ 
諸葛亮 $250.00 / 盧樂詩 

59e 張振翰老師 
三國人物閃卡原作手稿~ 
周瑜 $228.00 4B Wong Sing Ho 



59f 張振翰老師 
三國人物閃卡原作手稿~ 
夏侯惇 $150.00 / 高家進主任 

59g 張振翰老師 
三國人物閃卡原作手稿~ 
關羽 $200.00 3A 鄒宇航 

60 黃雅詩老師 聖誕薑餅人皂 $200.00 / CATHERINE 

61 王澄峰老師 星球大戰之王 Sir用心砌圖 $160.50 5B 范耀聲 

62a 謝梓庭主任 三國呂布模型(BB戰士) $400.00 4A 林峻言 

63 韓穎瑢老師 皮革記事本 $350.00 / 李思睿 

64 王芝敏老師 蛋糕 Lego模型 $150.00 / 羅惠嬋副校長 

 

以上競投成功得主，請留意以下領取及繳付拍賣款項的方法： 

領取及繳付 

拍賣款項： 

家長可於以下時間領取競投物品： 

日期：2018年 12月 8日(六)下午 2:00至下午 6:00 

2018年 12月 10日(一)至 2018年 12月 14日(五) 

上午 8:15至下午 5:00 

地點：校務處(請聯絡會計部徐小姐/劉小姐) 

註：1.家長如投得之物品為食物，必須於 2018年 12月 8日(六) 

下午 2:00至 6:00到校務處領取。 

    2.凡拍賣款項超過$100，家長可向會計部申請退稅收據，而有關收據將稍後 

交回家長。 

繳付方法： 

A 繳費靈(商戶編號: 9729) (只適用於本校學生) 

B 支票抬頭：「宣道會台山陳元喜小學法團校董會」，背面請寫上學生姓名及班別。 

C 匯豐銀行轉帳(帳戶:509-713095-001)，收據正面請寫上學生姓名及班別。 

D 中國銀行轉帳(帳戶:012-805-00120984)，收據正面請寫上學生姓名及班別。 

E 現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