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屆兩岸四地中國青少年兒童書畫大賽

西畫組獲獎結果

兒童組

獎項 姓名 作品名稱

特等獎 容穎哲 城市上的馬與我 鄧思寧 小娃娃看天下

崔龍焜 蝸牛找朋友 謝子鏘 海洋歡樂

馮心怡 荷花園 顧子朗 想像中的海底世界

一等獎 李昊翰 我們的足球隊最棒 鄭鈞之 童軍生活樂趣無窮

李詠陶 親親大自然 黎殷萍 海洋的世界

林美宜 我愛香港 盧俊諺 我們愛地球

黃爾諾 船上遊樂 鍾瀚賢 我愛樂逍遙

劉彥彤 澆水植樹 羅智剛 觀鳥樂

蔡慧彥 森樂園

二等獎 尹    昊 繽紛的世界 彭家鈴 我的花園

王暄婷 熱愛大自然 曾子灝 鳥兒與大自然

江東橋 幻想的日與夜 馮諾希 我愛大自然

利嘉盈 我愛清潔的地球 黃卓楠 天上的動物

吳萬楸 我的夢想飛行 黃敏熙 蜜蜂一家

呂汶靜 太空熊貓 黃莛殷 美麗的大自然

林泳泠 生命樹 廖保淇 騎大象

林穎汶 小精彩 劉又萱 蝴仙共舞

胡倬僖 觀賞斑馬 劉伶俐 飄

徐子茵 自然，悠然 潘希文 熊世界

徐希思 花花世界 黎杏紋 熱愛大自然

袁培欣 小鹿森林 霍冠言 森林裡的獅子

許紫螢 我的小公主 謝正彥 夢幻海

陳俊諺 熊貓之旅 顏道生 黑夜的森林

陳柏蒨 熱愛大自然 鄺子軒 二條長頸鹿

陳漪澄 快樂的小貓 譚芷淇 大南瓜

三等獎 Ahir,Virun Bharat 豐盛人生 陳美詩 我和外星人做朋友

方柏儒 彩色的牛 陳凱祈 美麗的大自然

王筠瑤 騎馬樂 陳愷懷 我們愛地球

王禮康 我愛大自然 陳澔鋒 小狗樂園

何欣樺 農田 陳    顥 U.F.O

余    怡 海底 麥芯瑜 課堂趣聞

李加懿 天鵝一家 彭詠詩 奇妙的傘子公園

李可嵐 我愛大自然 彭嘉柔 和動物一起保護大自然

李柏亨 我要衝線 曾卓婍 我的花園



三等獎 李迪生 夏日的海灘 曾惟浚 E.T 外星人

李祖瑩 七彩貓頭鷹 曾順景 熊貓360

李敏棋 我最快樂的一天 曾穎琳 大象與小兔

李凱盈 望著藍藍的天空暢泳 賀玟臻 西瓜

李學儒 晚上的貓頭鷹 馮雅詩 我愛大自然

李穎儀 鄉村美貌 馮綺衡 天空上的彩虹花園

李灝婷 熱愛大自然 馮樂敏 天鵝一家戲水樂

周易雪 樂園俊馬 黃卓怡 燒烤樂

周晉希 可愛的小熊貓 黃松軒 悠閒的下午

周經傑 我和熊貓的繽紛世界 黃浩文 大胖胖與我

周禧堯 娃娃看天下 黃靖紋 享受大自然

易煒庭 貓和老鼠 楊卓峰 歡欣之田

林希橦 公主 楊承熹 小蜜蜂，嗡嗡嗡

林言雅 林中的小猴子 楊朗澄 大恐龍與我

林芝穎 我愛大自然 楊皓斐 小蜜蜂，嗡嗡嗡

林衍汶 森林家園 葉嘉恩 彩虹下的女孩

林紓昕 大自然與朋友的約會 葉靜宜 我的屋苑

林穎賢 我愛大自然 熊彥喬 勤力的小昆蟲

洪兆彥 我愛大自然 蒲木權 雛菊

洪國熙 融入大自然與猴子生活 趙柏曦 家鄉

胡洛瑤 晚上的貓頭鷹 趙晉伶 彩蝶彩蜜

徐雅妍 郊外野餐 趙崇量 我愛大自然

袁煒彰 天天是晴天 劉彥彤 美麗的貓頭鷹

張褘琳 我的秘密花園 劉雪澄 賞花

梁倩彤 快樂的小魚兒 劉熺樺 花花都市

梁展曦 郊外遊 蔡旻瑋 觀賞海底

梁婥瑤 大自然與兩個小孩 蔡海晴 我愛我美麗的花園

梁煒聰 好朋友 蔡皓行 外星人

莫頌沂 貓頭鷹起床了 蔡    詠 小象與人

莊嘉顥 熱愛大自然 鄭凱欣 餵鴨子

許伶黛 奇幻太空之旅 蕭祈思 天使送花

許家嘉 快樂的風車 蕭曉逸 捉迷藏

許紹謙 最愛自然 謝旻澄 與鳥兒同樂

許栢翹 繁忙的香港 譚倩文 親親大自然

陳可喬 貓頭鷹母與子 譚靜怡 我最愛的運動

陳彥宏 開心大自然 譚駿睿 動物園裡的大老虎

陳思婷 好朋友

優異獎 Asif Bibi Sohana 自然世界 陳子匡 植樹
Dacannay, Hana 

Arabelle Guitarte 蝶舞花閒 陳文鋰 下雨了

丁芷珊 我的生活真愉快 陳永諺 農夫和樹木朋友

尹高駿 公園 陳宇軒 和諧大自然

尹梓菡 我和小狗上街去 陳均圍 大自然

尹    晴 花兒真漂亮 陳孝華 小熊貓

文禮信 海底音樂會 陳卓熙 魚池

方卓朗 我愛夏日涼 陳    穎 我家的小貓



優異獎 方恩琳 樹屋 陳彥霖 奇妙的彩虹世界

方敬儒 旅途中的火車 陳思淇 猴子

王妤心 晚上BBQ 陳洛言 花仙子

王柏添 U.F.O 陳秋樺 豐收

王國仲 我享受愉快的家庭生活 陳恩錤 樹葉

王婉婷 我和大自然 陳浩民 -

王添樂 鴨子塘 陳健龍 駱駝

王譯瑤 熊貓 陳焌熙 大象的天堂

丘芷琳 賞花 陳詠心 我愛森林

古    晧 偉大的母親 陳雅琳 彩虹花園

司徒翹慧 農村 陳雅熹 親親大自然

史    書 放風箏 陳傳正 歡欣森林

伍巧妤 快樂公園 陳雋祈 划艇

伍珮鈺 與我高飛 陳靖堯 樂韻飄揚

伍婷欣 開心的晚會派對 陳蓁瑤 綠化遊樂園

任子淳 小蜜蜂採花蜜 陳樂天 乳牛隨想曲

成本睿 創造環保新世紀 陳樂進 齊來做個探險家

朱玟澄 種花 陳樂遙 小狗

江諾澄 我愛大自然 陳學瑤 我的屋苑

池欣儀 快樂動物園 陳曉約 下雨天

何子樂 快樂的家庭 陳曉葦 豬豬休息天

何卓盈 媽媽和我 陳澤東 環保村

何映彤 植物屋 陳澤喬 菠蘿飛船的恐龍

何柏霖 愛地球 陳諾藍 打網球的少女

何晉翹 生日快樂 陳錦曦 魚兒

何敏清 世界與大自然 陳藹瑤 環保村

何凱琪 貓貓吃魚 陳    譽 恐龍世界

何焯琳 奇妙森林 陸柏諭 潛水

何嘉媛 太空外星人 陸凱琳 採葡萄

何熙哲 渡海小輪 陸詠霖 蝴蝶世界

何臻妮 小熊貓 章穎嘉 夢幻樂園

何寶兒 風箏樂 傅銘焌 野餐

何耀楓 牛馬在農場 彭展盈 夜中賞月

何靈欣 老虎帶我去草原 彭童靖 蟲蟲

余卓謙 大自然與我 曾梓晴 奇妙的熱氣球

余曉宜 夢想的人魚 曾嘉熙 環保村

吳希愉 我愛森林 曾綺婷 非洲草原的夕陽

吳卓傑 我愛大自然 程芍螢 小兔兔的開心世界

吳欣燐 釣魚樂 馮思朗 寧靜的郊野

吳悅生 甜蜜蜜 馮柏喬 倉鼠

吳詠欣 綠色的接力棒 黃以心 開心樂園

吳傲妍 動物和我的回憶 黃光軒 大自然郊野比賽

吳愷螢 海底漫遊 黃劭臻 環保村

吳維斗 小豆長高了 黃泳潼 仙魚帶我遊

吳慧珊 優悠大自然 黃芷琦 美麗後花園

吳穎欣 憩靜的大自然 黃奕嘉 看小貓

吳穎霖 美麗的春天 黃盈盈 海洋世界



優異獎 呂悠 郊外燒烤樂 黃悅 開心園地

呂嘉晴 大廈與我的大自然 黃康騏 快樂的大自然

呂樂妍 我的快樂世界 黃啟謙 牛場

李天悅 非洲土著求雨舞 黃凱澄 鳥群

李希文 小公主大自然 黃景哲 我與企鵝我奇遇

李承軒 捉蝴蝶 黃智傑 森林之王

李欣翹 屋花世界 黃皓志 鳥和蜜蜂的世界

李思蔚 太陽之歌 黃善翎 小倉鼠的豐收

李梓琳 我和我的好朋友 黃意德 外遊去

李詠天 BYOB 黃愷婷 燒烤家庭樂

李瑋朗 快樂的海上日 黃瑞瑜 我愛香港

李    慧 蜻蜓飛飛 黃鈺鴻 河裡的大魚

李曉華 外星人 黃熙煒 彩虹上奔馳

李曉雯 環保真好 黃綺君 太陽花

李諾行 貓與鼠 黃維嘉 歡樂聚會

李諾言 下雨的足球賽 黃樂嘉 擁抱大草原

李錞殷 燒烤樂 黃禧洋 環保真好

李鎔而 下雪 黃灝澄 熱愛大自然

李鏝庭 最愛朋友 楊旨印 空中的世畀

杜詠思 住在清潔的環境 楊廷蔚 洋蔥花的天氣

杜嘉晉 小飛俠與海盜王 楊易臻 公園的所見所聞

沈紫澄 點點顏色樂 楊    朗 快樂農莊

沈靄希 美麗的世界 楊國雄 種植

汪澤斌 大自然的寄蟹 楊皓婷 -

周建諾 獅子王來了 楊樂然 我愛大自然

周倩瑩 深海歷奇 葉可晴 雲之世界

周梓倫 綠色的接力棒 葉軒彤 我有一個幸福的家

林心愉 雙層巨無霸 葉尉朗 幸福降臨

林沅姿 遊倫敦 葉愷申 環保公園

林卓妍 天鵝世界 葉靖敏 世界大同

林美廷 熱愛大自然 葉慶嘉 熱帶的大自然

林慧欣 與小狗開心的日子 葉靜彤 理想的屋苑

林慧淇 我的小白兔 葉藹儀 雲上音樂會

林曉怡 貓頭鷹的家 葉櫻喬 可愛的世界

林澤恩 假日外遊 鄒文睿 開心環保動物園

林澤錄 大廈上的綠花環保 熊顥喬 綠色大自然與動物和小孩

林熹彤 保護環境 甄梓妤 大嘴鳥的家

林穎淇 大自然的美麗 趙珈醇 牛牛與我

林栢妮 我愛太陽花 劉君兒 一起玩

邱智樂 釣魚 劉俊喆 花與瓶子

金廷奐 醜小鴨的故事 劉施霈 網魚兒

金澤光 森林奇遇 劉美怡 親親大自然

冼    彤 我和美麗的菜田 劉美詩 美麗的大自然

姚汎軒 彩虹跑道 劉家維 小象玩水

施鈺妍 快樂的一天 劉健熙 御龍武士

洪倚翎 木頭公仔海洋樂 劉凱漩 大自然之熊貓

胡均如 小雞園地 劉曉澄 採花? No!



優異獎 胡芷晴 我的家 樊思瀚 小鳥在唱歌

胡洛焮 快樂的天鵝 歐懿德 小魚仙的金杯

胡福禾 釣大魚 蔡旻健 郊遊樂

范浩然 親親大自然 蔡慧盈 可愛森林

孫允祈 看魚池 談家詠 花園

孫文哲 肥兔噗世界 談詠銦 熱愛大自然

徐宏瑜 生命之徙 鄭皓朗 動物

徐雋睿 看花 鄭詩樂 跳降落傘

徐吴賢 樹上的精靈 鄭鈺霖 大自然的精彩

釗因桐 溫暖的太陽 鄭嘉宜 公主彈琴

馬達成 太陽下的天地 鄭嘉穎 鬥高比賽

馬銘聰 我設計的外星人 鄭穎茵 公園

馬駿騏 心中夢想號 鄭濼儀 樹下的女孩

馬顯駿 田園風光 鄭藹瑩 最愛大海洋

高子祐 可愛的長頸鹿 鄧文嫣 生活趣味

高柏熙 森林裡 鄧瑋茵 郊遊樂

高梓琳 小花彩虹車 鄧觀焉 我最愛的食物

區綽軒 生命的公園 黎朗晴 快樂的一家

張巧瑩 愛愛愛 盧可晴 生日會

張希文 行山樂 盧佩宜 動物大自然

張怡琳 繽紛花園 盧俊羲 足球比賽

張采瑩 小鴨子與公主的一天 盧姿璇 大自然

張家南 看魚池 盧靖怡 美麗的白花

張婉晴 我愛大自然 盧塏楹 愛護大自然

張凱晴 一群天鵝 盧樂然 熱愛大自然

張詠文 假日外遊 蕭芷清 向日葵的花花

張豊昊 愉快的旅程 蕭靜嵐 花田

張幗淳 風箏飛得高 戴恩彤 花之曲

張銘晞 貓捉老鼠 戴曉程 玩耍真好

張曉瑩 森林的自然環境 薛芷茵 小兔拔蘿蔔

曹雪熊 我居住的地方 謝文翔 家門前採果果

梁文軒 雨下天的蜜蜂 謝希佳 一家樂融融

梁芷琪 松鼠在吃櫻桃 謝芊蔚 暢泳

梁洛怡 小雞和兔的大自然 謝晞桐 小兔與我

梁珈瑜 母愛 謝樂瑤 -

梁家希 我愛護郊野，保持清潔 謝鵠謙 長頸鹿的路

梁恩陶 郊遊記趣 鍾沛熹 我最愛的花兒

梁凱迪 親親大自然 鍾芷柔 蘋果世界裡的橘子

梁凱喬 大森林迎接小鳥 鍾青言 花開燦爛

梁愷翎 家環保 鍾曉盈 我的夢想

梁    筠 外星人 鄺晞榆 紅蘿蔔

梁嘉偉 綠地藍天 羅彥聰 快樂的動物世界

梁曉琪 放風箏 羅啟仁 貓兒踢足球

梁澤瑀 天空之城 羅焯恒 與家人齊跑步

梅嘉信 奇珍異獸 羅潤嵐 暢泳

符蘊盈 天鵝捕魚 譚秀然 公園裡

莫卓奇 燒烤樂 譚遠康 古代西式海盜世界

莫婉恩 快樂的小鳥之家 譚穎楠 我的紅萍果



優異獎 莊子韻 看魚 關建希 看誰跳得進

許之洛 貓兒愛睡覺 關映姿 綠田園

許秦瑋 生果屋 關梓盈 假日里

許嘉軒 我的小牛 關嘉怡 好朋友

許繼方 開心樂園 嚴子皓 比賽

郭子軒 朋友齊齊來 嚴楚喬 農莊

郭子靖 做早操 蘇志高 開心樂園

郭正杰 沙漠 蘇桓誼 我愛大自然

郭    希 森林競步賽 鐘子琛 我的朋友

郭佩琪 合家歡 饒展軒 小豆長大了

郭凌依 野生動物郊外公園

郭海程 SPCA待領養的小動物

郭穎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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