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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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畫組別 - 小學組  

(按姓氏排序)

特等獎 姓名 年齡 作品名稱

陳雋迪 9 幽居圖

一等獎 姓名 年齡 作品名稱 姓名 年齡 作品名稱

康耀威 9 樹 郭敏瑩 11 瑞鶴迎春

梁穎怡 11 奔向太陽 潘嘉雯 11 豐收

二等獎 姓名 年齡 作品名稱 姓名 年齡 作品名稱

文樂衡 10 水鄉三月 張愷桐 9 企鵝

朱芳嬅 11 荷花 湯欣悅 9 樂在其中

朱樂生 9 松鼠一家 葉昊沁 10 春江垂釣圖

何竑樂 9 小福兔 葉瀚林 7 繁華都市

呂向晴 7 金魚 鄒穎瑤 10 鱷魚

李芷蕙 9 豐收 蔡慧彥 9 小貓

李浠銦 10 小貓 鄭喆欣 11 青梅竹馬

林楚嵐 7 盤蝦 鍾 琪 11 春天來了

三等獎 姓名 年齡 作品名稱 姓名 年齡 作品名稱

丁澤鑑 10 夏日長 李迪生 9 貓咪愛魚

王樂瑤 12 和平頌 李逸朗 8 老虎的家鄉

田洛琳 6 遊戲(樹熊) 李瀅盈 11 小屋三五已成村

田葆琳 9 森林景色 杜明哲 6 小企鵝

伍嘉駿 10 長頸鹿 貝瑞翔 10 和諧

何寶汶 11 繡球爭艷 周芷瑩 10 雪裡銀裝

余善姿 11 山居圖 周芷蔚 10 海底的水母

吳芷慧 8 開卷有益 林浣晴 11 聽濤

吳星慧 11 光騰來輝 林禎禎 11 昌浦

吳穎芝 7 仲夏 胡敏聰 6 猴子

岑靖淇 10 百花吐艷 孫一言 11 春風

岑靖濂 9 春色 徐雪瑩 8 雙燕迎春

李 冰 6 瓶花 馬晞絢 10 荷塘花趣

李心怡 10 大戶人家 區妙霞 10 熊貓寶寶

李卓穎 7 小蝌蚪找媽媽 張芷穎 11 碩果纍纍

李泓軒 10 龍 張凱童 7 菊黃蟹肥

李施賢 11 魚的一家 張瑜蓓 6 雪地企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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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獎 姓名 年齡 作品名稱 姓名 年齡 作品名稱

梁博然 10 黃山奇景之飛來石 賈傑文 10 花意

畢欣嵐 6 小雞覓食 劉子澄 7 齊來做運動

郭依琳 8 鯉魚 鄧燕儀 11 奇怪的樹

郭美琪 11 熊貓 鄭凱霖 9 荷塘蛙叫

陳 譽 7 美味的紅蘿蔔 蕭 縉 12 靜觀

陳任瑋 11 山清水秀 蕭蔚瑩 12 雪景

陳柏融 6 江南水鄉 蕭曜徽 6 水車屋

陳顥軒 8 迎春 鮑卓悅 8 小老鼠

麥晞姸 10 蝴蝶花 鍾迅晞 4 田園小雞

黃倩思 11 休居 韓卓怡 11 月夜

黃鍩浠 8 萱花挺秀 羅傲嵐 10 樹下細語

黃鎧宏 10 荷塘清趣 關鈺宜 8 我的爸爸

楊易臻 7 猴子的小吃 嚴方懷 10 翠竹小鳥

葉肇禎 11 荔枝

優異獎 姓名 年齡 作品名稱 姓名 年齡 作品名稱

尹智軒 10 - 李芷柔 8 葡萄

尹禧朗 10 滿園春色 李芷恩 9 兄弟姐妹

王 煒 11 - 李宣慈 9 仙水花

王可欣 6 凝望 李思行 11 萬紫千紅

王卓瑩 9 喜羊羊 李思亭 11 公園裏的池塘

王敏婷 11 魚樂 李浩榕 6 菜根香

王樂詩 10 竹報平安 李凱甯 9 企鵝趕回家

朱衍嘉 10 小麻雀 周永悅 10 菊花

朱倩言 12 愛麗絲 周易萳 10 秋

朱澤優 10 小兔 周玥誼 11 花開富貴

何子蕙 10 八燕圖 周瑄蔚 11 富貴牡丹

何浩瑋 10 松鶴圖 林小平 12 神仙魚

何霆欣 7 爭姸鬥麗 林依蓓 7 森林的悠閒

余承羲 10 快樂豬 林珈瑤 7 三只小雞

余采恒 7 荔枝園 林惠美 11 開心樂園

余穎欣 7 金魚 林鈺羚 12 竹坊

余錦霞 12 飛瀑 林靖韻 - 花開富貴

余顯澄 11 蝦蝦笑 林熹彤 9 大自然

吳卓藍 9 牧童 阿瑟 10 -

吳程恩 10 相約在香江 姚曉晴 10 仙鶴

吳澤烽 10 秋趣 洪詩茵 8 國色天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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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倬琳 10 鸚鵡 黃欐淇 9 幽香

范芷蕎 11 塘邊小景 楊其謙 7 秋夜

倪穎詩 9 凌波仙子 楊紫彤 8 梅花開

徐娉婷 9 春曉 楊紫霖 8 初春

徐樂天 9 我愛甲蟲 楊慧琦 9 福祿壽

海朗樂 7 荷塘生活的青蛙 萬阡尉 10 松鶴圖

馬煒茵 11 郊遊 葉銘淇 10 可愛 的小麻雀

張泳筠 10 山居圖 葉鎮傑 10 一點紅

張晉僖 8 齊來賀新歲！ 廖希兒 10 兔年吉祥

張栩慇 11 黃山雲海 劉以晧 7 春天

梁佩盈 9 灰太狼 劉仲恒 10 快樂的小鳥

梁楚蕙 11 寫生 劉向欣 10 香江春暖

莊蔚溋 8 春燕 劉志飛 10 憩

許卓玲 12 野趣 劉沅桐 10 深海尋寶

郭兆聰 11 纜車 劉悅然 8 先吃什麼？

郭思焯 7 自由自在 劉婥琳 8 小鳥的家

郭思澄 9 盛放 劉茝珩 8 讀書樂

郭婉晴 10 秋菊 劉茝琳 10 可愛的小魚

郭懿琳 9 幽居 潘 朗 9 蝦

陳正晞 9 樹林 潘定國 10 快樂的小鳥

陳品穎 9 松鼠 蔡凱薇 10 月季

陳倩賢 7 遊玩樂 蔡鈱濤 10 鳥語花香

陳祖兒 10 田園衛士 蔡駿希 7 瓜田一景

陳煌基 - 小鳥的家 鄧萃兒 8 願者上鈎圖

陳麗行 8 荷塘錦鯉 鄭梓俊 12 鯉魚圖

陳耀東 7 大樹林 鄭梓峰 12 小白貓

陳顥頤 8 燕歸來 鄭鈺霖 8 我愛大自然

陸思琳 11 菊花田 黎樂姸 11 蝶戀花

勞靖然 12 虎皮鸚鵡 盧劭軒 9 鶴

曾文傑 9 貓頭鷹之家 賴柏延 11 貓頭鷹

馮芷晴 10 雞冠花 賴恩盈 9 春遊

黃卓禮 8 忙碌的小蜜蜂 霍芯瑜 11 細語

黃衍琳 10 堆雪比賽 謝穎賢 11 哈哈笑

黃梓傑 8 美麗的農莊 鍾震亨 11 水仙

黃曉琳 11  神馬 鄺鈉言 11 春天來了

黃鎧峯 11 池趣 羅婉晴 11 田園

黃寶慧 12 - 譚詠瑜 12 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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