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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彩珍基⾦会庆祝第廿五年为⻘少年⽽设的林
⻩彩珍奬
  2022年10⽉23⽇

来⾃安省列治⽂⼭的特殊奥运会速度滑冰运动员，来⾃

亚省爱⺠顿的尖⼦，来⾃卑诗省⾼贵林的摄影和电影制

作艺术家，以及来⾃安省万锦市的社会公义倡导者。这

是第廿五届林⻩彩珍奖的九名获奖学⽣中的四位。特别

为廿五周年⽽设的卓越奖，颁发给加拿⼤⾸席公共卫⽣

官谭咏诗医⽣ Dr. Teresa Tam，以表彰她在维护国家

在新冠疫情下对公共卫⽣及安全⽅⾯作出的贡献。

今年为林⻩彩珍基⾦会庆祝成⽴廿五周年，旨在表彰全

国的优秀华裔中学⽣。⾃⼀九九⼋年基⾦会成⽴以来，

已超过⼀百四⼗位年⻘少年获奬，其中许多已成为业界

的领导者。前林⻩彩珍奖的获奖者，很多现在已成为律师，医⽣，企业家，⼯程师，平⾯设计师，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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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作者，会计师和⽛医，他们的服务遍布世界各地，远⾄加拿⼤北部Nunavut 地区，美国，中国和

新加坡。

第廿五届林⻩彩珍奖将于⼗⽉廿⼆⽇(星期六)，东岸时间上午⼗⼀时半⾄下午三时，假多伦多市林⻩彩

珍公⽴学校 Jean Lumb Public School 举⾏，地址在20 Brunel Court, Toronto。

—   ⼴告   —

—  ⼤洋海产 加拿⼤的急冻海鲜先锋  —

林⻩彩珍⻓⼥暨基⾦会主席陈林瑞玲 Arlene Chan 表⽰：「每年，评审团从本国各地众多优秀申请者

中选出获奖者是⼀⼤挑战。这些年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在学术，艺术，社会服务，运

动，环保，⼈权，科创和未来领袖⽅⾯都是尖⼦。」

林⻩彩珍基⾦会每年颁发以上的奖项，⽬的不但去表扬卓越成绩的华裔⻘少年，⿎励他们百尺竿头，

不断精进。同时亦为了纪念早期华裔加⼈的拓展历程，为这⼀代作出的牺牲。我们希望得奖者能体现

林⻩彩珍的理念和精神。林⻩彩珍⼀⽣不倦不休地服务多伦多华⼈社区，为加国华⼈公益发声，她亦

是第⼀位华⼈妇⼥获颁加拿⼤国家勲章。她的⼀⽣传奇，永留千古。

2022年林⻩彩珍奖获奖名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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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亦⾮ Michelle Mo 来⾃亚省爱⺠顿 Old Scona Academic，赢得多伦多⼤学⼠加堡分校赞助的学术

奖。

作为⼀名IB 国际⽂凭课程学⽣和社区领袖，莫亦⾮的亮丽成绩是全级最⾼平均分 99.24%。她领导学

⽣会，数学队和国际象棋会。她被挑选参加著名的美国⿇省理⼯学院⼥性科技计划。在Dr. Barbara

Hughes 指导下，与另⼀学员组合在有关于建议，设计，建模，及装置以互动⽅式创作变形艺术

Anamorphic Art。莫亦⾮致⼒于为年轻⼀代创造机会，例如：在疫情期间为被遗忘的⼥孩们，主持⾮

营利性数学训练营，以及校际虚拟国际象棋锦标赛。作为⼀名狂热的作家，她的⽂章已在三本选集和

四本杂志上发表了，并赢得了⽆数荣誉，包括 Susan B. Green Memorial Award 纪念奖和 Starlight

Award for Poetry 奖。莫亦菲参加各种学术⽐赛，如数学，国际象棋，化学，编码，辩论和世界学⼈

盃World Scholar ‘s Cup。她是2019年世界学⼈盃冠军锦标赛的⼀千七百多名学者中排名第五⼗⼋

位。她是国家优秀奖学⾦National Merit Scholarship和多伦多⼤学国家奖学⾦决赛⼊围者。莫亦菲就

读于美国⿇省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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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诗淇 Kelsey Gee 来⾃卑诗省烈治⽂ R.A. McMath S.S. 赢得多伦多⼤学⼠嘉堡分校赞助的⼊学奖。

虽然智⼒在我们的社会中受到⾼度重视，但朱诗淇认为社区参与也是同样重要。社区服务改变了她的

性格和观点，让她从舒适区域和⼀名内向的领导者⾛出去，从⽽学习新技能，并结识不同优秀的⼈。

在整个⾼中期间，她参加了许多学校和社区团体。她最⾃豪的是她参与Richmond Hope For

Hospitals (RHFH) 医院的希望⼯程活动，旨在通过社区倡议提⾼当地医院的认识和资⾦募捐。在2021

年，疫情限制了⼈与⼈的接触，迫使他们的团队作出新的思考，并创建新的⽅法去⽀持社区。她建议

并主持⼀本由学⽣制作的⻝谱作为筹款活动。经过六个⽉的⾟勤⼯作，为RHFH制作了⼀本⻝谱，⾥⾯

印满了精美的⼿绘⻝物，名为『从我们的厨房到您的厨房』，售出了⼀百四⼗多本烹饪书，为烈治⽂

医院基⾦会筹集了⼀千六百七⼗五加元。⻝谱项⽬的成果，证明了团队合作和共同⽬标能把慨念实

现。朱诗淇就读于多伦多⼤学⼠嘉堡分校的管理和国际商务的⼯作和学习课程。

—   ⼴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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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唱歌益智养⽣活动重磅来袭！55+以上者免费！神秘礼物等你来取！  —

林恺怡 Abigail Lim 来⾃卑诗省⾼贵林 Gleneagle S.S. 赢得由 Chung-kotche� 家族赞助的艺术奖

作为⼀名艺术家，林恺怡希望通过图像捕捉不同的⽣活故事，从中唤起对社会公义，政治和⼈际关系

的认识。她的艺术⽣涯始于中学，在那⾥她学习了平⾯艺术，摄影和数码电影制作。 她把所学的技巧

都散发在义务⼯作上，海报设计，社交媒体帖⼦，活动舞台，年鉴，学校话剧以及⽀援露宿者的社区

项⽬。⼀⽉份，她主动为学校编制介绍⺟校的导赏视频，帮助将来⼊读的学⽣从影⽚中了解学校的建

筑和环境。她还制作了⼀部短⽚被提名参展卑诗省学⽣电影节，该⽚讲述了⼀名⾼中⽣离2家园2始

新旅程的故事。她已考获皇家⾳乐学院的钢琴演奏第九级，并在校队中负责⻓笛。她也是教会崇拜团

队中担任演奏者。五⽉底，她的摄影作品代表⺟校在Morguard-Coquitlam 中⼼奖学⾦展出。林恺怡

就读于卑诗理⼯学院的电视和视频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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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怡 Wendy Yang 来⾃安省多伦多 Monarch Park C.I. 赢得为纪念Dorothy Lu 赞助的社区服务奖

杨⼦怡创⽴了⼀个数学辅导计划，在那⾥她将数⼗名学⽣与合作导师作配对，以数码⽅式设计数学课

程来辅导同学。她还是学校图书馆的指导委员会成员。她从⼗年级2始就参加指导委员会的义务⼯

作。通过发起书评⽐赛为图书馆的未来作出贡献。在万圣节，她组织幽灵故事⼤赛的团队以及评审委

员会的成员。亚裔读书会是⼀个由⻘年领导的⾮营利组织，其使命是帮助其他亚裔学⽣。作为⼀名亚

裔活动份⼦，她为该组织的Instagram撰写⽂章，并拥有⼀千三百多名追随者。她所写的主题与学术，

世界问题和个⼈成⻓有关。作为导演，她管理着⼀个编剧团队，进⾏招聘⾯试并参加导演会议。她通

过其⽹上教育有关相关主题的⽂章，改变了许多亚裔学⽣的⽣活。她做了七百多个⼩时领导新⽣作义

务⼯作，数学和科学导师，夏令营的辅导员，以及加⼊多伦多市府⻘年理事会成员有关帮助学校新⽣

的2放⽇。杨⼦怡就读于滑铁卢⼤学和Wilfred Laurier⼤学联合主办的荣誉数学和⼯商管理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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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 Ezekiel Lu 来⾃安省列治⽂⼭ Bayview S.S. 荣获Murphy & Chung特许会计师事务所赞助的运

动奖

刘宗⺠患有⾃闭症是特殊奥运的速度滑冰，游泳和⽥径选⼿。他⼋岁2始学习速度滑冰，并于2019年

获得参加在Sault Ste Marie举⾏的安省特殊冬奥运动会的资格，并赢得了两枚⾦牌和两枚牌，成为最

年轻的男⼦速度滑冰运动员晋级参加全国特奥运动会。他也是2020年⼆⽉在雷湾举⾏的全国特殊冬奥

运动会安省代表队上唯⼀的华裔速度滑冰选⼿，更赢得⾦牌，银牌和两枚铜牌。在游泳和⽥径⽅⾯，

他参加区域特奥选拔赛，旨在这些⽐赛中获得代表省级和国家级⽐赛的资格。他⿎励其他残疾⼈仕努

⼒过健康的⽣活。去年，在他⼗六岁⽣⽇那天，他与安省⾃闭症组织和⼀些企业赞助商合作创建了

Fitness Kids，并2设了⼀个YouTube频道，展⽰⼈们如何以使⽤健⾝器材作训练。去年秋天，他为

CF24 CrossFit筹集了⽐⽬标多⼀倍的款项，以⽀持加拿⼤特殊奥运活动。他以各种⾝份代表特奥会，

例如约克地区教育局的「约克区运动员」系列，CTV在全国冬季运动会进⾏期间的特别专题报道，以及

安省特奥会的视频专题。以⼰的努⼒作为榜样，并证明残疾者都能取得巨⼤成就，并激励他⼈。刘宗

⺠就读于Bayview S.S.第⼗⼆班。

—   ⼴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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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松传媒活动策划    —

朱思颖 Sophia Zhu 来⾃安省奥克维尔的White Oaks S.S. 赢得了纪念Choi King and John Mah赞助的

创新奖。

朱思颖在直播平台Twitch上为内容创作主播。这些每周活动是POG⽹路的⼀部分，POG⽹路是她共同

创⽴的⼀家初创公司，旨在讲述作为主播有关⽹上联系和发展。这个想法始于新冠病毒来袭时，在

Twitch平台上，允许⽤⼾通过与在线受众建⽴联系来维持他们的社交⽣活。POG每周串流五⼗多个两

⼩时半的互联活动。⾸先从不同参与主播的特性作出配对。然后，他们会参加虚拟⽐赛或⾮竞争性社

交活动，利⽤这段时间聊天并建⽴友谊，从中介绍⾃⼰给新的受众。除了活动之外，POG还建⽴了⼀

个由来⾃北美和南美，欧洲和亚洲的⼆百五⼗多名主播组成的在线社区。她创建了⼀个⽹站，并通过

有关活动增加其社交媒体的影响⼒，每⽉获得⼀百多个独特的评价。她还每周在⽹站上主持以⼀对⼀

⽅式指导两位社交媒体主播。在两周内将他们的Instagram追从者从六⼗三名增加到⼆百多名。P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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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发展了数⼗个频道，收到了⼏个原创的社交媒体的赞赏，并通过超过其他⼗家初创企业赢得了

BETA Camp的“Closest to MVP”奖。朱思颖就读于滑铁卢⼤学联同Wilfred Laurier ⼤学合办的数学和

商科的双学位课程。

 

森美雪 Miyuki Mori 来⾃安省万锦市Unionville H.S. 赢得由Maximilian 家庭基⾦赞助的⼈权奖

⾃⼗⼀岁起，她为特殊教育班做义⼯，森美雪⼀直热衷于有关残疾⼈仕的公义，对智障者的欺凌和歧

视。2018年，她⾃愿担任智障者的游泳教练，并于2019年获得万锦市志愿者表彰奖。她在

1UPToronto的2021年设计⽐赛中获⼤奖，主题为多伦多Wychwood Barns 公园从新设计使该公园更

适合给残疾⼈仕使⽤。2021年五⽉，森美雪和LIGHT社区组织共同领导⼀个社会公义的虚拟会议，在

那⾥，她邀请了来⾃Variety村和Holland Bloorview康复医院的荣誉演讲者分享他们的经验，并教育出

席者如何公平地与残疾⻘年合作。森美雪成⽴了⼀个由⻘年领导的组织Project 5K，以启动 “Project

Gifts for Good”项⽬，以分发温暖包给多伦多的露宿者，以对他们的⽀持。她领导第⼆届情⼈节回馈

⻓者项⽬，她收集了及分发了⼆千五百多张⼿做的情⼈节咭送给主要医护⼈员和⻓者。她希望继续为

被边缘化社区的⼈争取尊严，影响他们对⽣命的意义。森美雪就读于卑诗⼤学的媒体研究学⼠学位和

管理学硕⼠双学位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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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永英 Rachel Dong 来⾃卑诗省温哥华市 Eric Humber S.S.赢得由Fay and John Wong 赞助的环境保

护奖。

作为温哥华教育局的可持续发展会议主席，邓永英希望⼈们能提⾼环境意识并增强⽓候变化的宣导。

她组建了⼀⽀由来⾃该第⼗⼋区内四⼗名⾼中学⽣组成的团队，并主持了七次导师会议，其中两次全

天会议将⼀千多名学⽣与五⼗多名导师和社区组织联系起来。作为加拿⼤⼆⼗五岁以下的排名头⼆⼗

五位环保主义者，她计划继续培养学⽣领袖，启发他们对社区产⽣积极影响。她于2019年创⽴了

Kitchen-on-a-Mission，并与温哥华各地的⾯包店和露宿者收容所协调了⼀项厨余计划。她组织义⼯收

集参与捐赠店铺未售出的⻝品，并发起了⼀项招募活动，在⼀个⽉内将该会的成员从⼗五名扩⼤到⼀

百名会员，发展成每周⼀天到每周五天派发。三年多来，该组织已将价值超过4万加元的剩余⻝物从浪

费中转移出来，⽀援了市中⼼东区的穷⼈。“邓永英表⽰：「我对科学的热情激励我为截肢者设计⼀种

以能量运作的轮椅，这项研究使我进⾝2020年温哥华地区科学博览会的决赛选⼿。从那时起，这股动

⼒使我⼊读卑诗⼤学环境科学，以引领创新研究去解决迫切的⽓候问题。林⻩彩珍奬奖学⾦让我能投

⼊更好资⾦在研究和对社区的参与，使我实现我的价值观，以⽀援⽓候⾏动和有意义的⻘年参与⼯作

的包容和坚持」。邓永英就读于卑诗⼤学科学系。

—  ⼴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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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在数字时代⽣存？全⽹数字营销助企业快速获客! —

卢焯恒 Caleb Lo 来⾃安省万锦市 Millikan Mills H.S. 赢得纪念Pam Collett 的未来领袖奖。

卢焯恒的领导才能，从宣导，社区服务以及对指数科技的热情，发挥了积极的影响。⼗五岁时，他与

⼈共同创⽴了⼀个名为“Global Bound Education (GBE）的国际教育⾮营利组织，为落后社区不幸的

学⽣创建和发送⼀套免费教育课程，同时为学⽣提供实习机会。他已在全球内招募了⼀百多名⾼中

⽣，以创建和发送⼀百多套学习课程，为迦纳，乌⼲达和坦桑尼亚的四所学校的三百多名⼩学⽣提供

这服务。他与具影响⼒的学习串流服务平台Study Stream，乃世界上最⼤的服务平台合作，已超过六

万名追随者。此外，他还担任2020-2021年STEM⽆国界多伦多分会主席。他举办了⼩学⽣STEM之

夜，与不同演讲嘉宾⻬主持，包括加拿⼤科技博物馆，Engineering For Kids和STEM⾮营利组织，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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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烈旺华商会 – 杰出华裔⼥性⼤奖揭晓 六位获奖者实⾄名归

11⽉3⽇ 多华会The Cross-Cultural Community Services Association (TCCSA)  →

有⼀百多名参与者。他是York Region Presidents’ Council (YRPC）的理事会成员。罗焯恒加⼊了⼀个

名为TKS的human accelerator program 潜能发展计划，在那⾥他推动新的科技上的研究和创造，例

如聚变能源和海⽔淡化之间的关系，成为国际矽⾕⿊客松Silicon Valley Hackathon的半决赛选⼿，以

创建⼀个2发⼈员合作平台。他获得了全资赞助，参加了在迈阿密举⾏的⼀次会议，并谘询了以⻢斯

克Elon Musk⽀援的世界上最⼤的解决⽅案激励者XPrize，以解决有效评估美国七⼗四万多名警官的改

⾰问题。卢焯恒就读于Millikan Mills H.S. 第⼗⼆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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