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隆雪华堂妇女组《寸草心 15》入围成绩公布 

小学组 

序 姓名 题目 学校 

1 林杏恩 不平凡的爱 柔佛古来烈光镇培智华小 

2 朱洁鏻 父爱 马六甲新华学校 

3 陈昱哲 妈妈，您是否还记得 马六甲新华学校 

4 吴彦婧 感恩您，爸爸 马六甲新华学校 

5 冼芷妤 爸爸，请你原谅我 吉隆坡勵志華小 

6 黄奕博 便当里的花样 吉隆坡崇文华小 

7 罗慧倪 我的导师 柔佛古来烈光镇培智华小 

8 余恩敏 做个孝顺的好孩子 吉隆坡崇文华小 

9 陈培铉 不爱美的妈妈 吉隆坡崇文华小 

10 黄昱彰 伟大的好爸爸 柔佛古来烈光镇培智华小 

11 叶睿芊 无可取代的爱 吉隆坡南益华小 

12 何鈊沛 爸爸，我错怪您了！ 吉隆坡南强华小 

13 吴婕菱 我的超级英雄--爸爸 吉隆坡勵志華小 

14 黄盟惠 母爱醇浓深似海 吉隆坡南强华小 

15 汤舒卉 照耀心灵的曙光 雪兰莪乌鲁冷岳县康乐(二)校 

16 黄钰涵 谢谢您，妈妈 吉隆坡甲洞（二）校 

17 林  弘 我的帅爸爸 吉隆坡崇文华小 

18 黄宏亦 《亦父亦友的爱》 吉隆坡南强华小 

19 丘洁颐 母爱，呵护我成长 吉隆坡南强华小 

20 陈忆茹 一尾咸鱼 吉隆坡崇文华小 

 

 

 

 

 

 

 

 

 

 

 

 

 

 



初学组 

序 姓名 题目 学校 

1 李明祯 憾 吉隆坡坤成中学 

2 刘玟杉 谢谢您，父母 巴生兴华中学 

3 洪振益 妈妈的爱 巴生兴华中学 

4 柯欣怡 不求回报的爱 吉隆坡坤成中学 

5 韦  宁 平凡中见真爱 沙巴亚庇中学 

6 黄钰绚 百年情 吉隆坡坤成中学 

7 陈思琳 缺席 吉隆坡坤成中学 

8 符瑩珆 向日葵 吉隆坡坤成中学 

9 郑意璇 父爱如山 沙巴崇正中学 

10 萧佳敏 母亲，你真的了不起 吉隆坡坤成中学 

11 陈绮娜 伟大的母亲，您辛苦了！ 巴生兴华中学 

12 王榕恩 幸运的是，我有个好爸爸 巴生兴华中学 

13 赖顺语 小草，母亲 吉隆坡坤成中学 

14 余盈熹 亲情 居銮中华中学 

15 黄昭阳 红烧扣肉 吉隆坡坤成中学 

16 吴嘉雯 有您，就有家 吉隆坡坤成中学 

17 刘恩彤 我的父亲 居銮中华中学 

18 叶思芊 一辈子的老师 居銮中华中学 

19 余沁洁 说不出的话 居銮中华中学 

20 刘承勋 父亲的爱 居銮中华中学 

21 林恩希 爸爸 宽柔中学古来分校 

22 黄昀恩 小三也可以是天使 吉隆坡中华国民型华文中学 

23 李建宁 无声的爱 霹雳怡保深斋中学 

24 廖婉晴 爱你，不是因为你有多优秀 峇株吧辖华仁中学 

25 张容瑄 撑伞 吉隆坡坤成中学 

26 李真善 追溯时光 巴生兴华中学 

27 陈语嫣 你还要活很久很久 巴生兴华中学 

28 黎凯霖 鸡蛋 吉隆坡坤成中学 

29 许智翔 就藏在平凡里 巴生兴华中学 

30 黄佳慧 深藏的内疚 巴生兴华中学 

 

 

 

 



高中组 

序 姓名 题目 学校 

1 周锴均 回不去的青春 居銮中华中学 

2 张海洁 星，雪 居銮中华中学 

3 颜嘉莹 外面吃 吉隆坡循人中学 

4 黄佩怡 母亲的皱纹 吉隆坡坤成中学 

5 何佳萱 满分妈妈 吉隆坡坤成中学 

6 黄咏诗 无法磨灭的爱 吉隆坡坤成中学 

7 赵曼晴 他给的爱 吉隆坡坤成中学 

8 李焕霖 惦父忆恩 吉隆坡坤成中学 

9 江文業 家的香味 霹雳怡保深斋中学 

10 唐迪汶 爸爸的眼泪 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11 罗歆韵 妈妈 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12 温颖洁 严父 吉隆坡坤成中学 

13 林晓彤 他们逐渐老去，我们却不曾长大 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14 黄苛颖 他还在 吉隆坡坤成中学 

15 关祖琳 原谅 吉隆坡坤成中学 

16 潘贝颍 日常 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17 邢增怡 严父 吉隆坡坤成中学 

18 陈珈卉 活在文字中的妈妈 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19 林意晴 爱的痕迹 巴生兴华中学 

20 黄善如 我的太阳 巴生兴华中学 

21 朱靖惟 给父亲的一封信 宽柔中学古来分校 

22 傅杰铭 神奇餐厅 居銮中华中学 

23 吴奕茹 珍惜 巴生兴华中学 

24 林汶依 父亲 · 大黑熊 宽柔中学古来分校 

25 林子健 一封委托天使送达的信 霹雳怡保三德中学 

26 陈建豪 看不见的幸福 吉隆坡中华国中 

27 马文颖 是父，亦是子 吉隆坡中华国中 

28 倪佳芊 母亲的爱 吉隆坡坤成中学 

29 赖惠琪 最初的相逢 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30 郑家榆 告白 吉隆坡坤成中学 

31 纪海晴 和大海的约定 亚罗士打吉华独中 

32 郑艺齐 老情人 居銮中华中学 

33 刘梓贤 粉刷后的余晖 霹雳怡保三德中学 

 



 

公开组 

序 姓名 题目 学校 

1 王保俊 我的父亲  

2 郑佩月 爱的接力赛  

3 吴顺平 爸爸吾念  

4 沈欣怡 万能爸爸  

5 李秋绿 拥抱你的背影在雨中  

6 潘真慧 寸草心  

7 叶丽妙 十年  

8 李坚持 双亲已随黄鹤去 当年亲情犹在心  

 

特别篇 

序 姓名 题目 学校 

1 陆可韵 三代 吉隆坡坤成中学 

2 刘洁滢 尽心尽性尽力的爱 马来语师范大专院校 

3 蔡婉育 孤独 吉隆坡中华国中 

4 黄胤谋 百合花   

5 张可珊 墨香之情 · 墨香之亲 怡保育才国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