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屆兩岸四地中國青少年兒童書畫大賽 

(香港區獲獎名單)

西畫組別 - 初中組

(按姓氏排序)

特等獎 姓名 年齡 作品名稱

王晞晴 14 濕地共存

一等獎 姓名 年齡 作品名稱 姓名 年齡 作品名稱

伍曼雪 14 魚樂 陳樂汶 13 大自己遊玩

朱恩彤 14 繁華都市 譚樂敏 13 青春樂園

高倩盈 17 在自然「飛翔」 蘇晧頤 13 歌舞大自然

陳筱蓉 13 理想家園

二等獎 姓名 年齡 作品名稱 姓名 年齡 作品名稱

Tsui Yat Yan 12 - 梁晞銚 12 Love for nature

王秀如 13 熱愛海洋世界 陳 峘 12 綠色香港，我鐘意

朱樂晴 13 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心 陳思朗 13 新春大吉

林昭彤 12 選美 黃頌茵 13 動‧靜

林曉嵐 15 叢中鳥 鄧頌賢 14 自然

徐顯銘 14 暮光 賴浩謙 14 自由自在

張倚漫 14 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

三等獎 姓名 年齡 作品名稱 姓名 年齡 作品名稱

Serena Yeung 12 花開處處 梁曉君 12 熱愛大自然
Simchah Chu 12 Love our Life, Love Nature 符綺庭 15 我心中的大自然

方欣如 12 融入大自然 陳俊彥 14 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

任凱兒 12 - 陳栩殷 13 世界的美麗

何藹妍 15 地球的禮物 陳穎琦 12 人‧大自然、牆畫

余穎鋒 14 大自然的演奏曲 黃資斐 12 The Art of Nature

呂庭煒 13 熱愛大自然 葉萃琪 12 母愛

李明瀚 13 人殘志不殘 葉鳴弘 12 享愛‧大自然的美

李洛鍁 13 熱愛大自然之尊重生物多樣性 劉詩昕 12 Love for the enviroment

李浚銓 12 綠色城市 劉嘉欣 12 我愛大自然

阮澤滔 13 我的好朋友─海豚 劉錦坪 12 愛.生活，愛.自然

周駿軒 13 另一角的塔 潘心裕 12 愛心

邱詠琪 13 愛在同一天空下 盧紫仟 15 愛護大自然

姚子晴 13 活出自然 蕭 嬈 12 -

泰舒雯 13 一湧而上 謝穎瑜 12 我愛四季

留景詩 12 舞龍 鍾浩然 14 Love Life, Love Nature

高淑洁 15 體會自然 魏奕聰 12 自然嘉年華

梁晉朗 14 休閒的樹熊 鄺芷茵 14 南極之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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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異獎 姓名 年齡 作品名稱 姓名 年齡 作品名稱

Rachel Au 12 couservafion and Cooperation 許茵翹 12 Greener Trees, Greener Future！

Yeung Wing Lam,Joanna 13 熱愛 郭泳希 13 托起我的地球

王安蕎 14 保育海洋 陳子聰 14 寧靜的湖光山色

丘善行 13 熱帶小森林 陳姻廷 12 擕手共創繽紛大自然

石潁鏇 14 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 陳思麗 12 生活在大自然

伍霈汶 14 喜悅‧自然 陳朗軒 12 愛生活愛自然

何汶臻 12 we love our life, we love nature 陳凱彤 13 美態的尋覓

何卓嘉 12 談天說地的鳥兒 陳凱婷 14 黃口無飽期

何樂誼 13 自然‧樂 陳暖心 12 心連心，共創綠色生活

吳凱祺 12 熱愛我們的大自然吧! 陳瑞麟 12 熱愛大自然

吳詠希 13 四季樹 陳煒晴 14 我‧大自然‧動物

吳逸軒 12 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 陳筱涵 12 竹林之眼

吳湋強 13 海洋之美 陳熲臨 13 熱愛大自然的生活

吳璟鋒 14 城中的大自然 陳穎郴 13 屋後的牆角

李依庭 12 和大自然做朋友 陳穎僖 10 保護環境

李芷穎 14 靜聽‧期待 陳翰生 14 自然共享

李思敏 15 熱愛大自然 黃可斐 12 愛生活，愛大自然

李雪盈 13 藍天 黃悅意 13 一天之計在於晨

周芷君 13 我的小花貓日記 黃鈞浩 12 我的城市--香港

林由美 13 熱愛大自然 楊曼筠 13 一家樂融融

林皓昕 14 愛‧海洋 楊藝涵 15 喜悅

林澤恩 14 由生活到自然 溫煦寧 12 Life is wonderful

姚錦榮 13 春叢 萬綺程 14 Vnique

柯穎琛 12 與大自然共融 劉卓琳 12 擁抱大自然

洪秋霞 14 Dancing silhouete 鄧芷晴 - 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

范逸朗 15 良驅 盧思朗 14 四季盛放

夏婉婷 12 共創美好生活 簡穎桁 13 探究大自然

容迪昕 12 - 羅珮珊 12 熱愛大自然

徐樂宜 12 Love your life, Love our Nature 譚樂同 13 愛護海洋

袁冬伶 12 - 嚴敏行 12 愛自然‧擁抱城市生活

袁翰林 14 盼 蘇雋輝 15 走到世界盡頭

張日曦 13 馬術比賽 蘇慧音 - 我的生活是大自然

梁至怡 13 - 蘇澤信 12 鄉間小徑

梁漢森 14 熱愛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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