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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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學組

(按姓氏排序)

特等獎 姓名 年齡 作品名稱

鄭鈞之 9 我熱愛生活，我熱愛香港

一等獎 姓名 年齡 作品名稱 姓名 年齡 作品名稱

KATIA 7 香港歡迎您 梁晞朗 10 釣魚樂

王釲汶 9 美麗的宇宙 陳卓蔚 10 愛心樹

何釗傑 9 水果(油粉彩) 曾曉琳 8 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

吳雅蕾 10 家園 黃頌希 10 夕陽

周頴祺 10 綠色城市我們創 黃鍶慧 12 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

林舒嵐 12 樂在香港 楊君朗 10 美麗的水世界

姚景晞 8 可愛的海豚 劉敏琦 7 善用過年利用

張煒琳 10 熱愛大自然 盧羨恩 9 可愛的小兔子

二等獎 姓名 年齡 作品名稱 姓名 年齡 作品名稱

王依彤 10 快樂對話 陳雅文 11 熱愛生活

石禧彤 10 美麗的維港 馮穎雪 10 紅色聖誕日

何沛欣 10 聖誕禮物到啦! 黃俊熙 8 美麗的錦鯉池

何海 10 下雨天 黃婉婷 11 泛舟湖上樂逍遙

余蔚朗 9 冒失的小昆蟲 黃皓源 10 香港人熱愛香港

吳悅生 10 兩岸四地通處游 黃熹渝 10 遨遊太空的聖誕老人

呂華軒 11 我的夢想─飛行員 黃麗珊 13 聖誕樹下的樂趣

宋昱謙 10 我的音樂世界 葉藹儀 10 日本娃娃

李培恩 8 森林裡…… 趙宏曦 6 熱愛大自然

李焯殷 - 美麗的維多利亞海港 潘焯鏗 12 藝之族舞

李蒨烔 7 玩具的天地 盤宇軒 11 遨遊太空

林幼雅 11 生活點滴 蔡芷晴 11 開心逍遙遊

金芷晴 11 我的生活多姿采 黎詠霖 9 樂而忘返

柯嘉洛 8 我愛打籃球 盧嘉健 9 嚮鐘聲賀聖誕

張曉澄 9 觀海豚 蕭海珊 10 聖誕美人魚

莫凱婷 12 翩翩起舞 羅穎琳 11 溫暖在我心

許章翰 11 保護野生動物 譚君禧 10 我愛大自然

郭欣怡 8 WE LOVE GREEN 譚煒城 7 我愛我的水世界

陳茜莛 11 大自然與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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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獎 姓名 年齡 作品名稱 姓名 年齡 作品名稱

尤嘉慧 11 頑皮的滑雪女孩 梁美婷

方詩莹 12 我愛大自然 梁雪晴 9 夕陽下，我們在玩耍

王靜雯 11 我的課餘生活真豐富 梁銘熙 9 森林音樂會

包曉嵐 10 露營 梁燊賢 10 聖誕老人在跳舞

古巧欣 6 我家有很多貓咪 莫芷樂 11 豐富的早餐(素描)

司徙卓妍 7 新年很好玩 許湖洪 12 大自然之繽紛田園

伍其銘 11 寧靜的草原 許嘉嘉 9 找

伍婷欣 9 繽紛人生 許嘉薇 11 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

朱恩霆 9 生活的點滴 郭敏瑩 11 綠色論壇

朱惠琳 9 世界多麼美 郭曉茵 - -

朱詠琳 7 加油!努力!支持你 陳卓怡 8 美麗的一天

何卓盈 12 聖誕晚的港夜景 陳卓慧 9 活力充沛大自然

何美儀 9 郊遊樂趣多 陳芷晴 11 我愛大自然

何善淇 8 我熱愛我多姿多采的生活 陳俊耀 10 科學的樂趣

何嘉欣 9 青蛙呱呱呱 陳彥彤 7 我愛大自然

何熙哲 9 藏族少女 陳映均 10 有機農場

吳芷菩 8 愛人愛物愛地球 陳柏希 8 美麗的海洋

呂汶靜 10 天空的奇幻 陳祉韻 11 我愛大自然

李欣樺 6 愛護新生命 陳凱隆 10 哈!聖誕來了!

李玥曈 8 大自然的歡樂 陳源 9 動物愛大自然

李建汶 10 多彩生活 陳熙兒 10 LOVE EARTH，齊愛大自然

李映璁 10 搶包山 陳樂欣 10 綠悠悠的家園

李逸桐 10 - 陳樂婷 11 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

李嘉瑤 10 攀上高樓 陳穎霖 13 生命小精靈

李嘉穎 9 親親大自然 陳臻怡 8 放風箏

李綽桐 8 齊來親親大自然 陸詠霖 8 回信

辛祟真 9 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 麥浠楠 7 沙灘排球賽

周逸朗 11 我的生活‧我的記錄 麥潤明 8 夢幻樂園

周樂頤 11 我的陽光沙灘樂園 彭桂亮 9 太平清醮

林卓妍 9 姜餅人 曾芷晴 12 聖誕的蛋榚

林紓昕 9 我的小白兔 曾紀僮 10 暖在心頭

林雪銘 11 草地上的小狗 曾朗峰 9 滑浪風帆

林雅詩 10 日落下的和諧 辜穎賢 11 親親大自然

姚汎軒 9 在太空中的另一端 馮皓源 11 我的生活寶庫

柯詠芯 8 彩虹世界 馮睿萌 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

胡正恒 10 電腦遊戲的海底世界 黃少思 10 同窗趣事

胡焯澧 9 大自然的美好 黃沅庭 11 歌頌音樂

胡雋謙 9 挑戰 黃卓妍 10 蔬果素描之青瓜

胡靜童 8 看!水母多美麗 黃欣寧 11 我的期待

范浩然 6 我愛大自然 黃詠欣 7 兩岸四地兒童愛自然，創美來愛

張洛晴 6 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 黃琬靖 10 精彩泡泡

梁子盈 11 我們的聖誕 黃寶兒 11 高歌一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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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凱恩 11 親親大自然 鄧復文 12 米芝蓮

楊韾怡 9 游出自我 鄧曉晴 11 葉中的精靈

溫芷穎 12 快樂的魚兒 黎寶棋 11 足跡之旅醉自然

葉汶昕 6 熱愛大自然 盧家熙 10 動物慶祝聖誕

葉康傑 10 熱愛大自然 錢巧雯 8 熱愛大自然

葉礎禧 11 烏兒高飛 駱昊謠 7 美麗的瀑布

蒲玉燕 11 花間童夢 龍穎沂 6 我與動物一起表演魔術

趙俊偉 10 關愛香港關心環保 謝佩珊 10 拋禮物的聖誕老人

劉浩義 9 北國小城 謝翠彤 11 吹笛子的聖誕老人

劉敏輝 11 空氣污染的生活 羅芷菁 11 快樂的糖果店

劉梓駿 8 大自然之光 羅洛喬 12 暢遊大海洋

劉曉嵐 11 城市‧大自然 羅樂晴 10 熱愛大自然

蔡旻健 9 熱愛大自然的動物 譚秀然 7 家里的花開了

蔡傳本 10 我要拆禮物 譚詠琛 10 可愛的河馬們

蔡頌瑩 8 樂融融 譚樂希 9 我的最愛

蔡曉慧 8 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 關汀諾 10 美麗的世界

談家詠 9 一齊來吧! 龔建泓 8 我最愛吃的節日食物

鄭浩然 12 雪人的家

優異獎 姓名 年齡 作品名稱 姓名 年齡 作品名稱

Christie Leung 8 十五的月亮 王施晴 9 農場
Ghosh, Shreya 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 王啟駿 8 家

丁皓正 8 警察哥哥 王梓琦 11 小偷的……

丁鈴兒 6 可愛的小動物 王淳熙 11 活在古、今、海、陸、空

丁煒璁 9 海洋世界 王萍 9 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

卜錦松 9 兇惡的鱷魚 王筱晴 10 快樂人生

中川智美 - 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 王嘉盈 11 樹上的世間

尹禧朗 10 葫蘆下的小魚 王樂兒 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

孔湘柔 8 動物園 王澤霖 11 風雨不改

文韋皓 7 - 王穎彤 11 花花世界

文霖雅 9 可愛大自然 王穎棋 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

文禮信 9 我的最愛 王駿傑 6 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

方雪晴 9 春天仙子灌溉著 古浩華 8

方竣廉 6 灌溉 甘胤廷 7 七彩繽紛的生活色彩

方澤榕 8 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 田真希 6 回歸大自然

毛嘉穎 9 好朋友 石家瑜 7 果園

王君慧 7 我的房間 石皓然 7 聖誕雪人的家

王杞熒 10 田園衛士 伍卓彥 11 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

王明德 10 驚喜 伍家儀 11 我家的貓

王俊仁 10 靜聽鳥兒聲 伍維鈞 8 彩的正方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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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子淳 9 賣火柴的女孩 吳芍瑤 8 我也來了

安美玲 8 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 吳其澔 10 大自然多美

曲怡丹 10 樂趣自然 吳其儒 11 享愛自然

朱天昊 8 友愛大自然 吳宛澄 10 我們愛綠色的世界

朱天音 6 煙花下的尖沙咀 吳芷螢 7 動物園一日遊

朱文浩 10 熊貓世界 吳海喬 8 美麗的春天

朱建行 9 愛護大自然 吳惠琦 9 到郊外野餐

朱殷彤 6 合家歡 吳鈞翹 11 -

朱蔚萱 12 我愛大自然 吳雯雯 9 我愛大自然

朱霈盈 12 自然多奇妙(家庭和睦，樂也融融) 吳焯盈 6 開開心心溫泉樂

江沛嫺 11 天鵝湖 吳嘉恆 8 大自然與我

江宛霖 - 飛越天水圍 吳慧盈 11 探訪老人院

江芷穎 7 和爸爸媽媽遊歷海洋 呂心言 9 戶外活動

江柏俐 11 找骨頭 呂妍慧 9 快樂的竹林

自竣榕 8 在夜晚的沙灘裡 呂蕙茵 15 家在花田

何天仰 7 花草樹木一起跳舞 岑惠澄 10 幻想聖誕遊戲

何仲翹 10 自然能量 岑綺思 10 溜冰場上的女孩

何旨燿 12 大自然的蝴蝶 李子聰 7 放風箏

何彤善 12 黑喉响蜜鳥 李文正 9 假日的海邊渡假村

何灼楠 8 彩色大自然 李令喬 9 郊外野餐

何卓嵐 9 郊遊樂 李可喬 10 戀生活、愛自然

何卓榕 9 熱愛海洋 李兆智 7 養生

何旻洸 10 我愛大自然 李卓霖 7 月亮在中秋

何悅鳴 10 花貓去郊遊 李明俊 10 落櫻繽紛

何茵詠 6 我愛大自然 李欣洳 12 美麗的夕陽

何健瑜 - - 李彥彌 9 潛看珊瑚

何婉彤 6 守護受所愛的家 李柏蕊 12 可愛奇緣

何淑雯 - - 李秋怡 - 熱愛大自然

何智樂 10 大自然之美 李美玲 8 小鳥歌唱

何皓忻 9 郊遊 李健源 11 鯨游淺水

何舒詠 8 我愛地球 李康娛 12 小鹿看世界

何詠欣 9 熱愛大自然 李敏棋 9 盪鞦韆的聖誕夜

何嘉汶 11 親親大自然 李晞樂 8 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

何彰容 9 我愛美麗的大自然 李梓灝 8 郊外足球

何潁柔 7 噴出繽紛 李琳琳 11 開不開心的原因

何懷欣 6 露營 李皓欣 9 我愛大自然

何蘊兒 10 與你共度過節日 李皓傑 9 大自然

余心愛 9 我愛小動物 李詠琪 10 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

余文博 10 盛放 李愷晞 11 神來了嗎?

余佩均 - 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 李詩慧 9 海洋世界

余健諾 12 永遠的期待 李煒明 11 我的聖誕奇想

吳子昕 11 夢想天地 李睿恒 10 聖誕小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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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學組

(按姓氏排序)

優異獎 姓名 年齡 作品名稱 姓名 年齡 作品名稱

李銘滔 6 齊來保護環境 林樂彥 9 海洋的寶貴

李銓軒 8 彩虹上鳥覽風景 林蔚昕 10 愉快的生活

李慧芯 6 糖果朋友 林曉鍶 8 耕種樂

李樂熙 9 到外公的農場渡假 林澤鈞 11 大自然的生活

李曉嵐 11 理想大自然之─舞蹈家 林澤錄 7 -

李澤誠 7 夏日水果 林鍏釗 10 熱愛大自然

杜可蕎 9 勿破壞我的家 祁珮嫻 10 歌唱聖誕夜

杜洛宜 8 開心遊樂場 邱柔 12 我愛大自然

杜展朗 9 我要呼吸清新，不要污濁空氣 邱諾珩 6 熱愛大自然生活

杜祥天 9 我愛大自然 冼卓敏 11 花朵上的野餐

沈文欣 10 倚傍 冼愷雪 12 我的生活

車詠欣 11 - 侯彥琳 7 彩虹仙子

阮思恒 10 熱愛生活 俞建霖 9 聖誕晚上的寧靜

卓曉瑩 10 污染了我的家!!! 姚卓欣 12 生活之七彩文字世界

周丹慧 9 木偶娃娃 姚敏聰 飛越天水圍

周正賢 9 大自然的喜與悲 姚證恩 9 窗外寧靜的風光

周玥鋆 6 過新年 施于恩 7 生態遊

周思慧 9 我們家的風景畫 施樂怡 10 美麗大自然你我齊共享

周珀妍 9 美好生活人人愛 施寶穎 12 聖誕老人派禮物

周朗然 6 齊來Fun Fun Fun 段馨然 9 熱愛自然的奇幻世界

周詠琛 11 我愛大自然 洪兆彥 9 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

周敬謙 7 探險記 洪梓峰 9 海底世界

周煜煒 11 與弟同行 洪逸童 6 快樂生活大自然

孟靖霖 9 美麗花鳥 洪霆皓 9 奇妙大自然

官凱程 7 我愛大自然 洪曉楠 11 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

官犖 8 松鼠世界 胡孝賢 7 在夜空下遊船河

招子裕 9 春蝶 胡卓琳 8 一起與動植物做朋友

林天恩 11 星空下的螢火蟲 范康盈 8 賞月

林心 10 熱情、奔騰、澎湃 韋希昕 11 草地開跑

林心怡 9 親近大自然 韋浚 8 我愛小昆蟲

林秀麗 8 開心賽馬 倪欣鈴 7 我們的大自然

林昊彥 7 和風打呼 倪倩如 11 動物的歡樂

林映璇 9 郊外樂趣 唐宇曦 8 愛愛地球

林風然 12 我的生活Love自然 孫家欣 10 沙灘上的聖誕老人

林倩瑩 11 小鹿看世界 孫淑君 12 花叢中的女孩

林峻毅 10 人類強大的破壞力 孫潔茵 7 熱愛大自然

林海盈 9 美麗的大自然 徐芷賢 11 一家樂融融

林浩瀠 10 快樂暢泳 徐婉琦 7 大自然多可愛

林偉桐 11 水世界 殷宇宸 7 歡樂動物園

林凱彤 7 我愛夏日 翁靖含 9 請停手!愛護環境

林詩敏 11 愛護大自然 馬心怡 11 雨中精靈

林瑋晟 10 魚樂 馬希彤 10 我愛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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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持恩 10 親親大地 梅瑋珈 9 大自然的寶庫

高艮止 11 舞龍 盛靜雯 11 封閉空間─「生活‧大自然」

高晟傑 - 飛越天水圍 符學正 6 綠色世界

高晴 9 我愛生活、大自然 莫介豐 10 自然一族

高慇莛 8 越過高山，越過海洋 莊千漪 6 大自然

區子誠 11 尋找動物的足跡 莊清清 12 一池春水

康珮珈 11 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 莊紫菱 9 觀看美麗的飛天彩蛋

張羽婷 7 小甲蟲 莊澗盈 10 我的立體主義

張卓賢 10 飛越天水圍 許可琳 10 -

張衍晴 9 樂在大自然 許永璁 7 郊遊

張泰匡 11 海洋世界 許廷鈞 9 熱愛大自然

張智灝 10 我愛大自然 許沛恒 9 愛心齊植樹

張詠琳 7 海皇國 許珈維 6 童子軍郊遊

張雅晴 9 神奇占卜大師 許嘉蕓 14 蔬果大王

張雅晴 6 聖誕村的景象 許漳浤 11 大自然的奇趣

張愷欣 11 甜心的微笑 許慧儀 9 大樹上

張頌晞 10 飛越天水圍 許樂珩 8 假日

張銘軒 8 樂遊悠 許穎恩 7 貓頭鷹

張樂桐 9 蝴蝶世界 許諾琳 11 龍貓與朋友

張潁敏 12 美麗的夕陽 連鈞傑 11 我的聖誕老人

張穎茵 7 春花妙韻 郭本瑜 8 賞雲

張諾雯 10 春天到了 郭希 8 滑雪的聖誕老人

張駿雄 11 悠悠樂曲 郭思允 6 我們這一家

張鎧盈 7 我在長廊上漫步 郭思齊 我愛畫大自然，小動物

張鎧橦 8 滑雪逸趣 郭家瑜 10 舞動聖誕

曹佩怡 7 小白兔 郭茵雅 6 游泳比賽

曹思哲 10 我的農場 郭凱怡 11 飛馬

梁巧彤 9 旋轉木馬 郭凱靖 11 我的寵狗狗

梁安淘 11 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 郭富儀 11 美好生活。美好大自然

梁安蕎 11 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 郭舒雅 10 郊外

梁芷晴 6 夢幻屋 郭慧欣 11 玫瑰、花園、音樂─生活

梁晉軒 10 郊遊 郭穎芝 - 海洋派對

梁茵童 8 小兔的休閒下午 郭穎桐 6 大伙兒到公園玩樂

梁婉瑩 10 我的安樂窩 郭鎂諺 8 將心傳遞

梁凱迪 9 森林與大海 陳子彥 10 黃昏一角

梁凱淇 6 擁抱活力人生 陳子淇 11 陽光時間

梁凱琪 9 母愛 陳心儀 7 救救小生命

梁凱翹 10 月下過聖誕 陳可瑩 11 城市綠洲野餐之旅

梁詩珩 10 和平動物園 陳巧彤 10 蔬果素描之青蘋果與奇異果

梁穎瑤 9 大自然中的畫 陳仲嫻 10 森林世紀

梁鎧盈 8 天使心靈的友誼 陳君頌 10 新款聖誕車

梅詩詩 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 陳杏婷 11 農莊體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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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汶樂 8 野餐 陳栢棠 7 我們的大自然

陳佩恩 10 我的安樂窩 陳煊婷 10 向大自然學習

陳卓熙 6 我愛大自然 陸伊汶 7 齊來種植植物

陳宗琦 9 親親大自然 章卓泓 7 萬聖節快樂(油粉彩)

陳宛蓓 9 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 麥正揚 7 郊野玩樂

陳欣彤 8 美好環境 麥展瑋 8 玩具小天地

陳芷琳 10 我家的小花 麥頌軒 9 親親大自然

陳俊傑 8 熱愛生活之愛運動 麥趣思 12 享受生活

陳俊霖 8 美麗海濱，健康的人生 勞瑞麒 9 大自然生活

陳奕希 11 青蛙跳 彭昊翹 10 濕地公園

陳彥銘 7 我與我的朋友 彭偉基 10 飛越天水圍

陳思慧 8 美麗森林 彭湘瑩 12 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

陳柏斯 10 水母 曾宇欣 6 鯉躍龍門

陳柏熙 12 趕著去 曾凱琳 10 無障礙的大自然

陳玲玲 12 Nature & Life 曾棹鈮 11 擁抱生活‧擁抱大自然

陳祉霖 11 理想家園 曾逸朗 7 到郊外玩樂

陳衍橭 8 海底共遊 曾葆琳 9 與大自然同樂

陳韋言 10 彩色森林 曾暐嵐 7 我們一起跳彈床

陳倩賢 7 愛生活 曾憲宗 12 彩雙鳥

陳恩沛 12 春花妙韻 游巧蕎 10 -

陳悅心 9 放風箏 游蕙嘉 8 觀海豚

陳悅生 6 行山樂 程靖懿 12 森林裡的野兔

陳偉諭 9 姜餅仔歡度聖誕 程翱朗 8 動物號烈車

陳將洋 7 哈哈笑過聖誕 童泓力 11 可愛的小狗

陳詠琪 11 風浪中的芳舟 馮柏喬 9 大汽升降

陳焯希 8 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 馮珮恩 11 盛放的花朵

陳愷懷 10 - 馮鈞浩 10 美麗大自然

陳煥晞 8 在公園裡做體操 馮綺衡 9 小雞的朋友

陳煒欣 9 保護美好居庭 黃正熙 10 我來了海洋派禮物?

陳嘉鳴 12 狗和蝴蝶 黃石童 11 小狗遊車河

陳嘉穎 10 騎鹿天使 黃其翎 12 我的世界

陳熙楊 8 植物公園 黃卓彥 11 功課卷

陳綽瑩 8 熱愛大自然 黃卓楠 8 愛護大自然

陳綺逸 8 我愛大自然生活 黃卓楠 10 鐘聲回蕩的聖誕節

陳曉盈 8 郊外寫生 黃卓瑩 10 美好的節日

陳曉葦 8 牛牛的黃昏 黃泳嵐 11 小美熊散步

陳澤喬 9 坐在樹上 黃泳潼 8 在天空的小女孩

陳鍶琦 12 譜寫大自然的樂章 黃奕朗 6 火箭太空

陳耀東 7 野生動物 黃映善 6 開心樂園

陳藹瑤 9 愛護動物 黃珀朗 9 滑雪的快樂

陳灝陽 9 雪人 黃家恩 11 活在童話世界中

陳灝楊 7 煙花晚會 黃婉麗 12 我的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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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敏儀 12 小狗的忠誠 葉沛鈺 - -

黃梓傑 7 大自然的禮物 葉芯旻 5 可愛大自然

黃梓甄 11 繽紛世界 葉展宏 7 猴子也瘋狂

黃清楊 11 樹下的生活 葉軒彤 8 熱愛大自然

黃凱琳 8 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 葉康盈 6 小鳥唱歌

黃凱澄 10 親親大自然 葉淑文 8 春花妙韻

黃巽珩 10 湖畔 葉惠怡 11 蔬果素描之木瓜

黃景妍 10 親親大自然 葉焯楠 10 寒夜‧趣

黃詠霖 9 放眼世界之節約用水，人樹一體 葉瑞婷 11 塗鴉

黃湋煒 10 愛護大自然 葉嘉雯 8 將愛留住

黃詩琪 11 活在當下 葉嘉豪 11 非常人物

黃瑋楝 9 請愛護我們的家 董懿媛 11 灌溉

黃嘉妍 12 行山的途人 詹培恩 6 美妙的海洋

黃翠兒 10 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 詹雅文 11 悠悠下午

黃儆敏 11 麵包超人的聖誕 鄒敏妍 8 醒獅賀歲

黃學琳 9 自然校園-自然生活 鄒曉琳 8 繽紛世界

黃曉晴 10 森林世紀 廖心怡 9 最愛傲遊於媽媽的故事世界

黃曉雯 11 我最愛的校園生活 廖誠瑋 7 享受大自然

黃澤琛 10 人類不倒翁 甄曌珞 11 海洋生物

黃穎屏 7 釣魚 趙允安 8 野外樂

黃穎茵 6 在樹下打靬鞦 趙安玥 6 我們喜歡美麗的大自然

黃禧洋 9 - 趙奕寧 7 郊野樂悠悠

黃頴希 8 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 趙晉儀 6 春遊

黃頴軒 7 我熱愛潛水生活 趙梓諾 9 我愛我們的家

傳鎧敏 12 聖誕之夜 劉又萱 8 小狗睡覺

楊廷蔚 8 巨熊世界 劉天韻 9 快樂的家

楊杰 11 航行大甲蟲 劉永康 13 熱愛大自然的世界

楊朗峰 9 自然、滿足 劉玉藩 10 古屋

楊凱甯 5 向日葵 劉卓恒 8 愛心馬戲團

楊善羚 6 我的夢想世界 劉宛怡 11 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

楊詠瑤 11 魔法畫筆 劉芷晴 12 合作畫出我們的聖誕

楊雅茵 11 樹屋園 劉彥彤 7 勤勞的螞蟻

楊雯雯 10 - 劉思儀 7 大食會

楊頌謙 11 好久不見! 劉思霖 12 冰天

楊嘉豪 6 我的未來太空 劉珊珊 12 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

楊慧琦 9 兔與大自然 劉美怡 8 掃貨

楊樂彤 8 大自然寶藏 劉家逸 11 拆開禮物的開心

楊藹晴 6 虎視耽耽(油粉彩) 劉家瑋 7 遨翔大自然

溫健 10 愛生活，愛自然 劉朗天 7 釣魚樂

溫晧亨 7 熱愛大自然 劉敬悅 9 自由自在的小孩

葉天恩 8 Wonderful Rainbow In The Sky 劉靖蓉 9 背影(望雪)

葉文英 9 熱愛大自然 劉嘉莉 8 快樂地飛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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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澤謙 8 自然美麗樂繽紛 黎品延 7 親親大自然

劉藹炘 8 好大的樹啊! 黎思雋 8 Love Our Planet

樊依祈 9 行山樂 黎若然 7 我和玩具跳舞

歐子謙 8 我的好朋友 黎家蕙 10 滿天雪地

歐晉熙 7 奇妙的海底之旅 黎婉婷 10 花貓公主

歐陽展灝 11 星球飛馳 黎詩晴 8 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

歐陽焯垚 6 沙漠長青 黎靖儀 9 公園裡

歐陽德橋 7 海洋保育工作 盧小蓉 12 草地上的教室

潘芷晴 8 美麗的景色 盧文樂 12 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

潘雨晴 10 寧靜小邨的一角 盧泳希 9 露營

潘彥婷 - 飛越天水圍 盧泳霖 9 聖誕歡欣

潘美辰 10 熱愛大自然 盧凱晴 - 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

潘倚雯 10 燒烤樂 蕭映彤 9 中秋佳節

潘晉穎 9 大象與小象 賴華軒 9 愛護樹木

潘焯鑑 12 我的最愛 賴詠琛 11 齊來親親大自然

潘嘉瑤 8 小狗的聖誕禮物 賴澤禧 10 環保大自然

潘德彤 8 美麗的大自然 霍穎彤 11 ET的朋友

蔣曉晴 11 溫情 駱芷晴 10 海底聯歡

蔡文璞 8 畫出生活樂韻 駱恆杰 10 堆滿禮物的聖誕老人

蔡廷熙 11 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 戴俊威 8 -

蔡欣桐 10 到訪農場 戴思彤 7 夢幻的聖誕

蔡芷瑤 - 世界大奇觀 戴洛琪 9 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

蔡旻瑋 8 熱愛健康生活 薛霈非 10 美麗的郊野

蔡美姿 9 救救地球重建希望 謝希佳 8 老師家的花貓

蔡梓嘉 10 樹熊 謝芷蕎 12 我的蚱蜢

蔡詠椼 7 行山 謝朗藧 11 羨慕

蔡潤欣 - 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 謝逸彤 7 夕陽美景

蔡曉霖 8 我和鸚鵡、大嘴鳥好朋友 謝嘉瑋 10 在森林裡

鄭旨敬 19 聖誕小矮人 謝穎萱 - 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

鄭朗庭 11 浮在天空的快樂 謝靜琳 12 與海豚作樂

鄭凱晴 10 幸福的聖誕 謝曜潼 11 快樂的少女

鄭斯蔚 11 齊來賀節 鍾仁傑 8 森林的世界

鄭詠蕎 7 共享郊遊樂、親親大自然 鍾婧彤 - 我愛大自然

鄭澔力 9 海底世界 鍾婥箖 8 野餐

鄭穎霞 8 愛心的培植 鍾焯嵐 10 草原作我的床舖

鄭顯業 8 醒獅迎新歲 鍾曉盈 7 歡度過聖誕

鄧海盈 - 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 鍾諾瑤 11 湖邊

鄧浩堯 7 我愛大自然 韓樂為 5 晨運

鄧康蕎 10 汽球送我來 簡銘賢 10 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

鄧詠 7 愛心樹 聶司然 7 海洋的生活

鄧嘉俊 10 稻田與恐龍 藍元嗣 7 大自然

鄧寶茹 11 親親大自然 羅天怡 12 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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羅明思 9 頂禮(物) 關卓琳 10 -

羅珊 9 大自然生態 關昊予 10 倒影

羅淳曦 7 田園 關約翰 10 金山郊野公園

羅凱珊 8 釣魚樂 關家熙 7 潛水

羅紫榆 10 北極熊的聖誕夜 關晴天 8 友愛世界

羅雋兒 9 美麗的大自然 關嘉喬 12 向大自然歌唱

羅墁瑩 6 愛護地球 關慧甯 - -

羅蔚藍 7 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 蘇卓穎 7 我的七彩人生

羅曉嵐 12 繽紛樂園之色彩世界 蘇思琪 11 坐車的一一

譚芷淇 8 動物看世界 蘇梓侹 9 吹出美麗的春天

譚詩蔚 8 大自然地球村 龔雪盈 12 自然的雲朵

譚穎芝 9 雀鳥天堂 龔贇穎 11 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

譚藝 11 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 寗朗嘉 10 聖誕派禮物

關希靖 10 美美愛遊晚夜

關卓然 6 遊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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