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屆兩岸四地中國青少年兒童書畫大賽

國畫組獲獎結果

兒童組

獎項 姓名 作品名稱

一等獎 古馨月 我在彈琴 陳楚僑 大樹下

石之程 魚樂圖 賀玟臻 美麗蝴蝶

何家安 回歸 黃泓毅 南瓜

林熹彤 日出而作 鄧瑋茵 自然屋

梁凱迪 大自然 錢詩晴 繡球小鳥

陳浩晉 踩單車 譚秀然 我的一家人

二等獎 王興源 秋趣 梁依琳 熊貓

伍乾信 駿馬 梁愷恩 動物

任葆穎 山居 梁瑋麟 小鴨鴨

何柏晞 下雨天 郭栩雯 玩伴

吳恩瑜 陳詠心 大自然

呂心言 大自然 陳藹瑤 環保村

李心怡 覓食 曾杰寅 雞

周沛怡 恐龍 黃柏晞 逍遙

周越 相依 鄭晴 我的好朋友

林煒樂 小鯨魚 鄧祖頤 木棉

林德艾 熊貓樂園 譚俊耀 紅鶴

柯淑卿 抱抱大熊貓

三等獎 何晉毅 理想的大自然 黃綽晞 魚樂無窮

吳昀真 捉蝴蝶 黃禧洋 大自然真可愛

巫卓蔚 美麗的牽牛花 楊寶瑤 小松鼠

李叡哲 大自然 葉有軒 自在

林凱淇 我愛自然 虞惟雅 郊外山屋

冼良毅 小屋三五已成村 廖正煕 大自然

孫嘉俊 秋意 劉卓璇 愛鄉村

徐瑋樂 一家人 潘朗

張心言 漂亮的花 蔡明君 小熊貓樂園

張日嵐 大自然 黎彥男 快樂小神仙

張晉怡 雪裡遊踪 黎洛堯 可愛小企鵝

梁博然 美麗的鄉村 戴燁銘 火車來了

梁愷翎 美麗世界 鍾凱彤 魚兒樂

陳澤東 郊外環境 羅智剛 大自然

黃梓欣 小丑魚 譚嘉晴

黃婥琁 清趣



優異獎 下地康裕 大自然 陳君彤 湖光山色

方靄盈 雲舞 陳佳鑫

王卓琳 小白鷺 陳泳璁

王煒 綠野春曉 陳衍君 大自然

王銘彤 花鳥 陳偉諭 木棉花

王曉曈 美好的大自然 陳康妮 農場裡的母雞

伍頌謙 大自然 陳章熹 小鴨子

朱詠芯 環保村 陳凱琳 好朋友一起來跳繩

江卓軒 絲瓜 陳稀嵐 牛

何旻洸 美麗的大自然 陳善渝

何頌朗 枇杷果 陳翔謙 麻雀

余卓穎 午餐中 陳愷懷 我們保護地球

利卓衡 恐龍的世界 陳詩堯 紅屋子

吳兆鋒 白鵝 陳鈺頤 春鳴

吳嘉穎 望 陳嘉尚 花鳥--牙醫

吳灝謙 花花世界 陳慧心

李佳霖 品雅花芳 陳靜恩 荷花

李卓穎 水鄉特色 陸凱琳 瓶子上的花

李卓藍 樹熊天地 麥廷豐 鯉魚

李忠天 愛動物 曾羡雅 洛陽花

李芷楠 野趣 游巧蕎 大自然

李芷澄 家有小狗 馮煒晉 蜻蜓

李芷瑩 馮穎青 農家清品

李桂常 花開 黃亭茵 熊貓“樂樂＂

李雪瑤 菜根香 黃俊霖 春鳴

李榕而 熱愛大自然 黃晞晴 天堂鳥

李銳能 清白 黃媛琪 菜根香

李曉鈞 伴侶 黃雅雯 熊貓

林文浩 紅影花香 楊啟江 小熊貓

林浩軒 兄弟 楊凱晴 秋英菊

林雅桓 海洋公園 廖小欣 努力向上

侯咏恩 真味 熊艾驪

胡倩浵 農場裡的公雞 管淖栭

唐曉瑩 雞同鴨講 趙柏曦 小熊貓

徐朗淇 黃蟬 劉芷澄 好姐妹

袁嘉駿 快樂的午餐 劉紋希 大自然

馬青妤 蝶戀花 劉愷揚 大自然

高洛琳 春色無限好 潘彥穎 好山好水

張洛澄 好夢 蔡智鋒 君子之風

張浩永 春意盎然 鄭宇彤 燕子南飛

張倬睿 春山煙雨 鄭皓寧 山裡紅

張雅麗 魚樂無窮 鄭善兒 農夫的好朋友

張愷桐 蘆花 鄧嘉瑩 好朋友

張穎璿 黎佩兒 春暖花開

張鎧浚 鸚鵡 盧煒晴 木棉花

曹莉珊 小狗奇奇 蕭卓妍 葡萄

梁芷穎 胡椒 蕭穎琪 魚樂



優異獎 梁俊昊 花鳥 賴恩盈 秋郊

梁浩堃 秋趣 薛惠怡 村落

梁載思 謝鎵璘 石榴

梁錦桐 樂 鍾翰林 籬邊秋色

梁錦茵 花蔭下細語 羅旨峻 快樂村

梁藹怡 池塘 羅汝同 清品

莊子韻 大自然 羅振凱 金魚

術銘 花鳥 －－竹林外 羅焯臨

連浩名 花園 關映淇 洛陽花

郭善殷 小企鵝

少年乙組

獎項 姓名 作品名稱

一等獎 王靜 蟲蟲特工隊 陳鈺懿 留得殘荷聽鳥聲

何曉昕 天香 葉凡羲 秋趣

林敬耀 暢遊 詹希泓 峽影入江

孫凱柔 清音幽曲 劉凱沂 暢遊

畢志晴 雲山松韻 嚴子琪 月梅暉影，黃金歲月

陳雅雯 我看螞蟻搬家家 蘇灝深 水鄉深秋

二等獎 石之意 雙棲 曾孝慈 魚樂

何家晞 小園丁 馮晉達 視鬼如鼠也

吳熹彤 多壽 馮穎雪 春牛

李思永 秋郊浴馬 黃楚堯 賞花

周詠欣 九餘圖 黃藝鯨 五月香江幽居

林浩明 野渡無人舟自橫 楊心怡 堅強之花秋英菊

林嘉欣 香江暖流 楊采霖 花香

林綺琪 山林靜可居 葉葆琛 明珠

紀承祚 鷹擎長空 雷淑華 花意
胡子悅 秋日雙鳥 廖少敏 群
胡芷維 功夫熊貓 劉懿萱 映日荷花別樣紅

胡飛颺 荷塘清曲 譚秀青 我的妹妹

陳煒桐 幽居

三等獎 尹曉雯 花鳥 陳嘉偉 秋趣

尹禧朗 滿園春色 陳嘉駿 小園清趣

王楚蕎 游水去 麥瑗姬 鄉村

伍穎恩 歡樂遊 曾芷荍 溪山圖

朱朗言 江南小景 曾寶儀 魚如

何心怡 伴侶 湯鈺瑩 香港風情畫

何靜旻 寫意環境 馮月暉 魚樂無窮

何鎧盈 馬 馮施瑋 水鄉深秋

余穎彤 歸途 黃可童 消夏圖

岑天恩 仙人掌 黃思朗 提子



三等獎 李仁傑 雪山 黃嘉欣 白雲生處有人家

李安庭 城門外 楊滿旭 夏蔭

沈茵玲 綠草白鵝 楊諾思 曲水千里

阮家美 雅趣 溫苡蕎 溫情的一面

周易萳 山村 葉肇蓁

周燕薇 素菜圖 廖琬淘 美麗的村莊

林千睿 石榴 劉卓熹 江南春色

林萃穎 大奶牛 劉珩致 熱帶魚群

林暐翰 碩果 劉裕欣 戲水

姚宛瑩 迎春 劉曉燕 白鷺捕魚圖

胡思澄 我愛大自然 鄭秋怡 觀景台

胡凱晴  邀月 鄭麗樺 鵪鶉

夏詠彤 靜居 鄧智仁 閑居高林

袁子軒 疏林閑居 鄧穎聰 雙熊

袁曉風 秋色閑居 盧自強 遠行

袁艷倫 牡丹花開 蕭始晉 自在

馬善瑜 飛鳥 賴嘉珩 鸚鵡

高翠雯 金牛 鍾卓恆 我愛鬱金香

張晞婷 三色堇 譚可彤 秋英菊

張嘉瑤 回巢 譚仲嵐 鳥語花香

梁綽恩 大自然 譚駿堯 猴子

梁穎琪 野塘鷺影 蘇瀚綝 荷塘清趣

陳任瑋 清涼 衞施穎 白鷹青松

陳泳遙 田園春色

優異獎 尹智軒 春到 黃山澄 山村秋色

尹頌儀 觀瀑 黃俊錡 清趣

尹嘉雋 美麗的環境 黃祉儕 大自然的擁抱

文嘉麗 春韻 黃朗曜 幽居

方皓洋 講故事 黃衯祺 田

王藹柔 初生 黃梓淘 繡球小狗

伍潔儀 溪邊一聚 黃愷嫣 驚蟄

任家樂 松鶴延年 黃詩驊 大自然

朱芳嬅 黃綽琦 山水

朱浩泓 大自然 黃穎欣 大自然

江君忻 愉快的星期天 黃駿熹 健康人生，熱愛生命

池樂兒 楊心怡 熊貓

何令生 清溪野趣 楊俊傑 花蘑菇

何凱怡 快樂人竹生 楊苑彥 神遊

何賀若 瓦屋 楊智豪 樂園

何樂天 我的故鄉 楊雅茵 魚樂無窮

余錦霞 風光好 楊琬蓉 最美麗的秋天

吳宇恩 和平頌 楊萬鋒 原野

吳雁玲 孔雀 楊曉瑩 熱鬧的池塘

李亦晴 大象戲水 葉肇禎

李彤蕊 賞梅 鄒寶霖 向日葵

李秉融 湖光山色 鄒靄婷 平靜



怡

優異獎 李芷誼 豐收 廖穎藍 奔向太陽

周靖軒 遊山玩水 廖懷安 訪友

林宇傑 騙人的驢子 熊秀玲 和平使者

林芷晞 三鶴圖 劉俊威 水底世界

林超瑩 星空 劉晉軒 迎客松

林樂文 黑夜守護者 劉敖天 快樂的家鄉

林耀 雙牛 劉雪嫣 南瓜

林栢彤 公園 劉綽瑤 鯉魚

姚宛廷 山林春曉 劉寶琦 紅梅花開

姚瑞昌 盛開 樊浩謙 村落的秋天

胡漢飛 下雨天 歐陽晴 清白

韋沛而 雪山竹林 歐陽霈晴 辛夷

浦泳淇 留住春天在人間 潘俊廷

翁慧玲 親親小白兔 潘晴

馬家豪 風箏 潘漫莉 起舞

馬睿權 熱愛生命，然愛大自然蔡亦陞 竹林小鳥

區巧宜 鳳求凰 蔡家媛 山水

區竣豪 仙橋觀瀑 鄭珈堯 山中

張欣羚 花語 鄭國霖 自由自在

張寶藏 紫藤金魚 鄭瑩瑩 紅錦鯉

梁嘉穎 秋色 鄭穎薇 碩果

梁馥程 木棉 鄭喆欣 牡丹花和葉

陳可蕎 秋遊 鄧翩翩 牧場

陳俊耀 青馬大橋 鄧歷光 小蒜

陳映材 如意 黎詠霖 悠然自得

陳秋憧 相伴 黎嘉泳 牛

陳淑娟 桃花寨 黎樂姸 紫蘭

陳羚風 在草地上的公雞 蕭睿琛 春意悠悠

陳雪雯 魚樂圖 蕭樂頤 高原風光

陳筠晴 田園 蕭穎潼 木棉花

陳樂進 秋實 謝芷蕎 大自然

陳潁璇 紫蘭雙貓 謝嘉穎 水底世界

陳曉彤 野趣 鍾芯豫 籬邊秋色

陳穎晞 白雲生處有人家 鍾政熹

陳璡玶 紫藤白鶴 鍾逸平 秋色

陳禮恆 山水 簡瑋彤 夕陽無限好

陳琸泓 向晴獨有名 藍漪婷 海洋

麥凱然 我愛水仙 顏詠茹 大自然共樂日

麥凱竣 我愛雞冠花 羅子瑜 牡丹

麥瑗津 夜航 羅君儀 桂花

彭麒嘉 郊遊 羅湘萮 好風光

曾浩銘 桃花源 羅曉彤 花鳥

曾憲博 皮影戲 譚思琪 魚樂圖

曾顯翹 喜洋洋 譚婉盈 花開魚樂

馮彥博 我很開心 譚梓曦 小松鼠

馮詠嘉 仙人掌 關詠螢 山楂果

黃千愉 紫藤小魚 蘇衍希 和平的日子



少年甲組

獎項 姓名 作品名稱

特等獎 梁穎汶 歸程

一等獎 林慧嫻 萬壑松風 甄啟健 桃花源記

姚欣樂 松嶺雲煙 劉沁樂 月光奏鳴

郭嘉濂 東坪洲幽居 黎天漢 秋趣

二等獎 古家峯 石壁飛虹 周卓軒 空谷泉鳴

吳燿樑 相依 麥家綾 紅亭聽泉圖

李佳霖 大自然 黃文韜 山居春意

三等獎 王崇旖 桂花香 陳詩敏 自由自在

吳芷津 江村歸棹 陳嘉琳 春華秋實

莊盼 松嶺幽居 鄧漢釗 聽泉圖

連浩嵐 柳陰深處 黎芷君 玉龍山下樂逍遙

優異獎 方皓彥 春山 梁懿茵 -

王淳騫 春風逐雪 郭麗娟 牧牛

朱健儀 秋日賞花 陳景燊 夏日荷香

江可妮 農村生活樂優攸 陳灝茵 小園華暖蝶初飛

何浩嘉 蝦趣荷塘 黃天朗 花開富貴

何焯瑩 夏日炎炎 楊瑋鋒 菊石圖

何蔓嬈 文房四寶 詹藹賢 水鄉秋趣

吳嘉熙 九龍泉 鄒穎妍 花開富貴

李卓穎 小松鼠 鄭頌賢 賞湖

李詠彤 荷塘清香 鄧穎詩 秋韻

周匡陶 九層塔 戴嘉儀 家鄉大院

胡子晉 山茶花開春未歸 鍾詠而 遠帆春水

庾襄善 猫捉老鼠 簡嘉泓 春花盛開

張天馨 水鄉晨曲 羅凱欣 翠鳥

張思齊 西番蓮

青年組

獎項 姓名 作品名稱

一等獎 陳盈琳

二等獎 鄧肇峰 鳳城山色

三等獎 伍卓煒 古榕 卓映彤 不染

優異奬 吳子樂 仿古人華法  春郊圖 劉敏兒 自然

林尚賢 李時珍像 黎曦文 郊遊

林置浩 黃山奇景之猴子觀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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