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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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年乙組

獎項 姓名 作品名稱

特等獎 余逸朗 我愛大自然 陳焯淇 珍愛寶貝

呂芊虹 快樂的家園 陸家晴 環保生活在香港

李慧珠 狂想曲 葉嘉綺 友情

阮澤滔 我愛香港 鍾嘉璇 大自然協奏曲

胡尹馨 飛 譚智仁 衝向未來科技世界

張曉豐 我愛大自然 顧子晴 古代的小孩

一等獎 王    耀 小人國漫遊大花園 曾寶珊 大自然的變化

任傑銘 城市裡的大自然 葉詠儀 寧靜

列芷滺 大自然應是怎樣的 趙卓棋 星空下的小童

李康娛 娃娃看天下 趙諾宜 樹精靈

林梓翹 日與夜 劉懿穎 童夢成真

侯婉嬌 夢鄉 譚嘉殷 大海裡的一角

孫凱盈 難忘的周末 蘇怡炯 探索

高愷蔚 我們的牛牛農場 鐘益進 地球再發育

二等獎 方皓洋 郊遊 陳文俐 可愛的小鳥

王琛蔚 我熱愛我的生活 陳佩君 漫遊海洋

伍恩淇 青蛙的樂章 陳卓盈 大自然的魅力

伍薈霖 大自然的滑梯 陳卓祺 樂在樹下中

朱文軒 月亮下的荷花仙 陳芷慧 茶的幻想

朱僑生 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 陳冠如 兔女皇的畫中夢幻世界

余采鈞 天空之城 陳家敏 我心中的大自然

利擎天 太空之旅 陳進文 和平的地球

吳希昊 天上的魚兒 陳雅琪 晚上的彩虹

吳莉瑜 坐在花田的小女孩 陳嘉駿 香港鯉魚門燈塔

呂梓彤 彩雲國上的風帆 陳碧琪 Sunset & Cat "陽光與貓"

李汶鈞 動物開派對 陳慧琳 大自然之音

李玥恩 大自然之「女」 陳曉瑜 姆指姑娘

李柏萱 香港百態 陳穎霖 與熊仔午睡

李愷晴 微笑的獅子 陸美螢 自由的生命

李穎棋 晝夜 陸茵華 大自然的享受

李駿禧 月夜 麥熙彤 鳥之屋

周心瑋 我和好朋友一起 曾曉瑜 大自然之鳥兒幼想曲

周穎彤 森林裡的小白兔皈洋蔥頭 馮梓恩 朝氣與歡笑

官霆欣 魚樂無窮 黃子芹 夕陽奏鳴曲

林位龍 奇屋 黃子倩 荷花夜



二等獎 林芷婷 幻想 黃渭婷 歡樂派對
林頌婷 我享受多姿多彩的節日生活 黃靖恩 寫意
邱一泰 開心晚上 黃潔盈 秋天的樹林

姚宛廷 我愛大自然 黃澤勤 把自然生活續至未來

胡德榮 樹影婆婆 黃灝霖 恬夜

香銳勤 光茫耀眼的陽光 楊詠瑤 保護地球日

奚卓敏 世外桃源 葉嗚弦 我愛美麗的蝴蝶

徐以琳 樹木下的小孩 鄒詩婷 少女的花園

馬蔚盈 花盆內的世界 鄒麗琪 傻傻鬥雞太陽與彩虹大樹

馬寶鈿 愛的世界 雷樂希 我在地球上觀望大地

區朗軒 孤單的北極熊 潘澤雄 石屎森林中的希望

區    羨 小熊遊海洋世界 練芷晴 葵涌好風光

崔臻怡 仲夏夜神之夢 鄧恩霖 月光下的貓頭鷹

張綺婷 海洋世界 鄧傑俊 我愛大自然

張綺琦 小蜜蜂，飛飛飛，飛到荷花上 鄧慧妍 珍惜小生命的女孩

梁卓蕎 種出繽紛城市 賴慧琦 海中雜耍

梁海怡 花甫 駱文軒 貓之森林

梁景恒 森林中的女神 禤俊業 美化環境

梅淑莹 香港展翅高飛 譚秀清 你爭我趕

許書華 樹屋女孩 蘇梓揚 稻草人的七彩世界

三等獎 丁鴻笙 我愛太空 陳劭勤 夕陽花園

文彥心 我愛學習生活 陳泳霖 甲蟲避雨

方靖萱 水中游 陳金寶 昆蟲世界

王思桁 春天的湖 陳祖怡 跑步中的少女孩

王栩華 我和大象有個約會 陳凱晴 小花貓的花花世界

王嘉穎 書中的世界 陳焯妍 貓捉老鼠

王艷琳 新的一天開始了! 陳嘉瑩 大自然的狗與蝶

古家慧 虛擬與真實 陳嘉輝 我們要保護海洋生態

伍家儀 天地的美食 陳潤鎂 一棵大樹的夜晚

伍詩琪 我和大狗的一天 陳顥琳 清晨的大自然

朱清天 中國神舟 陳嫒豪 共創環保新世代

江文瀚 生命之歌-熱愛大自然 曾芷晴 樹上的小羊

何仲謙 日與夜 曾柏豪 城市變奏

何美伶 永不消失的彩虹 曾華岑 我愛大自然

何浩林 不可破壞大自然 曾曉嵐 秋

何嘉雯 快樂的小貓 程靖懿 森林巴士

余安悆 夢 童泓力 會飛的水泡

吳子芊 飛進太空的兔子 馮珮恩 童園之夢

吳子謙 動物王國 馮笙童 郊遊

吳其澔 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 馮善平 德智體群美的生活

吳家听 綠色維港 馮靖霖 春天的旋律

呂家豪 中自然世界(太陽與月亮) 馮肇昇 飛機羊

李天樂 環保天使，除蟲植樹日 馮諾詩 最美麗的時分

李沚玲 沉睡在大自然中的天使 黃文鍵 電腦世界中的大自然

李欣翹 快樂仙境 黃卓瑩 花中世界

李芷欣 我們在微笑 黃欣寧 地球走一轉



三等獎 李英鈴 海洋世界 黃冠綸 熱愛和平

李浚鴻 彩虹中的獅子 黃朗謙 我愛大自然

李嘉浩 愛在生活中 黃煜祺 親親大笨象

李曉琦 彩繽紛 黃靖藍 書本種植場

沈    希 為每天感恩 黃穎琦 幻想中的天與地

沈美穗 沉睡在森林中的黑貓 黃寶兒 愛心花花大自然

周卓熙 孫悟空退休生活 楊芷晴 童話

周淑媛 理想世界 楊海沂 小象迷路了

官俊軒 小象歷險記 楊嘉朗 秋天的大自然

招子軒 神洲昇空 楊    穎 憩想

林心如 擁抱大自然 楊艷鑫 奇妙的海洋

林巧穎 森林之音 葉詠楠 夜遊鐵塔

林泳思 人、畫、大自然 葉瑞琦 靜聽自然的聲音

林紀諺 美麗的海豚 董益健 現化大自然

林詠欣 黃昏下的小女孩 鄒詠昭 賞花的少女

林嘉兆 注意交通安全使生活更幸福 趙倩琪 貓吃午餐

林藹盈 大自然 趙悅彤 星空飛翔

邵建熹 自然城市 劉彥彤 男孩看天下

邱樂宜 我愛大自然 劉洛銚 太空外星人

冼愷雪 魔幻蘿蔔 劉智謙 坐著恐龍遙望星空

冼德智 遊覽中華白海豚 劉曉怡 海底下的秘密

姚汎盈 綠野仙蹤 劉蘊睿 我愛大自然

徐昊銘 樹木熱氣球 劉珏澔 郊遊樂

徐健林 靜物寫生 潘望龍 我愛環保地球

徐皓霖 櫻花樹下的樂園 潘焯鏗 小狗的大自然

馬浩峰 漫遊太空 盤宇軒 愛護植物，人人愛

張子逸 夢幻天鵝 蔡成鍇 地球上植樹

張盈盈 - 衛昶永 甲蟲的南瓜屋

張清心 凝望天空的女孩 鄭悅薇 熱愛大自然

張凱琳 書中的大自然世界 鄭雅媛 冰天雪地

張詠華 魔術小女孩 鄭曉彤 花之世界

張雅婷 我愛海洋世界 鄭麗華 秋英

張雯婷 童心繫香港 鄧健諾 美好環境單車遊

張瑋麟 幸福不忘天下受苦人 鄧凱欣 歌唱農夫

張穎瑜 天鵝與少女 鄧詠珊 大自然的生活

梁乃文 享受不樣的四季生活 鄧鈺怡 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

梁令宜 熱愛大自然 黎凱銦 與動物一起環遊全世界

梁怡婷 生活多精彩 盧芷希 綠色校園

梁浩鏘 開心樂園 蕭如晶 我愛活力的公司

梁淑君 齊來欣賞大自然 駱恆杰 氣球之旅

梁鈞淘 大自然家庭樂 謝卓倫 快樂的小松鼠

梁楚翹 月亮女神 謝浚炫 深海奇觀

梁潔瑩 共創環保生活 謝樂晴 熱鬧的海洋

許可琳 齊齊清潔地球 鍾昕妤 農場的我

許迪舜 浣熊母與子 鍾善紅 大自然美如畫

許德如 唱頌大自然 鍾影彤 我的世界

許珉濬 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 鄺諾行 我享受四季的生活



三等獎 郭行知 渡假屋 譚浩銘 我喜愛綠化活動

郭卓儀 小鳥看世界 蘇紫盈 放眼看自然

優異獎 丁穎琦 夜空中的桃花 莫綺庭 花樹下的我

丁穎禮 海洋世界 莊景渝 開心的小羊和松鼠

尹永琳 我愛動物精靈 莊嘉恩 美麗的郊野

尹晉德 我是速度溜冰冠軍，我愛這運動 莊曉嵐 仙界動物園

文心怡 好朋友 許芷熒 我享受休閒的生活

毛苑雯 晴天的日子 郭偉程 少女

王依彤 秋高氣爽的秋天 郭淇淇 勤勞的小蜜蜂

王梓琦 親親大自然 郭舒雅 快樂園地

王靜雯 傲遊中國各地 陳子軒 香蕉船

丘珮均 享受大自然 陳子聰 下午茶

丘愷駿 環保360 陳文正 行山

司徙曉藍 我愛小鳥 陳文鐳 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

石欣樺 玩吧 陳君堯 加油!終點在望

伍庭夆 假日 陳君頌 神秘的大海底下

伍紋萱 草原上的櫻花樹 陳采盈 保護大自然

任婉鑫 熱愛大自然 陳俊良 我嚮往的夕陽

任紫儀 路旁的小花 陳彥彤 小橋流水

任進筵 開心動物世界 陳彥彰 大自然之旅

列彥眉 海底奇遇記 陳思慧 空中旅行

朱正華 趣怪門 陳柏熙 花之龜

朱倩儀 小女孩聽小鳥唱歌 陳祉蒑 我喜愛的學科

朱愛瑪 熱愛大自然 陳浚鉻 我愛大自然

朱霈鋒 躺臥 陳浩銘 快樂森林

朱曉情 風力發電 陳浩聰 愉快的校園生活

江文康 海底奇趣 陳凱晴 小兔子，躲貓貓

江衍林 開心動物村 陳傳智 黃黃粟米牛

江茵彤 我愛大自然 陳楚靖 動物真有趣

江嘉慧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陳煒珊 黑夜降臨

老佩甄 美麗的山景 陳煒傑 攜手創明天

何伊晴 美麗城堡 陳嘉穎 美麗的公園

何彤善 生命的幻想 陳翠莉 在大自然的耕種

何芍韻 開心樂園 陳蓉 沙灘上的足印

何尚衡 環保愛世界 陳慧茵 小熊與大熊

何旻光 環保村 陳蔚晴 草地上的我和樹熊

何思慧 我的花園 陳學緯 坐在月亮中閱讀

何柱希 老鷹擔畫 陳曉峰 -

何智峰 我的村莊 陳穎琪 夢幻的樹

何睿芯 我愛各樣的體育活動 陳諾瑤 寫意人生

何慧盈 彩虹上的小自然 陸詠怡 我的生活多充實

何樂晴 我們與大自然 陶健德 嚮往大自然

何懌謙 我愛大自然 麥倩灜 熱愛生活

何蘊兒 森林裡的獅子 麥智謙 可愛的大自然

余心怡 太陽下的世界 麥瑗津 彩色世界



優異獎 余佳穎 我愛大自然 麥瑗姬 海洋世界

余佩嘉 天使的小禮物呈上一雙翅膀 彭明恩 環保小天使

余夏詠 池塘 曾紀僮 小樹熊，看風景

余健諾 荷花 曾惠汶 糖果園

余梓勤 愉快的一天 曾樂軒 森林中的劍龍

余紹瑋 發電站 曾穎恩 熱氣球之旅

吳听霖 孩童共創環保新天地 賀浩臻 愛護大自然

吳宛瑩 好朋友 馮穎雪 天空上的世界

吳旼諾 環遊世界 馮諾謙 深海的景像

吳美霞 美麗的郊野 黃子浩 男孩子捉魚

吳倩誼 熱鬧的節慶 黃子強 海洋

吳梓軒 鱷魚之城 黃妙仙 尋找美人魚

吳凱隆 森林中的神奇鳥 黃汶軒 美麗的清晨

吳雁玲 鄉村風光 黃卓彥 被補的開心老鼠

吳焯曦 反樸歸真 黃卓盈 大自然的美景

吳嘉敏 放風箏 黃禹皓 嚮往大自然

吳嘉澄 齊打氣，加油 黃容真 郊遊樂

呂汶和 海洋 黃悅意 植樹

岑惠澄 樹下的遊樂場 黃康晴 地球和彩虹的日與夜

李子膽 假日裡真開心 黃凱渟 觀賞瀑布

李卓峰 藍天下的少年 黃景銘 齊來玩吧!

李卓睿 農夫與龍 黃智琛 電影機裡的大自然

李明瀚 小明攝影集 黃詠詩 蝴蝶處處

李昊菁 書中的寶藏 黃翠琳 美麗的郊野

李欣然 我愛迪士尼世界 黃銘恩 天空之催眠曲

李芷茵 現在生活大自然 黃裶細 我喜愛的環保村

李冠琳 哥哥與我 黃澤圻 放風箏

李施賢 大自然我的家 黃穎欣 齊環保

李洛軒 人類樹精握握手 黃耀俊 羊的生活

李姵樂 月下舞 黃顥銘 動物森林

李浚樂 月亮中的動物 黃晧文 美麗的湖

李健生 自然交響曲 楊文諾 小狗與我

李婉琪 沙灘玩樂 楊沅盈 兔子在夜裡

李梓晴 愛自然、愛海豚 楊承禮 城市裡的蜜蜂

李清渝 英花的世界 楊洛澄 夢想的渡假屋

李皓龍 大自然的生命 楊家齊 我愛大自然

李嘉明 秋英 楊凱琳 郊野裡的小鴨子

李嘉瑤 親親大自然 楊凱皓 晚上的孩子

李穎聰 大自然之窗 楊愷恩 貓之森林

李錦盈 花仙子淋花 楊頌謙 海底世界

李鎧頤 我愛大自然 楊嘉慧 水晶裡的生活

李麗珊 大自然風光好 楊臻傑 我愛大自然

李曦辰 - 溫芷穎 花中的女孩

阮德怡 悠閒自在 溫鈺汶 秋英

佘惠宜 大自然與彩虹 溫禮謙 廚房小熊

佘善婷 松鼠的家 葉俊安 樹上的葉子換新裝了

周子琳 大自然是我家 董諾潼 我愛大自然

周君健 騎駱駝的小朋友 虞梓軒 夏威夷大象



優異獎 周芷婷 夢幻小飛象 雷卓忻 和諧的動物世界

周倩彤 我愛大自然 廖力行 鳥

周家思 繽紛的花園 廖卓瑩 熱愛大自然

周萬熙 夜燈 廖穎欣 天空上的海豚

周臻鴻 大自然 蒲玉燕 秋英

官    婧 浴足 趙津瑜 在森林的小動物

林子情 飛在天空 趙紀瑩 花仙子

林伊婷 我愛大自然 趙崇睿 郊外野餐

林言臻 鴕鳥 趙曉嵐 熱愛大自然

林佩兒 親親大自然 齊嘉恩 捕捉小鳥的小男孩

林卓橋 彩虹下的雪榚屋 劉永傑 熱愛大自然

林昊昕 老鷹 劉宇晴 植樹救地球

林炘伶 觀賞櫻花 劉沛琳 拖著旅行箱去旅行

林俊濠 熱愛大自然 劉卓瑤 風力發電

林思逸 - 劉芷茵 熊貓一家親

林清爾 我的田園生活 劉恩霖 「雲」機

林善濃 在森林裡的小動物 劉振業 花海

林詠君 農田 劉凱螢 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

林    祺 大自然 劉煥林 探索大自然

林暐晟 太陽花 劉煥楣 海南島好風光

林嘉裕 空中小鳥 劉頌賢 夢遊世界

林嘉瑩 我們在海洋公園的一天 劉嫚晴 鄉村的生活

林圖德 開心海洋 劉鋑言 美麗的世界

林慧敏 花仙子的彩虹 劉臻翹 假日

林曉雪 花花世界 劉蕙鈞 在彩虹的兩個

林曉雪 品茗閒情 劉蕥萓 我愛踩單車

林曉靖 大自然之家 樊寶琪 花仙子與小狗

林澤禧 美麗的夢 歐衍澄 夜空之旅

林靜荷 暢遊海底世界 潘顥堅 我愛大自然

邵善瑛 晨曦 蔡旻殷 我愛環保大自然

邱一然 樹林動態 蔡浩然 奇妙飛天記

冼裕霖 速龍 蔡嘉昕 我愛多姿多彩的校園生活

姜婉兒 幻彩伴河流 蔡樂怡 我愛我愉快的生活

姚汎燊 海洋動物與活潑小孩 蔡瀚斌 地球也愛我們

姚宛瑩 我愛大自然 談彥均 熱愛香港，保護環境

施珞琳 天鵝的家 談善軒 郊遊去

施淑妍 關愛大自然 鄭雨桐 我愛大自然

柯仲耘 大自然多美麗 鄭朗霆 休閑的一天

柯淑慧 大自然的一角 鄭敏宜 覓食

柯頌賢 珍惜美麗海洋 鄭雅名 我最愛的郊外活動

洪    瑋 賓紛世界 鄭嗚慧 「紅」水犯濫

胡杏怡 太陽能村 鄭穎童 大自然的背影

胡芷澄 七彩雄鷹 鄧詠欣 美妙的世界

胡洛忻 近距離接觸 鄧嘉超 小螞蟻

胡海欣 音樂農莊 黎芷盈 自由自在的鳥兒

胡崇銘 我理想的家園 黎珊珊 野餐

胡嘉譽 動物足球賽 黎姵伶 地球上的日與夜

胡諾殷 水 蕭芍穎 彩虹上的音符



優異獎 胡膺曜 大自然的美妙 蕭詠珊 我愛大自然

范浩然 騎著長頸鹿的小孩 蕭衛 我愛大自然

倪素怡 環保節能與生活 蕭賢蕙 小動物

倪詡榮 我愛大自然 賴詠琛 花叢裡的一對朋友

夏詠彤 賞荷花 霍琛翹 I Love The Beach

孫淑君 大自然的奧妙 霍穎彤 奇妙的彩虹

孫寧星 小舟上的女神 駱善文 天使和狗唱歌

徐偉桐 夏日 龍德正 動物派對

徐逸昇 田園樂 謝子健 我愛美麗的香港

徐誌謙 青蛙王子的秘密 謝兆龍 狗和熊貓劍擊比賽

高希菻 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 謝朗賢 奇想

高裕鈞 我享受的美食生活 謝翠瑤 融入大自然

高頌欣 奇異的海洋世界 鍾沛如 花花世界

崔靖俐 夏日泛舟 鄺保羅 海底與生物

張佩琳 蘋果熊仔 鄺悅濤 美麗的夜空

張家華 珍惜每一刻 鄺健雄 愛心傳遍四地

張殷熙 我要做神舟8號的太空人 鄺樂思 我愛香港的節日多姿多彩

張浚廷 七彩花園 鄺樂謙 野外籃球競賽

張晞文 夕陽無限好 羅彤欣 海底與地上

張紫嫣 小動物 羅芷菁 夢中的生活

張靖妍 樹的動物 羅昭瑜 我熱愛愉快的校園生活

張頌鈴 我愛農場 羅淑婷 黃昏下的小女孩

張翠怡 親親大自然 羅焯森 花中的環保城市

張樂晞 我和大自然 羅嘉桐 小貓小狗

張樂賢 我最喜愛的動物 羅嘉樂 衝破阻隔

張曉宜 美麗的郊野 羅嘉翹 大自然中的小鹿斑比

張曉陽 未來的機械人 羅慧中 我愛大自然

張鍶晴 繽紛的太空 譚君朗 青林路

梁子盈 綠色天使 譚倩行 在大自然看星空

梁    芊 美麗的大自然 譚淽禧 小牛的一天

梁柏熙 快樂的郊外 譚進雄 我愛大自然

梁家朗 重要的樹木 譚煦齡 春天的小蜜蜂

梁晉朗 黃昏中的小屋 譚翠儀 相親相愛

梁朗晞 雨中飛雁 謝棨斌 花開遍野

梁浩彥 美麗的花朵 關祉嬈 看見獨角獸的少女

梁婉琪 享受春天景色 關雲標 快樂的獅子仔

梁棟穎 抽象中的大自然 嚴可翹 熊熊在花的日子

梁雅媛 小孩天地 嚴梓軒 老鼠與大貓

梁裕廷 夢遊天空 蘇卓怡 野外清潔日

梁碩僑 大象郊遊 蘇秉權 大自然環境

梁綽筠 多啦A夢賞花兒 蘇康僑 越野單車

梁駿業 七彩的森林 寗朗嘉 貪睡的小貓和小兔

梁譜繕 單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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