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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 組別 學校名稱 指導中心 指導老師 成績 展覽日期

鄭信恆 幼兒A組 維思教室 VERA CHAN 冠 2014/9/18

譚希蓓 幼兒A組 Infinity Learning Ms.Wayne 冠 2014/9/18

黃婉恩 幼兒A組 Painting Together 鄭小姐 冠 2014/9/18

黃伽傲 幼兒A組 聖保羅堂幼稚園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梁子恩 冠 2014/9/18

戴熒慧 幼兒A組 ｍｙ　ａｒｔ　ｒｏｏｍ Ａｎｇｉｅ　Ａｕ冠 2014/9/18

高雅琦 幼兒A組 育苗音樂教育中心 冠 2014/9/18

陳煦喬 幼兒A組 演奏音樂藝術中心 李曼萍 冠 2014/9/18

陳晞悠 幼兒A組 蘇浙小學幼稚園 Eva Lo 冠 2014/9/18

曾晉軒 幼兒A組 演奏音樂藝術中心 亞 2014/9/18

陳晉霆 幼兒A組 維思教室 亞 2014/9/18

陳禧瑜 幼兒A組 ｍｙ　ａｒｔ　ｒｏｏｍ 亞 2014/9/18

程朗 幼兒A組 學之園幼稚園 亞 2014/9/18

張嘉祺 幼兒A組 Infinity Learning 亞 2014/9/18

韓憶琳 幼兒A組 Infinity Learning 亞 2014/9/18

黃懿然 幼兒A組 田之創作室ARTIN CREATIVE WORKSHOP 亞 2014/9/18

黎映汶 幼兒A組 育苗音樂教育中心 亞 2014/9/18

李柏嶠 幼兒A組 維思教室 亞 2014/9/18

劉沛樂 幼兒A組 國際英文幼稚園 亞 2014/9/18

盧俊叡 幼兒A組 迦南幼稚園（小西灣）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亞 2014/9/18

羅釨澔 幼兒A組 paper drawing class 亞 2014/9/18

潘恩琦 幼兒A組 興藝琴行 亞 2014/9/18

阮泰淇 幼兒A組 兩點水工作室 亞 2014/9/18

吳勉稼 幼兒A組 NICE STUDIO 亞 2014/9/18

吳浠瑜 幼兒A組 ｍｙ　ａｒｔ　ｒｏｏｍ 亞 2014/9/18

張晶楓 幼兒A組 Infinity Learning 亞 2014/9/18

張子晴 幼兒A組 CreateMe Right Mind Art Centre 亞 2014/9/18

蔡騏璡 幼兒A組 國際英文幼稚園 季 2014/9/18

陳浩儁 幼兒A組 Infinity Learning 季 2014/9/18

陳樂欣 幼兒A組 兩點水工作室 季 2014/9/18

陳哲一 幼兒A組 香港靈糧堂幼稚園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季 2014/9/18

曾厚熙 幼兒A組 Infinity Learning 季 2014/9/18

馮梓殷 幼兒A組 CreateMe Right Mind Art Centre 季 2014/9/18

郭欣穎 幼兒A組 Infinity Learning 季 2014/9/18

何家尚 幼兒A組 學之園幼稚園 季 2014/9/18

何善賢 幼兒A組 paper drawing class 季 2014/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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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浚霆 幼兒A組 維思教室 季 2014/9/18

許浚梃 幼兒A組 paper drawing class 季 2014/9/18

黃韵淇 幼兒A組 演奏音樂藝術中心 季 2014/9/18

李珀琛 幼兒A組 ｍｙ　ａｒｔ　ｒｏｏｍ 季 2014/9/18

林康靖 幼兒A組 青苗琴行 季 2014/9/18

劉芮童 幼兒A組 趣意畫坊 季 2014/9/18

陸成熙 幼兒A組 民生書院幼稚園 香港創美書畫院 季 2014/9/18

麥棹淇 幼兒A組 Infinity Learning 季 2014/9/18

潘偉傑 幼兒A組 嘉德麗中英文幼稚園 季 2014/9/18

龐思睿 幼兒A組 NICE STUDIO 季 2014/9/18

彭昊天 幼兒A組 NICE STUDIO 季 2014/9/18

王韻姿 幼兒A組 ｍｙ　ａｒｔ　ｒｏｏｍ 季 2014/9/18

吳日熹 幼兒A組 劍鳴幼稚園 研藝創意 季 2014/9/18

葉霈孺 幼兒A組 國際英文幼稚園 季 2014/9/18

張良俊 幼兒A組 童畫室 季 2014/9/18

趙汝軒 幼兒A組 維思教室 季 2014/9/18

謝尚樺 幼兒A組 育苗音樂教育中心 季 2014/9/18

陳天慧 幼兒A組 樂藝教室 季 2014/9/18

周天穎 幼兒A組 Infinity Learning 季 2014/9/18

鄒俊然 幼兒A組 育苗音樂教育中心 優異 2014/9/18

張凱媛 幼兒A組 kowloon city baptist church kindergartenModern Art Studio 優異 2014/9/18

嚴皓德 幼兒A組 CreateMe Right Mind Art Centre 優異 2014/9/18

謝朗峰 幼兒A組 CreateMe Right Mind Art Centre 優異 2014/9/18

翁以政 幼兒A組 ｍｙ　ａｒｔ　ｒｏｏｍ 優異 2014/9/18

李智燊 幼兒A組 演奏音樂藝術中心 優異 2014/9/18

李庭軒 幼兒A組 育苗音樂教育中心 優異 2014/9/18

駱紹瑜 幼兒A組 ｍｙ　ａｒｔ　ｒｏｏｍ 優異 2014/9/18

黃皓兒 幼兒A組 育苗音樂教育中心 優異 2014/9/18

何芷僥 幼兒A組 育苗音樂教育中心 優異 2014/9/18

王曉嵐 幼兒A組 ｍｙ　ａｒｔ　ｒｏｏｍ 優異 2014/9/18

何柏林 幼兒A組 演奏音樂藝術中心 優異 2014/9/18

郭卓泓 幼兒A組 ｍｙ　ａｒｔ　ｒｏｏｍ 優異 2014/9/18

鄒智宸 幼兒A組 Infinity Learning 優異 2014/9/18

陳沛妤 幼兒A組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優異 2014/9/18

曾琪琪 幼兒A組 育苗音樂教育中心 優異 2014/9/18

曾亮 幼兒A組 趣意畫坊 優異 2014/9/18

曾栢姸 幼兒A組 演奏音樂藝術中心 優異 2014/9/18

BELLA WU 幼兒A組 DRAW2-ART AND LANGUAGE STUDIO 優異 2014/9/18

陳健霆 幼兒A組 優贊薈 優異 2014/9/18

陳君淳 幼兒A組 明生書院幼稚園 優異 2014/9/18

鄧一琛 幼兒A組 童畫室 優異 2014/9/18

馮思穎 幼兒A組 蘇浙幼稚園 優異 2014/9/18

何沛霖 幼兒A組 兩點水工作室 優異 2014/9/18

黃浩麟 幼兒A組 明生書院幼稚園 優異 2014/9/18

黃靖殷 幼兒A組 童畫室 優異 2014/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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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逸滔 幼兒A組 興藝琴行 優異 2014/9/18

黃友德 幼兒A組 粉嶺浸信會何袁惠瓊幼稚園 優異 2014/9/18

黃芷悠 幼兒A組 欣苗幼稚園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優異 2014/9/18

黎珀淳 幼兒A組 NICE STUDIO 優異 2014/9/18

李朗皓 幼兒A組 Infinity Learning 優異 2014/9/18

連亮堯 幼兒A組 兩點水工作室 優異 2014/9/18

梁心蕎 幼兒A組 手。作家 優異 2014/9/18

梁昕悅 幼兒A組 Infinity Learning 優異 2014/9/18

林俊琛 幼兒A組 維思教室 優異 2014/9/18

林穎心 幼兒A組 paper drawing class 優異 2014/9/18

羅心攸 幼兒A組 Infinity Learning 優異 2014/9/18

歐陽彩薰 幼兒A組 真光幼稚園 優異 2014/9/18

潘晧儁 幼兒A組 維思教室 優異 2014/9/18

龐思源 幼兒A組 NICE STUDIO 優異 2014/9/18

譚皓朗 幼兒A組 Infinity Learning 優異 2014/9/18

吳彥熹 幼兒A組 MANHABIT INTERNATIONAL NURSERY &KINDERGARTEN 優異 2014/9/18

邢芝翎 幼兒A組 HONG KONG TRUE LIGHT KINDERGARTEN(CAINE ROAD) 優異 2014/9/18

楊俊城 幼兒A組 藍天教室 優異 2014/9/18

鍾貝加 幼兒A組 GOOD HOPE SCHOOL 滙藝坊 優異 2014/9/18

周天佑 幼兒A組 Infinity Learning 優異 2014/9/18

宋林錡 幼兒A組 Club Bravo 優異 2014/9/18

楊子晴 幼兒A組 創意画室 良好 2014/9/18

吳韋璋 幼兒A組 CATERPILLAR KINGDOM ARTS GALLERY 良好 2014/9/18

王裔昌 幼兒A組 ST.CATHERINE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良好 2014/9/18

莫康祐 幼兒A組 育苗音樂教育中心 良好 2014/9/18

麥綽凌 幼兒A組 演奏音樂藝術中心 良好 2014/9/18

李靖峰 幼兒A組 豆丁畫室 良好 2014/9/18

陳子瑜 幼兒A組 育苗音樂教育中心 良好 2014/9/18

陳昕嶠 幼兒A組 良好 2014/9/18

岑梓晴 幼兒A組 聖雅各福群會（寶翠園）幼稚園 良好 2014/9/18

EMRYK ZHONG 幼兒A組 STARLIT ART SPACE 良好 2014/9/18

朱恩雪 幼兒B組 樂藝教室 CHAN MAN KAM 冠 2014/9/18

袁晞澄 幼兒B組 維思教室 VERA CHAN 冠 2014/9/18

孫嘉林 幼兒B組 NICE STUDIO 嘉華老師 冠 2014/9/18

石宛澄 幼兒B組 演奏音樂藝術中心 李曼萍 冠 2014/9/18

羅驛天 幼兒B組 Infinity Learning Ms.Wayne 冠 2014/9/18

林劭珏 幼兒B組 Mｙ　Aｒｔ　Rｏｏｍ Ａｎｇｉｅ　Ａｕ冠 2014/9/18

黎芯翹 幼兒B組 CreateMe Right Mind Art Centre 鍾子沁 冠 2014/9/18

梁戈亮 幼兒B組 NICE STUDIO 嘉華老師 冠 2014/9/18

葛家穎 幼兒B組 Infinity Learning Ms.Wayne 冠 2014/9/18

Kin Man Tsang 幼兒B組 German Swiss Internation School Mok Sze Lan Nancy冠 2014/9/18

Kin Ho Tsang 幼兒B組 Japanese Internation School 亞 2014/9/18

畢偉諾 幼兒B組 興藝琴行 亞 2014/9/18

岑柏熹 幼兒B組 CreateMe Right Mind Art Centre 亞 2014/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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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邦國 幼兒B組 育苗音樂教育中心 亞 2014/9/18

陳昕顥 幼兒B組 亞 2014/9/18

陳卓賢 幼兒B組 樂藝教室 亞 2014/9/18

柯展琳 幼兒B組 天神嘉諾撒學校 亞 2014/9/18

李和洛 幼兒B組 青苗琴行 亞 2014/9/18

梁鎵堡 幼兒B組 演奏音樂藝術中心 亞 2014/9/18

梁穎琳 幼兒B組 演奏音樂藝術中心 亞 2014/9/18

梁凱喬 幼兒B組 Mｙ　Aｒｔ　Rｏｏｍ 亞 2014/9/18

林鈞淳 幼兒B組 Infinity Learning 亞 2014/9/18

盧誠謙 幼兒B組 明我幼稚園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亞 2014/9/18

盧若妤 幼兒B組 Painting Together 亞 2014/9/18

蘇文謙 幼兒B組 Infinity Learning 亞 2014/9/18

田惠嘉 幼兒B組 藍天工作坊 亞 2014/9/18

王芍淇 幼兒B組 保良局西區婦女福利會馮李佩瑤小學 西貝畫室 亞 2014/9/18

余思朗 幼兒B組 演奏音樂藝術中心 亞 2014/9/18

余玥瑤 幼兒B組 亞 2014/9/18

鄭曉鎣 幼兒B組 Mｙ　Aｒｔ　Rｏｏｍ 季 2014/9/18

鄭倩瀅 幼兒B組 青苗琴行 季 2014/9/18

鄭凱藍 幼兒B組 演奏音樂藝術中心 季 2014/9/18

甄愷晴 幼兒B組 嘉諾撤聖心學校 FREE ART WORK SHOP 季 2014/9/18

趙汝穎 幼兒B組 維思教室 季 2014/9/18

蕭敏晴 幼兒B組 CreateMe Right Mind Art Centre 季 2014/9/18

吳琬桐 幼兒B組 興藝琴行 季 2014/9/18

王偲珩 幼兒B組 演奏音樂藝術中心 季 2014/9/18

羅愛怡 幼兒B組 育苗音樂教育中心 季 2014/9/18

劉經天 幼兒B組 Infinity Learning 季 2014/9/18

凌梓杰 幼兒B組 季 2014/9/18

林子翹 幼兒B組 樂藝教室 季 2014/9/18

林煜城 幼兒B組 興藝琴行 季 2014/9/18

林曉晴 幼兒B組 聖保祿學校 季 2014/9/18

李宗衡 幼兒B組 Mｙ　Aｒｔ　Rｏｏｍ 季 2014/9/18

李明祐 幼兒B組 維思教室 季 2014/9/18

李道銘 幼兒B組 paris piano co 季 2014/9/18

李釆頤  幼兒B組 Infinity Learning 季 2014/9/18

鄺紀瑤   幼兒B組 Infinity Learning 季 2014/9/18

駱彥澄 幼兒B組 Mｙ　Aｒｔ　Rｏｏｍ 季 2014/9/18

黃嬿澄 幼兒B組 嘉聲琴行 季 2014/9/18

黃沛瑜 幼兒B組 劍鳴幼稚園 季 2014/9/18

郭晞程 幼兒B組 Mｙ　Aｒｔ　Rｏｏｍ 季 2014/9/18

甘嘉晴 幼兒B組 聖羅撒幼稚園 Genius Gallary 季 2014/9/18

符詩晴 幼兒B組 演奏音樂藝術中心 季 2014/9/18

陳頌曦 幼兒B組 趣意畫坊 季 2014/9/18

陳婥之 幼兒B組 STARLIT ART SPACE 季 2014/9/18

黃騝熹 幼兒B組 梁省德小學 季 2014/9/18

陳翔輝 幼兒B組 NICE STUDIO 季 2014/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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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雅文 幼兒B組 育苗音樂教育中心 季 2014/9/18

馮書銘 幼兒A組 迦南幼稚園 季 2014/9/18

黃樂新 幼兒B組 Infinity Learning 季 2014/9/18

曾梓瑩 幼兒B組 嘉德丽中英文幼稚園 小精靈藝術中心 季 2014/9/18

江悅蕎 幼兒B組 Infinity Learning 優異 2014/9/18

孫嘉言 幼兒B組 Mｙ　Aｒｔ　Rｏｏｍ 優異 2014/9/18

繆穗希 幼兒B組 Painting Together 優異 2014/9/18

ADAN LEE 幼兒B組 DRAW2-ART AND LANGUAGE STUDIO 優異 2014/9/18

ELIZABATH ZHONG 幼兒B組 STARLIT ART SPACE 優異 2014/9/18

michael clark 幼兒B組 豆丁畫室 優異 2014/9/18

蔡悅然 幼兒B組 NICE STUDIO 優異 2014/9/18

曹希名 幼兒B組 維思教室 優異 2014/9/18

陳釆盈 幼兒B組 童學童樂教育中心 優異 2014/9/18

陳迦翹 幼兒B組 Mｙ　Aｒｔ　Rｏｏｍ 優異 2014/9/18

陳雋穎 幼兒B組 Infinity Learning 優異 2014/9/18

陳俊希 幼兒B組 樂藝教室 優異 2014/9/18

陳思妍 幼兒B組 Infinity Learning 優異 2014/9/18

鄧子瀠 幼兒B組 Mｙ　Aｒｔ　Rｏｏｍ 優異 2014/9/18

杜俊燁 幼兒B組 CreateMe Right Mind Art Centre 優異 2014/9/18

甘柏曜 幼兒B組 Mｙ　Aｒｔ　Rｏｏｍ 優異 2014/9/18

何綽恩 幼兒B組 ART MUSE 創藝畫室 優異 2014/9/18

何俊言 幼兒B組 藍天教室 優異 2014/9/18

何梓暉 幼兒B組 Infinity Learning 優異 2014/9/18

洪椲森 幼兒B組 香港嘉諾撒學校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優異 2014/9/18

洪梓軒 幼兒B組 維思教室 優異 2014/9/18

黃瑞輝 幼兒B組 樂藝教室 優異 2014/9/18

黃煒軒 幼兒B組 蘋果畫室 優異 2014/9/18

黃宇韜 幼兒B組 南元朗官立小學 優異 2014/9/18

黃鉦皓 幼兒B組 Mｙ　Aｒｔ　Rｏｏｍ 優異 2014/9/18

黃卓喬 幼兒B組 演奏音樂藝術中心 優異 2014/9/18

駱筵樺 幼兒B組 趣意畫坊 優異 2014/9/18

駱彥彤 幼兒B組 Mｙ　Aｒｔ　Rｏｏｍ 優異 2014/9/18

黎耀藍 幼兒B組 ART MUSE 創藝畫室 優異 2014/9/18

李柏澄 幼兒B組 維思教室 優異 2014/9/18

李柏熙 幼兒B組 樂藝教室 優異 2014/9/18

李賞 幼兒B組 明生書院幼稚園 優異 2014/9/18

李芷茵 幼兒B組 樂藝教室 優異 2014/9/18

連承毅 幼兒B組 童學童樂教育中心 優異 2014/9/18

林嘉蕾 幼兒B組 演奏音樂藝術中心 優異 2014/9/18

林靖恩 幼兒B組 CreateMe Right Mind Art Centre 優異 2014/9/18

林靖晞 幼兒B組 育苗音樂教育中心 優異 2014/9/18

劉泓鋒 幼兒B組 青苗琴行 優異 2014/9/18

呂穎軒 幼兒B組 Infinity Learning 優異 2014/9/18

麥允耀 幼兒B組 童學童樂教育中心 優異 2014/9/18

潘奕麟 幼兒B組 演奏音樂藝術中心 優異 2014/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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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穎晞 幼兒B組 ST .CATHERINE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優異 2014/9/18

石瑋喬 幼兒B組 Mｙ　Aｒｔ　Rｏｏｍ 優異 2014/9/18

蘇信悅 幼兒B組 演奏音樂藝術中心 優異 2014/9/18

蘇韻 幼兒B組 優異 2014/9/18

萬晉浩 幼兒B組 莊啟程幼兒園（華貴分校） 優異 2014/9/18

王昱尹 幼兒B組 青苗琴行 優異 2014/9/18

吳汝軒 幼兒B組 樂藝教室 優異 2014/9/18

吳彥臻 幼兒B組 CAIS 優異 2014/9/18

伍栢言 幼兒B組 Mｙ　Aｒｔ　Rｏｏｍ 優異 2014/9/18

蕭樂瑤 幼兒B組 育苗音樂教育中心 優異 2014/9/18

謝朗希 幼兒B組 CreateMe Right Mind Art Centre 優異 2014/9/18

徐子晴 幼兒B組 德望小學暨幼稚園（幼稚園部） 優異 2014/9/18

嚴浩晉 幼兒B組 童學童樂教育中心 優異 2014/9/18

葉可盈 幼兒B組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優異 2014/9/18

張逸朗 幼兒B組 CreateMe Right Mind Art Centre 優異 2014/9/18

鄭永倫 幼兒B組 蘋果畫室 優異 2014/9/18

朱旭迪 幼兒B組 NICE STUDIO 優異 2014/9/18

卓海琳 幼兒B組 Infinity Learning 優異 2014/9/18

鄒妍吉 幼兒B組 Infinity Learning 優異 2014/9/18

張讚 幼兒B組 NICE STUDIO 良好 2014/9/18

薛亦均 幼兒B組 良好 2014/9/18

徐昊謙 幼兒B組 維思教室 良好 2014/9/18

王譽澄 幼兒B組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良好 2014/9/18

譚博文 幼兒B組 育苗音樂教育中心 良好 2014/9/18

蘇因欷 幼兒B組 元朗光明英來小學 良好 2014/9/18

邱創遠 幼兒B組 Mｙ　Aｒｔ　Rｏｏｍ 良好 2014/9/18

歐汛殷 幼兒B組 田之創作室ARTIN CREATIVE WORKSHOP 良好 2014/9/18

莫皓齊 幼兒B組 維思教室 良好 2014/9/18

梅德雅 幼兒B組 聖保祿幼兒園 良好 2014/9/18

郭秉熹 幼兒B組 Mｙ　Aｒｔ　Rｏｏｍ 良好 2014/9/18

鄧舜鏗 幼兒B組 手。作家 良好 2014/9/18

陳靖橋 幼兒B組 NICE STUDIO 良好 2014/9/18

曾鳴 幼兒B組 趣意畫坊 良好 2014/9/18

莊欣穎 兒童A組 ｍｙ　ａｒｔ　ｒｏｏｍ Ａｎｇｉｅ　Ａｕ 冠 2014/9/18

胡思晴 兒童A組 CreateMe Right Mind Art Centre 鍾子沁 冠 2014/9/18

戴莉瑩 兒童A組 演奏音樂藝術中心 李曼萍 冠 2014/9/18

朱靖鋒 兒童A組 嘉聲琴行 朱潔馨 冠 2014/9/18

麥欣彤 兒童A組 ｍｙ　ａｒｔ　ｒｏｏｍ 亞 2014/9/18

林芷蔚 兒童A組 ｍｙ　ａｒｔ　ｒｏｏｍ 亞 2014/9/18

鄧珮珊 兒童A組 兩點水工作室 亞 2014/9/18

王偉豪 兒童A組 演奏音樂藝術中心 亞 2014/9/18

權米希 兒童A組 米朗兒童藝術中心 亞 2014/9/18

陳俊熙 兒童A組 NICE STUDIO 亞 2014/9/18

羅漪瞳 兒童A組 嘉諾撒聖心學校 FREE ART WORK SHOP 亞 2014/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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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多美 兒童A組 樂藝教室 亞 2014/9/18

劉允兒 兒童A組 ART MUSE 創藝畫室 亞 2014/9/18

鄭曉蓁 兒童A組 演奏音樂藝術中心 季 2014/9/18

余之之 兒童A組 季 2014/9/18

葉卓杰 兒童A組 INTERNATIONAL CHRISTIERB SCHOOL 季 2014/9/18

胡凱嵐 兒童A組 佛教榮茵學校 季 2014/9/18

唐朗傑 兒童A組 蘋果畫室 季 2014/9/18

邱嘉柟 兒童A組 CreateMe Right Mind Art Centre 季 2014/9/18

劉允樂 兒童A組 ART MUSE 創藝畫室 季 2014/9/18

劉考邦 兒童A組 STARLIT ART SPACE 季 2014/9/18

林雅正 兒童A組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季 2014/9/18

林恩希 兒童A組 真光小學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季 2014/9/18

梁若式 兒童A組 演奏音樂藝術中心 季 2014/9/18

李璟宜 兒童A組 瑪利諾修院 藝柏音樂藝術中心 季 2014/9/18

黃梓坤 兒童A組 嘉聲琴行 季 2014/9/18

黃子晴 兒童A組 啟藝美術設計學院 季 2014/9/18

黃泓熹 兒童A組 童畫室 季 2014/9/18

郭殷嘉 兒童A組 ｍｙ　ａｒｔ　ｒｏｏｍ 季 2014/9/18

關思祈 兒童A組 CreateMe Right Mind Art Centre 季 2014/9/18

官卓男 兒童A組 藍天工作坊 季 2014/9/18

杜穎禮 兒童A組 ｍｙ　ａｒｔ　ｒｏｏｍ 季 2014/9/18

劉子泓 兒童A組 嘉聲琴行 季 2014/9/18

黃家玺 兒童A組 季 2014/9/18

蔡思嬈 兒童A組 ｍｙ　ａｒｔ　ｒｏｏｍ 季 2014/9/18

KATELYN NEO 兒童A組 DRAW2-ART AND LANGUAGE STUDIO 優異 2014/9/18

陳東熙 兒童A組 嘉聲琴行 優異 2014/9/18

陳俊然 兒童A組 NICE STUDIO 優異 2014/9/18

陳凱琪 兒童A組 培僑小學 嘉聲琴行 優異 2014/9/18

鄧浩沂 兒童A組 佛教榮茵學校 優異 2014/9/18

鄧漪喬 兒童A組 佛教榮茵學校 優異 2014/9/18

鄧翊朗 兒童A組 佛教榮茵學校 優異 2014/9/18

馮可喬 兒童A組 蘋果畫室 優異 2014/9/18

何臻羲 兒童A組 兩點水工作室 優異 2014/9/18

鄭晉祺 兒童A組 藍天工作坊 優異 2014/9/18

黃梓睿 兒童A組 NICE STUDIO 優異 2014/9/18

紀學鈞 兒童A組 ｍｙ　ａｒｔ　ｒｏｏｍ 優異 2014/9/18

李欣樺 兒童A組 ｍｙ　ａｒｔ　ｒｏｏｍ 優異 2014/9/18

李樂言 兒童A組 香港培正小學 成功琴行 優異 2014/9/18

李樂頤 兒童A組   Infinity Learning 優異 2014/9/18

李韻妍 兒童A組 嘉聲琴行 優異 2014/9/18

李祉殷 兒童A組 ｍｙ　ａｒｔ　ｒｏｏｍ 優異 2014/9/18

利子柔 兒童A組 鄭仕安夫人千禧小學 優異 2014/9/18

梁倬桸 兒童A組 北角官立小學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優異 2014/9/18

林段屏 兒童A組 嘉聲琴行 優異 2014/9/18

劉穎忻 兒童A組 ｍｙ　ａｒｔ　ｒｏｏｍ 優異 2014/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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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彥儕 兒童A組 STARLIT ART SPACE 優異 2014/9/18

羅雋熹 兒童A組 CreateMe Right Mind Art Centre 優異 2014/9/18

陶彥瑜 兒童A組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優異 2014/9/18

王巧玲 兒童A組 興藝琴行 優異 2014/9/18

吳穎琛 兒童A組 paris piano co 優異 2014/9/18

伍芊潼 兒童A組 聖保祿天主教小學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優異 2014/9/18

謝穎欣 兒童A組 嘉聲琴行 優異 2014/9/18

嚴之佑 兒童A組 演奏音樂藝術中心 優異 2014/9/18

張純熙 兒童A組 藍天工作坊 優異 2014/9/18

張雋晞 兒童A組 ｍｙ　ａｒｔ　ｒｏｏｍ 優異 2014/9/18

趙顥忻 兒童A組 CreateMe Right Mind Art Centre 優異 2014/9/18

鄭宇軒 兒童A組 CreateMe Right Mind Art Centre 優異 2014/9/18

朱巧彤 兒童A組 NICE STUDIO 優異 2014/9/18

朱孝庭 兒童A組 童畫室 優異 2014/9/18

江貴浩 兒童B組 藍天工作坊 陳靜 冠 2014/9/18

李青兒 兒童B組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仙藝畫廊 楊志榮 冠 2014/9/18

潘婉婷 兒童B組 興藝琴行 黃老師 冠 2014/9/18

莊桌榿 兒童B組 ｍｙ　ａｒｔ　ｒｏｏｍ 亞 2014/9/18

盧綽晞 兒童B組 啟基學校 亞 2014/9/18

呂倚彤 兒童B組 瑪利曼中學 仙藝畫廊 亞 2014/9/18

紀汶希 兒童B組 ｍｙ　ａｒｔ　ｒｏｏｍ 季 2014/9/18

鍾家煒 兒童B組 CreateMe Right Mind Art Centre 季 2014/9/18

徐昊恩 兒童B組 paris piano co 季 2014/9/18

霍詠烯 兒童B組 嘉聲琴行 季 2014/9/18

劉芷穎 兒童B組 嘉聲琴行 季 2014/9/18

黃雅雯 兒童B組 藍天工作坊 季 2014/9/18

潘穎潼 兒童B組 創作畫室 季 2014/9/18

林恩如 兒童B組 嘉諾撒聖方濟各學校 仙藝畫廊 季 2014/9/18

楊穎 兒童B組 藍天工作坊 優異 2014/9/18

王兆麟 兒童B組 米朗兒童藝術中心 優異 2014/9/18

阮梓蕎 兒童B組 何東中學 仙藝畫廊 優異 2014/9/18

阮詠羲 兒童B組 ｍｙ　ａｒｔ　ｒｏｏｍ 優異 2014/9/18

林昕彤 兒童B組 CreateMe Right Mind Art Centre 優異 2014/9/18

駱趣生 兒童B組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優異 2014/9/18

黃子謙 兒童B組 啟藝美術設計學院 優異 2014/9/18

符嘉文 兒童B組 蘋果畫室 優異 2014/9/18

陳偲樂 兒童B組 ｍｙ　ａｒｔ　ｒｏｏｍ 優異 2014/9/18

蔡智軒 兒童B組 CreateMe Right Mind Art Centre 優異 2014/9/18

畢卉昕 兒童B組 興藝琴行 優異 2014/9/18

蔡熙晴 少年A組 YELLOW HOUSE 潘敏慧 冠 2014/9/18

林心儀 少年A組 興藝琴行 亞 2014/9/18

朱念恩 少年A組 ST.Francis Canossian College Danisa Art & Designlab 季 2014/9/18

吳穎琳 少年A組 paris piano co 優異 2014/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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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珈 少年A組 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
 優異 2014/9/18

                                                                                                    兒童畫

中文名 組別 學校名稱 指導中心 指導老師 成績 展覽日期

林菲 幼兒A組 趣意畫坊 黃銘然老師 冠 2014/9/19

高雅雯 幼兒A組 米朗兒童藝術中心 卓橋 冠 2014/9/19

司徒永媛 幼兒A組 趣意畫坊 亞 2014/9/19

吳日熹 幼兒A組 劍鳴幼稚園 研藝創意 亞 2014/9/19

莊焯淇 幼兒A組 趣意畫坊 亞 2014/9/19

高家翰 幼兒A組 leaps and bounds 季 2014/9/19

陳倩彤 幼兒A組 趣意畫坊 季 2014/9/19

林學津 幼兒A組 趣意畫坊 季 2014/9/19

蕭家晴 幼兒A組 LEAPS AND BOUNDS 季 2014/9/19

黃子彥 幼兒A組 又一村學校 優異 2014/9/19

何心怡 幼兒A組 趣意畫坊 優異 2014/9/19

方浠藍 幼兒A組 趣意畫坊 優異 2014/9/19

陳穎昕 幼兒A組 LEAPS AND BOUNDS 優異 2014/9/19

易壅錡 幼兒A組 夏采畫廊 優異 2014/9/19

區恩晞 幼兒A組 趣意畫坊 優異 2014/9/19

梁暄廷 幼兒A組 趣意畫坊 優異 2014/9/19

梁珀悅 幼兒A組 趣意畫坊 優異 2014/9/19

吳睿栢 幼兒A組 趣意畫坊 優異 2014/9/19

張芷瑜 幼兒B組 漢基國際學校 林逸之 冠 2014/9/19

施曉鈞 幼兒B組 趣意畫坊 何艷婷老師 冠 2014/9/19

胡俊霆 幼兒B組 leaps and bounds 亞 2014/9/19

葉孝嚴 幼兒B組 墨宝宝 亞 2014/9/19

林卓慧 幼兒B組 救恩學校 FREE ART WORK SHOP 亞 2014/9/19

張亦玨 幼兒B組 根德園幼稚園 童畫畫室 季 2014/9/19

鄭詩諾 幼兒B組 趣意畫坊 季 2014/9/19

區苡晴 幼兒B組 英基鰂魚涌小學 季 2014/9/19

李展旻 幼兒B組 LEAPS AND BOUNDS 季 2014/9/19

郭澄天   幼兒B組 小星星藝術中心 季 2014/9/19

黃子穎 幼兒B組 又一村學校 優異 2014/9/19

錢琛 幼兒B組 玫瑰崗學校 香港圍棋發展中心 優異 2014/9/19

張也昍 幼兒B組 根德園幼稚園 童畫畫室 優異 2014/9/19

陳晞彤 幼兒B組 聖保祿幼稚園 優異 2014/9/19

陳昕顥 幼兒B組 優異 2014/9/19

梁愷庭 幼兒B組 聖公會幼稚園 優異 2014/9/19

蘇朗 幼兒B組 夏采畫廊 優異 2014/9/19

張家瑜 兒童A組 st paul's convent school ( Ppimary Section) 林逸之 冠 2014/9/19

余啟廷 兒童A組 小跳豆畫室 尹雪卿 冠 2014/9/19

林婉言 兒童A組 LEAPS AND BOUNDS 亞 2014/9/19

江量 兒童A組 香港成乾祥繪畫藝術學會 亞 2014/9/19

中國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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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詩澄 兒童A組 聖保祿學校（小學部） 亞 2014/9/19

姜鈞耀 兒童A組 季 2014/9/19

陳政朗 兒童A組 米朗兒童藝術中心 季 2014/9/19

謝孫淦 兒童A組 趣意畫坊 季 2014/9/19

吳文軒 兒童A組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 研藝創意 季 2014/9/19

莫梓軒 兒童A組 優異 2014/9/19

許紫琳 兒童A組 優異 2014/9/19

劉珈麟 兒童A組 油麻地天主教小學 春暉藝舍 優異 2014/9/19

黎諾澄 兒童A組 綠榕軒 優異 2014/9/19

施爾雅 兒童A組 趣意畫坊 優異 2014/9/19

江競 兒童A組 香港成乾祥繪畫藝術學會 優異 2014/9/19

郭皓朗 兒童A組 九龍塘官立小學 INK KID 優異 2014/9/19

江逸嵐 兒童A組 聖公會呂明才紀念小學 FREE ART WORK SHOP 優異 2014/9/19

錢信 兒童A組 漢華中學（小學部） 香港圍棋發展中心 優異 2014/9/19

劉雪瑩 兒童B組 趣意畫坊 何艷芬老師 冠 2014/9/19

陳蔚怡 兒童B組 FREE ART WORK SHOP 李玉穩 冠 2014/9/19

梁熙淳 兒童B組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童畫畫室 亞 2014/9/19

吳施鋇 兒童B組 聖嘉勒小學 春暉藝舍(蝶舞花開) 亞 2014/9/19

吳思澄 兒童B組 kennedy school FREE ART WORK SHOP 亞 2014/9/19

樊沚津 兒童B組 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 童畫畫室 季 2014/9/19

余珈澄 兒童B組 小跳豆畫室 季 2014/9/19

吳施鋇 兒童B組 聖嘉勒小學 春暉藝舍 季 2014/9/19

石宇匡 兒童B組 九龍塘天主教華德學校 晴韻藝術室 季 2014/9/19

鄧梓然 兒童B組 MARYKNOLL CONVENT SCHOOL 師藝坊 (猫頭鷹) 季 2014/9/19

何迪匡 兒童B組 軒尼詩道官立下午小學 丹青閣書畫苑 優異 2014/9/19

劉穎霖 兒童B組 優異 2014/9/19

黃鍩浠 兒童B組 華德學校 優異 2014/9/19

羅保姸 兒童B組 培基小學 靜軒藝苑 優異 2014/9/19

鄧梓然 兒童B組 MARYKNOLL CONVENT SCHOOL 師藝坊 優異 2014/9/19

鄧梓然 兒童B組 MARYKNOLL CONVENT SCHOOL 師藝坊 優異 2014/9/19

陳鳴謙 少年A組 綠榕軒 鍾麗榕 冠 2014/9/19

洪海澄 少年A組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FREE ART WORK SHOP 亞 2014/9/19

黎洛瑋 少年A組 綠榕軒 季 2014/9/19

劉禧鎔 少年A組 趣意畫坊 季 2014/9/19

何芍瑩 少年A組 VICTORIA SHANGHAI ACADEMY 童畫畫室 優異 2014/9/19

王嘉瑤 少年A組 天主教母佑會蕭明中學 童畫畫室 優異 2014/9/19

關嘉慧 少年B組 HARROW INTERNATIONAL SCHOOL HK 香港成乾祥繪畫藝術學會 成乾祥 冠 2014/9/19

鄭凱熙 少年B組 綠榕軒 亞 2014/9/19

黃嘉朗 少年B組 靈糧堂怡文中學 童畫畫室 季 2014/9/19

                                                                                                    兒童畫

中文名 組別 學校名稱 指導中心 指導老師 成績 展覽日期

油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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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羽謙 幼兒A組 HONG KONG(ASCOT)PRESCHOOL&PLAY SCHOOL NICE NICE ARTSHOP(媽媽和我) UNCLE BEE 冠 2014/9/18

劉芷渟  幼兒A組 小星星藝術中心 袁嘉儀 冠 2014/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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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貝嘉 幼兒A組 小星星藝術中心 冠 2014/9/18

葉欣蕎 幼兒A組 亞 2014/9/18

姚羽謙 幼兒A組 HONG KONG(ASCOT)PRESCHOOL&PLAY SCHOOL NICE NICE ARTSHOP 亞 2014/9/18

郭彥彤 幼兒A組 小星星藝術中心 亞 2014/9/18

陳曼禧 幼兒A組 小星星藝術中心 亞 2014/9/18

方稀韻  幼兒A組 小星星藝術中心 亞 2014/9/18

鄭泳楠 幼兒A組 學之園幼稚園 Juliana's Creative Universe 季 2014/9/18

易壅錡 幼兒A組 夏采畫廊 季 2014/9/18

唐詩 幼兒A組 啟思小學附屬幼稚園 研藝創意 季 2014/9/18

麥安生 幼兒A組 小星星藝術中心 季 2014/9/18

劉柏希   幼兒A組 小星星藝術中心 季 2014/9/18

林柏睿   幼兒A組 小星星藝術中心 季 2014/9/18

劉曉琳    幼兒A組 小星星藝術中心 季 2014/9/18

鄧泳嶠 幼兒A組 小星星藝術中心 季 2014/9/18

黃貝瑜 幼兒A組 小星星藝術中心 季 2014/9/18

孫應睿 幼兒A組 優異 2014/9/18

張愛慧   幼兒A組 小星星藝術中心 優異 2014/9/18

楊璽     幼兒A組 小星星藝術中心 優異 2014/9/18

溫雅敬 幼兒A組 夏采畫廊 優異 2014/9/18

施姵希    幼兒A組 小星星藝術中心 優異 2014/9/18

馬蔚霖    幼兒A組 小星星藝術中心 優異 2014/9/18

馬君博    幼兒A組 小星星藝術中心 優異 2014/9/18

柳翔升 幼兒A組 趣意畫坊 優異 2014/9/18

李昍蓓  幼兒A組 小星星藝術中心 優異 2014/9/18

黃啟仁 幼兒A組 小星星藝術中心 優異 2014/9/18

許澤穎   幼兒A組 小星星藝術中心 優異 2014/9/18

方希正  幼兒A組 小星星藝術中心 優異 2014/9/18

陳灝臻 幼兒A組 約克幼稚園 夏采畫廊 優異 2014/9/18

陳鏊泓 幼兒A組 Simply Art Studio 優異 2014/9/18

林晴蔚 幼兒B組 兩點水工作室 VIVIAN LEUNG, KRISTY YU冠 2014/9/18

許梓晴 幼兒B組 培正幼稚園 夏采畫廊 MICHELLE SUN 冠 2014/9/18

于童 幼兒B組 夏采畫廊 MICHELLE SUN 冠 2014/9/18

郭紫菱 幼兒B組 小星星藝術中心 亞 2014/9/18

戴梓皓 幼兒B組 paper drawing class 亞 2014/9/18

歐陽邦 幼兒B組 ARTTRA 亞 2014/9/18

莫祖僑   幼兒B組 小星星藝術中心 亞 2014/9/18

梁蕘燊 幼兒B組 小星星藝術中心 亞 2014/9/18

劉卓弘 幼兒B組 基督教聯合醫務協會幼兒學校 手.作家 季 2014/9/18

陳惠喬 幼兒B組 ARTTRA 季 2014/9/18

郭子朗 幼兒B組 夏采畫廊 季 2014/9/18

黃暉舜 幼兒B組 ARTTRA 季 2014/9/18

李晞彤 幼兒B組 夏采畫廊 季 2014/9/18

林昕諾   幼兒B組 小星星藝術中心 季 2014/9/18

楊基宏   幼兒B組 小星星藝術中心 季 2014/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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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祉賢 幼兒B組 豆丁畫室 優異 2014/9/18

李衍衛 幼兒B組 豆丁畫室 優異 2014/9/18

王毅天 幼兒B組 豆丁畫室 優異 2014/9/18

簡萌萱 幼兒B組 ARTTRA 優異 2014/9/18

洪仲研 幼兒B組 兩點水工作室 優異 2014/9/18

李啟樂 幼兒B組 萊茵英文幼稚園 和孩藝術中心 優異 2014/9/18

陳雋傑 幼兒B組 夏采畫廊 優異 2014/9/18

張諾熙 幼兒B組 夏采畫廊 優異 2014/9/18

傅正豐 幼兒B組 paper drawing class 優異 2014/9/18

李芊霖   幼兒B組 小星星藝術中心 優異 2014/9/18

邱華宙    幼兒B組 小星星藝術中心 優異 2014/9/18

袁暉竣 幼兒B組 小星星藝術中心 優異 2014/9/18

彭衍瑜 兒童A組 ARTTRA Herman Chan 冠 2014/9/18

朱泳怡 兒童A組 Painting Together 鄭小姐 冠 2014/9/18

許敏姿 兒童A組 SUNNY GARDEN SMART KIDS CENTRE ALANA TSUI 冠 2014/9/18

袁浩嘉 兒童A組 小星星藝術中心 冠 2014/9/18

莫梓軒 兒童A組 亞 2014/9/18

陳舒熒 兒童A組 ARTTRA 亞 2014/9/18

李晉一 兒童A組 夏采畫廊 亞 2014/9/18

許樂瑤 兒童A組 夏采畫廊 亞 2014/9/18

胡志傑 兒童A組 Painting Together 季 2014/9/18

周樂臨 兒童A組 季 2014/9/18

陳康喬 兒童A組 兩點水工作室 季 2014/9/18

許紫琳 兒童A組 季 2014/9/18

江量 兒童A組 香港成乾祥繪畫藝術學會 季 2014/9/18

李朗褆 兒童A組 夏采畫廊 季 2014/9/18

黃晞彤 兒童A組 夏采畫廊 季 2014/9/18

梁恒之 兒童A組 夏采畫廊 季 2014/9/18

吳文軒 兒童A組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 研藝創意 優異 2014/9/18

王健蘅 兒童A組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優異 2014/9/18

湯允禧 兒童A組 夏采畫廊 優異 2014/9/18

譚珈熙 兒童A組 五旬節靳茂生小學 優異 2014/9/18

施澔橋 兒童A組 夏采畫廊 優異 2014/9/18

錢信 兒童A組 漢華中學（小學部） 香港圍棋發展中心 優異 2014/9/18

呂浩泓 兒童A組 拔萃小學 優異 2014/9/18

梁天佑 兒童A組 Art Fete 優異 2014/9/18

李宏樂 兒童A組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學 和孩藝術中心 優異 2014/9/18

賴曉程 兒童A組 五旬節靳茂生小學 優異 2014/9/18

黃樂瑶 兒童A組 Art Fete 優異 2014/9/18

吳鎧澄 兒童A組 FREE ART WORK SHOP 優異 2014/9/18

陳逸謙 兒童A組 夏采畫廊 優異 2014/9/18

陳如茵 兒童A組 嘉諾撤聖心學校 一學趣教育中心 優異 2014/9/18

曾卓恩 兒童A組 夏采畫廊 優異 2014/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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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堯煌 兒童B組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春天的足跡 Wong Hiv Laam 冠 2014/9/18

李亦豐 兒童B組 演奏音樂藝術中心 李曼萍 冠 2014/9/18

李澤昌 兒童B組 Painting Together 亞 2014/9/18

余詩韻 兒童B組 小王子音樂教室 亞 2014/9/18

周堯煌 兒童B組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森林皇后) 亞 2014/9/18

溫洛儀 兒童B組 夏采畫廊 亞 2014/9/18

李珈瑩 兒童B組 樂絃藝術中心 季 2014/9/18

譚綽宜 兒童B組 樂絃藝術中心 季 2014/9/18

劉穎霖 兒童B組 俄羅斯畫室 季 2014/9/18

龐晉枬 兒童B組 Painting Together 季 2014/9/18

莊然行 兒童B組 香港華仁書院 I LOVE ART WORKSHOP 季 2014/9/18

李卓翰 兒童B組 優贊薈 季 2014/9/18

李俊褆 兒童B組 夏采畫廊 季 2014/9/18

賴曉恩 兒童A組 五旬節靳茂生小學 季 2014/9/18

梁樂賢 兒童B組 樂絃藝術中心 優異 2014/9/18

黃景生 兒童B組 樂絃藝術中心 優異 2014/9/18

黃仲希 兒童B組 樂絃藝術中心 優異 2014/9/18

劉嘉穎 兒童B組 樂絃藝術中心 優異 2014/9/18

林毅哲 兒童B組 俄羅斯畫室 優異 2014/9/18

葉佩晴 兒童B組 豆丁畫室 優異 2014/9/18

嚴筠淘 兒童B組 演奏音樂藝術中心 優異 2014/9/18

林子皓 兒童B組 趣意畫坊 優異 2014/9/18

廖孝慈 兒童B組 Painting Together 優異 2014/9/18

駱趣生 兒童B組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優異 2014/9/18

羅曉明 兒童B組 夏采畫廊 優異 2014/9/18

聞俊傑 兒童B組 夏采畫廊 優異 2014/9/18

林雋陽 兒童B組 夏采畫廊 優異 2014/9/18

邱凱琳 兒童B組 小星星藝術中心 優異 2014/9/18

陳曉琳 少年A組 FREE ART WORK SHOP CHAN PING ON 冠 2014/9/18

王家晞 少年A組 Painting Together 亞 2014/9/18

陳宇欣 少年A組 樂絃藝術中心 季 2014/9/18

林芷婷 少年A組 Painting Together 季 2014/9/18

李卓南 少年A組 樂絃藝術中心 優異 2014/9/18

陳鑫堯 少年A組 豆丁畫室 優異 2014/9/18

龐宇軒 少年A組 Painting Together 優異 2014/9/18

陳樂悠 少年A組 夏采畫廊 優異 2014/9/18

曾弘豪 少年A組 夏采畫廊 優異 2014/9/18

陳宇軒 少年B組 樂絃藝術中心 李錦聰 冠 2014/9/18

戴得生 少年B組 樂絃藝術中心 亞 2014/9/18

Kaur Maclhupreet少年B組 Painting Together 季 2014/9/18

賴于雅 少年B組 Good Hope School 優異 2014/9/18

陳綺琪 少年B組 Jockey Club College 優異 2014/9/18

王昱尤 少年B組 啟新書院 優異 2014/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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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成熙 幼兒A組 民年書院幼稚園 香港創美書畫院 冠 2014/9/19

何昕曈 幼兒A組 童畫室 Miss Chan 冠 2014/9/19

陳言孜 幼兒A組   Infinity Learning NG WINNIE 冠 2014/9/19

王紫嫻 幼兒A組 paper drawing class 周芷蕙 冠 2014/9/19

蕭家晴 幼兒A組 LEAPS AND BOUNDS STELLA PANG 冠 2014/9/19

程朗 幼兒A組 學之園幼稚園 亞 2014/9/19

溫可熒 幼兒A組 SUNNY GARDEN SMART KIDS CENTRE 亞 2014/9/19

黎子祺 幼兒A組   Infinity Learning 亞 2014/9/19

何浚本 幼兒A組 SUNNY GARDEN SMART KIDS CENTRE 亞 2014/9/19

林樂嬈 幼兒A組 paper drawing class 亞 2014/9/19

賴震鴻 幼兒A組 聖道明中英文幼稚園 亞 2014/9/19

莫司勤 幼兒A組 YELLOW HOUSE 亞 2014/9/19

鄭昕悅 幼兒A組 童畫角 季 2014/9/19

施俊熙 幼兒A組   Infinity Learning 季 2014/9/19

區芷晴 幼兒A組   Infinity Learning 季 2014/9/19

林晉霆 幼兒A組 菁陽孩子教室 季 2014/9/19

林詠桐 幼兒A組 菁陽孩子教室 季 2014/9/19

洪裕琳 幼兒A組 paper drawing class 季 2014/9/19

陳叡希 幼兒A組 童畫角 季 2014/9/19

伍桐彤 幼兒A組 香港保護兒童譚雅士幼兒學校 一學趣教育中心 季 2014/9/19

陳珈喬 幼兒A組 小王子音樂教室 季 2014/9/19

曾盈菲 幼兒A組 SUNNY GARDEN SMART KIDS CENTRE 季 2014/9/19

蔡柏汶 幼兒A組   Infinity Learning 季 2014/9/19

Isabelle Agethen幼兒A組 ARTTRA 優異 2014/9/19

蔡柏濠 幼兒A組   Infinity Learning 優異 2014/9/19

黃浩麟 幼兒A組 明生書院幼稚園 優異 2014/9/19

曾梓錡 幼兒A組 小王子音樂教室 優異 2014/9/19

陳嘉晞 幼兒A組 童畫室 優異 2014/9/19

陳靖堯 幼兒A組 paper drawing class 優異 2014/9/19

陳熙蕾 幼兒A組 童畫室 優異 2014/9/19

談曉穎 幼兒A組 藍天教室 優異 2014/9/19

馮晞晴 幼兒A組 迦密幼稚園 優異 2014/9/19

賀綺珊 幼兒A組 ARTTRA 優異 2014/9/19

胡天皓 幼兒A組 LEAPS AND BOUNDS 優異 2014/9/19

許靖晞 幼兒A組 豆丁畫室 優異 2014/9/19

李日欣 幼兒A組 九龍塘宣道幼稚園 夏采畫廊 優異 2014/9/19

連心柏 幼兒A組 學之園幼稚園暨雙語幼兒園 Opus l 優異 2014/9/19

梁辰 幼兒A組 SUNNY GARDEN SMART KIDS CENTRE 優異 2014/9/19

梅恩恩 幼兒A組   Infinity Learning 優異 2014/9/19

孫恩悅 幼兒A組 SUNNY GARDEN SMART KIDS CENTRE 優異 2014/9/19

湯允韜 幼兒A組 夏采畫廊 優異 2014/9/19

溫駿煒 幼兒A組 SUNNY GARDEN SMART KIDS CENTRE 優異 2014/9/19

水粉/水彩/粉彩

15 幼兒A組



溫紫熒 幼兒A組 SUNNY GARDEN SMART KIDS CENTRE 優異 2014/9/19

文諾 幼兒A組 童畫室 優異 2014/9/19

吳梓滔 幼兒A組 SUNNY GARDEN SMART KIDS CENTRE 優異 2014/9/19

楊淏嶢 幼兒A組 豆丁畫室 優異 2014/9/19

朱迪 幼兒A組 CREATIVE KINDERGARTEN&DAY NURSERY (MA WAN) 優異 2014/9/19

彭欣喬 幼兒B組 豆丁畫室 梁詠儀 冠 2014/9/19

石寶錡 幼兒B組 小王子音樂教室 劉小漓 冠 2014/9/19

何守言 幼兒B組   Infinity Learning NG WINNIE 冠 2014/9/19

杜嘉銦 幼兒B組 SUNNY GARDEN SMART KIDS CENTRE ALANA TSUI 冠 2014/9/19

張甯凱 幼兒B組 趣意畫坊 何艷芬老師 冠 2014/9/19

楊葦澄 幼兒B組 香港真光幼稚園（堅道） FREE ART WORK SHOP CHAN PING ON 冠 2014/9/19

溫正 幼兒B組 豆丁畫室 亞 2014/9/19

黃楚嵐 幼兒B組   Infinity Learning 亞 2014/9/19

林誼 幼兒B組 趣意畫坊 亞 2014/9/19

楊皓軒 幼兒B組 兩點水工作室 亞 2014/9/19

李鎧晴 幼兒B組 ARTTRA 亞 2014/9/19

李昊朗 幼兒B組 藍天教室 亞 2014/9/19

彭子澄 幼兒B組 般咸道官立小學 一學趣教育中心 亞 2014/9/19

郭叡澍 幼兒B組 FREE ART WORK SHOP 亞 2014/9/19

侯睿然 幼兒B組 CATERPILLAR KINGDOM ARTS GALLERY 亞 2014/9/19

陳筠喬 幼兒B組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幼稚園 FREE ART WORK SHOP 亞 2014/9/19

麥澔森 幼兒B組 ST. CATHERINES INTERNATIONAL KINDERGARTENTHE DRAWING PARTY 亞 2014/9/19

張皓榮 幼兒B組 藍天教室 季 2014/9/19

葉雅然 幼兒B組 聖公會德田李兆強小學 季 2014/9/19

顏明正 幼兒B組   Infinity Learning 季 2014/9/19

吳子君 幼兒B組 SUNNY GARDEN SMART KIDS CENTRE 季 2014/9/19

王諾然 幼兒B組 CATERPILLAR KINGDOM ARTS GALLERY 季 2014/9/19

區希彤 幼兒B組 童畫室 季 2014/9/19

梁樂晴 幼兒B組 FREE ART WORK SHOP 季 2014/9/19

黎栢然 幼兒B組 SUNNY GARDEN SMART KIDS CENTRE 季 2014/9/19

賴慧芝 幼兒B組 太古小學 季 2014/9/19

黃靖童 幼兒B組 小王子音樂教室 季 2014/9/19

杜欣樺 幼兒B組 聖母小學 C.GALLERY 季 2014/9/19

陳子瀠 幼兒B組   Infinity Learning 季 2014/9/19

陳穎瑜 幼兒B組 小王子音樂教室 季 2014/9/19

陳君皓 幼兒B組 兩點水工作室 季 2014/9/19

曾梓瑩 幼兒B組 嘉德丽中英文幼稚園 小精靈藝術中心 季 2014/9/19

曹帅 幼兒B組 SUNNY GARDEN SMART KIDS CENTRE 季 2014/9/19

薜凱盈 幼兒B組 小王子音樂教室 季 2014/9/19

Shiloh Asia Ali 幼兒B組 豆丁畫室 季 2014/9/19

郭澄天 幼兒B組 小星星藝術中心 優異 2014/9/19

岑卓賢 幼兒B組 樂絃藝術中心 優異 2014/9/19

曾嘉美 幼兒B組 SUNNY GARDEN SMART KIDS CENTRE 優異 2014/9/19

陳曉情 幼兒B組 ISF leaps and bounds 優異 2014/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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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秀睛 幼兒B組   Infinity Learning 優異 2014/9/19

陳一諾 幼兒B組 趣意畫坊 優異 2014/9/19

鄧詠晞 幼兒B組 小不點 優異 2014/9/19

鄧詠殷 幼兒B組 小王子音樂教室 優異 2014/9/19

方昱銘 幼兒B組 SUNNY GARDEN SMART KIDS CENTRE 優異 2014/9/19

郭亮萱 幼兒B組 ARTTRA 優異 2014/9/19

何彥澄 幼兒B組 蘇浙小學幼稚園 優異 2014/9/19

黃綺琦 幼兒B組 民生書院幼稚園 優異 2014/9/19

金子越 幼兒B組 SUNNY GARDEN SMART KIDS CENTRE 優異 2014/9/19

黎展圖 幼兒B組 優異 2014/9/19

梁崇一 幼兒B組 SUNNY GARDEN SMART KIDS CENTRE 優異 2014/9/19

梁沛然 幼兒B組 YELLOW HOUSE 優異 2014/9/19

林峻希 幼兒B組 SUNNY GARDEN SMART KIDS CENTRE 優異 2014/9/19

林科縉 幼兒B組 SUNNY GARDEN SMART KIDS CENTRE 優異 2014/9/19

林梓悠 幼兒B組 小跳豆畫室 優異 2014/9/19

劉若鈺 幼兒B組 SUNNY GARDEN SMART KIDS CENTRE 優異 2014/9/19

呂婥琳 幼兒B組 SUNNY GARDEN SMART KIDS CENTRE 優異 2014/9/19

馬汶蕎 幼兒B組 豆丁畫室 優異 2014/9/19

麥澋森 幼兒B組 ST. CATHERINES INTERNATIONAL KINDERGARTENTHE DRAWING PARTY 優異 2014/9/19

歐陽琛 幼兒B組 ARTTRA 優異 2014/9/19

孫恩琪 幼兒B組 SUNNY GARDEN SMART KIDS CENTRE 優異 2014/9/19

徐萬澄 幼兒B組 SUNNY GARDEN SMART KIDS CENTRE 優異 2014/9/19

徐悅意 幼兒B組 香港真光中學幼稚園 優異 2014/9/19

薛亦均 幼兒B組 優異 2014/9/19

楊祉駿 幼兒B組 童畫角 優異 2014/9/19

余君朗 幼兒B組 豆丁畫室 優異 2014/9/19

張惠娜 幼兒B組 小王子音樂教室 優異 2014/9/19

張嘉怡 幼兒B組 小王子音樂教室 優異 2014/9/19

周品葳 幼兒B組 小王子音樂教室 優異 2014/9/19

謝鎧柔 兒童A組 RAY AND RICKYS WORKSHOP RICKY 冠 2014/9/19

張妉琪 兒童A組 英基小學 冠 2014/9/19

勞慧欣 兒童A組 小王子音樂教室 劉小漓 冠 2014/9/19

陳怡真 兒童A組 FREE ART WORK SHOP CHAN PING ON 冠 2014/9/19

劉凱晴 兒童A組 ARTTRA 亞 2014/9/19

余浩鳴 兒童A組 聖公會呂明才紀念小學 一學趣教育中心 亞 2014/9/19

劉悅沛 兒童A組 豆丁畫室 亞 2014/9/19

衫本有希 兒童A組 ARTTRA 亞 2014/9/19

賈曼琪 兒童A組 兩點水工作室 亞 2014/9/19

徐悅詩 兒童A組 循道小學 亞 2014/9/19

房景庭 兒童A組 聖類斯中學（小學部） FREE ART WORK SHOP 亞 2014/9/19

黃海珊 兒童A組 FREE ART WORK SHOP 亞 2014/9/19

朱沛嘉 兒童A組 ARTTRA 季 2014/9/19

楊曉雯 兒童A組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FREE ART WORK SHOP 季 2014/9/19

小川紗奈 兒童A組 st paul's convent school ( Ppimary Section)油樂場 季 2014/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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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文翔 兒童A組 SUNNY GARDEN SMART KIDS CENTRE 季 2014/9/19

陸天岳 兒童A組 樂絃藝術中心 季 2014/9/19

林映彤 兒童A組 小跳豆畫室 季 2014/9/19

林藹恩 兒童A組 嘉諾撒聖心學校 季 2014/9/19

練悅遙 兒童A組 豆丁畫室 季 2014/9/19

李卓浩 兒童A組 優贊薈 季 2014/9/19

黎雅思 兒童A組 SUNNY GARDEN SMART KIDS CENTRE 季 2014/9/19

許焯熙 兒童A組 小星星藝術中心 季 2014/9/19

郝雨軒 兒童A組 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季 2014/9/19

郭美恩 兒童A組 ARTTRA 季 2014/9/19

郭亮均 兒童A組 ARTTRA 季 2014/9/19

薜博允 兒童A組 兩點水工作室 優異 2014/9/19

岑智朗 兒童A組 聖公會聖彼得小學 優異 2014/9/19

陳皓欣 兒童A組 SUNNY GARDEN SMART KIDS CENTRE 優異 2014/9/19

陳章正 兒童A組 st.paul's collage primary school 優異 2014/9/19

陳紫怡 兒童A組 SUNNY GARDEN SMART KIDS CENTRE 優異 2014/9/19

鄧尚泓 兒童A組 小王子音樂教室 優異 2014/9/19

董樂之 兒童A組 樂絃藝術中心 優異 2014/9/19

何映慧 兒童A組 趣意畫坊 優異 2014/9/19

黃朗軒 兒童A組 Painting Together 優異 2014/9/19

黃曉慧 兒童A組 SUNNY GARDEN SMART KIDS CENTRE 優異 2014/9/19

簡浚洺 兒童A組 豆丁畫室 優異 2014/9/19

李思廷 兒童A組 SUNNY GARDEN SMART KIDS CENTRE 優異 2014/9/19

梁凱晴 兒童A組 CREATNE PRIMARY SCHOOL FREE ART WORK SHOP 優異 2014/9/19

梁凱詠 兒童A組 PO LEUNG KUK CASTAR PRIMARY SCHOOL 優異 2014/9/19

林穎琪 兒童A組 優異 2014/9/19

羅朗溢 兒童A組 漢華中學（小學部） 一學趣教育中心 優異 2014/9/19

呂婥瑤 兒童A組 SUNNY GARDEN SMART KIDS CENTRE 優異 2014/9/19

歐陽匡 兒童A組 ARTTRA 優異 2014/9/19

潘帕廷 兒童A組 豆丁畫室 優異 2014/9/19

沈庭鈺 兒童A組 SUNNY GARDEN SMART KIDS CENTRE 優異 2014/9/19

王偉霖 兒童A組 小王子音樂教室 優異 2014/9/19

伍曜民 兒童A組 SUNNY GARDEN SMART KIDS CENTRE 優異 2014/9/19

蕭泰誠 兒童A組 樂絃藝術中心 優異 2014/9/19

楊穎嵐 兒童A組 童畫角 優異 2014/9/19

鄭文洁 兒童A組 嘉諾撒聖心學校 FREE ART WORK SHOP 優異 2014/9/19

周穎欣 兒童B組 樂絃藝術中心 李錦聰 冠 2014/9/19

陳綽穎 兒童B組 趣意畫坊 何艷芬老師 冠 2014/9/19

陳諾銘 兒童B組 中西區聖安多尼學校 一學趣教育中心 SIMON LIM 冠 2014/9/19

李卓希 兒童B組 樂絃藝術中心 亞 2014/9/19

莊銘國 兒童B組 小王子音樂教室 亞 2014/9/19

劉曉雯 兒童B組 趣意畫坊 亞 2014/9/19

鄺靜祈 兒童B組 兩點水工作室 亞 2014/9/19

呂汶珊 兒童B組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亞 2014/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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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家國 兒童B組 聖公會呂明才紀念小學 FREE ART WORK SHOP 亞 2014/9/19

陸天宇 兒童B組 樂絃藝術中心 季 2014/9/19

林子琪 兒童B組 嘉諾撒聖心幼稚園 FREE ART WORK SHOP 季 2014/9/19

林芷姍 兒童B組 Painting Together 季 2014/9/19

李矅衡 兒童B組 樂絃藝術中心 季 2014/9/19

林科藩 兒童B組 SUNNY GARDEN SMART KIDS CENTRE 季 2014/9/19

黃仲兒 兒童B組 樂絃藝術中心 季 2014/9/19

黃慧琦 兒童B組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FREE ART WORK SHOP 季 2014/9/19

鄧伊婷 兒童B組 FREE ART WORK SHOP 季 2014/9/19

陳卓謙 兒童B組 豆丁畫室 季 2014/9/19

戴因信 兒童B組 樂絃藝術中心 優異 2014/9/19

郭晉瑜 兒童B組 中西區聖安多尼學校 FREE ART WORK SHOP 優異 2014/9/19

郭曉媛 兒童B組 優異 2014/9/19

何馨寧 兒童B組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優異 2014/9/19

黃芷瑤 兒童B組 嘉聲琴行 優異 2014/9/19

簡卓軒 兒童B組 夏采畫廊 優異 2014/9/19

李煒林 兒童B組 樂絃藝術中心 優異 2014/9/19

利逸朗 兒童B組 鄭任安夫人千禧小學 優異 2014/9/19

梁凱喬 兒童B組 Po Leng Ku K Castar Primary School 優異 2014/9/19

林濋鏸 兒童B組 般咸道官立小學 一學趣教育中心 優異 2014/9/19

鄧頌樺 兒童B組 FREE ART WORK SHOP 優異 2014/9/19

劉子朗 兒童B組 樂絃藝術中心 優異 2014/9/19

劉子朗 兒童B組 樂絃藝術中心 優異 2014/9/19

盧巧諾 兒童B組 浸會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優異 2014/9/19

盧巧諾 兒童B組 浸會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優異 2014/9/19

陸天宙 兒童B組 樂絃藝術中心 優異 2014/9/19

彭梓晉 兒童B組 般咸道官立小學 一學趣教育中心 優異 2014/9/19

唐子軒 兒童B組 聖公會呂明才紀念小學 一學趣教育中心 優異 2014/9/19

徐碧彤 兒童B組 兩點水工作室 優異 2014/9/19

鍾曉慧 少年A組 豆丁畫室 梁詠儀 冠 2014/9/19

黃冠蘭 少年B組 ｍｙ　ａｒｔ　ｒｏｏｍ Ｊａｃｋ　Ｌｅｅ冠 2014/9/19

劉禧鎔 少年A組 趣意畫坊 亞 2014/9/19

羅婥琳 少年B組 中華基督教会全完中學 亞 2014/9/19

李卓南 少年A組 樂絃藝術中心 季 2014/9/19

仇俊椉 少年A組 仁愛堂田家柄中學 季 2014/9/19

鄧穎潼 少年A組 兩點水工作室 季 2014/9/19

謝德龍 少年A組 Painting Together 季 2014/9/19

鍾曉漩 少年A組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廬峰畫廊 優異 2014/9/19

鄭竣達 少年A組 小王子音樂教室 優異 2014/9/19

嚴敬耀 少年A組 德信中學 優異 2014/9/19

黃靖婷 少年A組 中華基金中學 FREE ART WORK SHOP 優異 2014/9/19

鄺柏諺 少年A組 FREE ART WORK SHOP 優異 2014/9/19

                                                                                                    兒童畫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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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 組別 學校名稱 指導中心 指導老師 成績 展覽日期

盧懿綝 幼兒A組 paper drawing class 周芷蕙 冠 2014/9/19

趙浩和 幼兒A組 維多利亚幼稚園 亞 2014/9/19

梁文晞 幼兒A組 paper drawing class 季 2014/9/19

陳朗堯 幼兒A組 paper drawing class 優異 2014/9/19

劉沛儀 幼兒B組 國際英文幼稚園 冠 2014/9/19

謝君怡 幼兒B組 國際英文幼稚園 亞 2014/9/19

蔡鈞婷 幼兒B組 國際英文幼稚園 季 2014/9/19

楊濼熙 幼兒B組 paper drawing class 季 2014/9/19

劉珈皓 幼兒B組 paper drawing class 優異 2014/9/19

林穎緣 幼兒B組 paper drawing class 優異 2014/9/19

黃樂熙 兒童A組 弘立小学 冠 2014/9/19

徐光遠 兒童A組 北角官立小學 亞 2014/9/19

唐浩琛 兒童A組 paper drawing class 亞 2014/9/19

楊焯婷 兒童A組 北角官立小學 季 2014/9/19

陳鈞善 兒童A組 季 2014/9/19

吳綺晴 兒童A組 CATERPILLAR KINGDOM ARTS GALLERY 季 2014/9/19

Rachel Kan 兒童A組 ARTTRA 優異 2014/9/19

李宏樂 兒童A組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學 和孩藝術中心 優異 2014/9/19

鍾偉庭 兒童A組 paper drawing class 優異 2014/9/19

劉珈澄 兒童A組 paper drawing class 優異 2014/9/19

駱趣生 兒童B組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冠 2014/9/19

王諾呈 兒童B組 CATERPILLAR KINGDOM ARTS GALLERY HO YUK TING 冠 2014/9/19

曾偉愷 兒童B組 英基小學 亞 2014/9/19

彭知健 兒童B組 亞 2014/9/19

譚綽宜 兒童B組 樂絃藝術中心 季 2014/9/19

何婉晴 兒童B組 小不点 季 2014/9/19

翁煦藍 兒童B組 FREE ART WORK SHOP 季 2014/9/19

劉嘉穎 兒童B組 樂絃藝術中心 優異 2014/9/19

黃衍燐 兒童B組 ｍｙ　ａｒｔ　ｒｏｏｍ 優異 2014/9/19

黃凱琳 兒童B組 基督教神召會小學 優異 2014/9/19

關穎頤 兒童B組 CATERPILLAR KINGDOM ARTS GALLERY 優異 2014/9/19

鄧慧琳 少年B組 ｍｙ　ａｒｔ　ｒｏｏｍ Ｊａｃｋ　Ｌｅｅ冠 2014/9/19

鄺灝朗 少年B組 研藝創意 亞 2014/9/19

唐淦琛 少年A組 paper drawing class 季 2014/9/19

林玉連 少年A組 victoria shanghai academy 優異 2014/9/19

吳昭彤 少年A組 ARTTRA 優異 2014/9/19

                                                                                                    兒童畫工藝畫
中文名 組別 學校名稱 指導中心 指導老師 成績 展覽日期

溫湕程 幼兒A組 田之創作室ARTIN CREATIVE WORKSHOP 黃老師 冠 2014/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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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晛加 幼兒A組 兩點水工作室 ALICE POON 冠 2014/9/19

黃晴繇 幼兒A組 趣意畫坊 亞 2014/9/19

何臻晟 幼兒A組 兩點水工作室 亞 2014/9/19

王毅朗 幼兒A組 豆丁畫室 亞 2014/9/19

黃泳澄 幼兒A組 寶血幼稚園 季 2014/9/19

劉至盈 幼兒A組 豆丁畫室 季 2014/9/19

梁仲亨 幼兒A組 兩點水工作室 季 2014/9/19

譚程 幼兒A組 寶血幼稚園 季 2014/9/19

李天朗 幼兒A組 約克英文幼稚園 季 2014/9/19

余柏祈 幼兒A組 Simply Art Studio 優異 2014/9/19

楊逸心 幼兒A組 田之創作室ARTIN CREATIVE WORKSHOP 優異 2014/9/19

蘇芍頤 幼兒A組 豆丁畫室 優異 2014/9/19

劉冠亨 幼兒A組 兩點水工作室 優異 2014/9/19

林喜兒 幼兒A組 豆丁畫室 優異 2014/9/19

黎小力 幼兒A組 田之創作室ARTIN CREATIVE WORKSHOP 優異 2014/9/19

許晉榮 幼兒A組 豆丁畫室 優異 2014/9/19

王嘉譽 幼兒B組 高主教書院幼稚園部 黃老師 冠 2014/9/19

郭錦恩 幼兒B組 ARTTRA Herman Chan 冠 2014/9/19

吳詠琳 幼兒B組 CATERPILLAR KINGDOM ARTS GALLERY 亞 2014/9/19

古盈立 幼兒B組 英華小學 亞 2014/9/19

鄧日嵐 幼兒B組 香港五常法幼稚園暨國際幼兒中心 小不點 亞 2014/9/19

俞奕宏 幼兒B組 小跳豆畫室 季 2014/9/19

董淨菲 幼兒B組 田之創作室ARTIN CREATIVE WORKSHOP 季 2014/9/19

林熙哲 幼兒B組 ARTTRA 季 2014/9/19

黃綺琦 幼兒B組 季 2014/9/19

李啟樂 幼兒B組 萊茵英文幼稚園 和孩藝術中心 季 2014/9/19

徐可豐 幼兒B組 田之創作室ARTIN CREATIVE WORKSHOP 季 2014/9/19

黃遨晴 幼兒B組 田之創作室ARTIN CREATIVE WORKSHOP 季 2014/9/19

李嘉禧 幼兒B組 豆丁畫室 優異 2014/9/19

錢琛 幼兒B組 玫瑰崗學校(小学部) 香港圍棋發展中心 優異 2014/9/19

謝星澄 幼兒B組 田之創作室ARTIN CREATIVE WORKSHOP 優異 2014/9/19

黃焯桐 幼兒B組 CATERPILLAR KINGDOM ARTS GALLERY 優異 2014/9/19

董淨萌 幼兒B組 田之創作室ARTIN CREATIVE WORKSHOP 優異 2014/9/19

鍾凱晴 幼兒B組 聖羅撒幼稚園 PICASSO 優異 2014/9/19

葉曦彤 幼兒B組 CATERPILLAR KINGDOM ARTS GALLERY 優異 2014/9/19

張麗文 幼兒B組 高主教書院幼稚園部 優異 2014/9/19

萬鎧萾 兒童A組 ARTTRA Herman Chan 冠 2014/9/19

姜晴希 兒童A組 小王子音樂教室 亞 2014/9/19

陳澤昊 兒童A組 ARTTRA 亞 2014/9/19

劉穎錡 兒童A組 ARTTRA 季 2014/9/19

劉心愉 兒童A組 ARTTRA 季 2014/9/19

彭詩穎 兒童A組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優異 2014/9/19

姚汶鉦 兒童A組 豆丁畫室 優異 2014/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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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嘉豪 少年A組 THE ART KONG 江建儀 冠 2014/9/19

何皓恩 兒童B組 THE ART KONG 亞 2014/9/19

吳家希 兒童B組 THE ART KONG 亞 2014/9/19

楊穎詩 少年A組 THE ART KONG 季 2014/9/19

黃胤軒 兒童B組 季 2014/9/19

郭晴雯 兒童B組 小王子音樂教室 優異 2014/9/19

徐頌賢 兒童B組 ARTTRA 優異 2014/9/19

蘇巧敏 兒童B組 啓藝美術設計學院 優異 2014/9/19

中文名 組別 學校名稱 指導中心 指導老師 成績 展覽日期

謝心怡 幼兒B組 國際英文幼稚園 冠 2014/9/19

鄭浩成 幼兒B組 興藝琴行 亞 2014/9/19

吳穎欣 幼兒B組 興藝琴行 亞 2014/9/19

柳京妤 幼兒B組 趣意畫坊 季 2014/9/19

胡鎧澄 幼兒B組 Club Bravo 季 2014/9/19

董柏熙 幼兒B組 趣意畫坊 優異 2014/9/19

張甯雅 幼兒B組 趣意畫坊 優異 2014/9/19

王雍涵 幼兒B組 Club Bravo 優異 2014/9/19

鄺思穎 兒童A組 paris piano co kelly 冠 2014/9/19

唐佩宏 兒童A組 Painting Together 亞 2014/9/19

簡慧瑜 兒童A組 興藝琴行 亞 2014/9/19

林芷渭 兒童A組 Painting Together 季 2014/9/19

蔡婧琳 兒童A組 興藝琴行 季 2014/9/19

林棋焮 兒童A組 興藝琴行 季 2014/9/19

趙加希 兒童A組 Club Bravo 優異 2014/9/19

葉天恩 兒童A組 基督教粉嶺神召會小學 優異 2014/9/19

楊可心 兒童A組 Club Bravo 優異 2014/9/19

黃思澄 兒童A組 趣意畫坊 優異 2014/9/19

何知樂 兒童A組 Club Bravo 優異 2014/9/19

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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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綽瑶 兒童B組 弘立小學 冠 2014/9/19

曾苡瑄 兒童B組 英基小學 亞 2014/9/19

吳嘉域 兒童B組 亞 2014/9/19

吳晉匡 兒童B組 趣意畫坊 季 2014/9/19

麥翠盈 兒童B組 藍天工作坊 季 2014/9/19

劉梓瑩 兒童B組 藍天工作坊 季 2014/9/19

嵇紫琳 兒童B組 paris piano co 季 2014/9/19

黃泓瀚 兒童B組 趣意畫坊 優異 2014/9/19

何思穎 兒童B組 藍天工作坊 優異 2014/9/19

鄭麗珍 兒童B組 藍天工作坊 優異 2014/9/19

黃曉穎 兒童B組 基督教神召會小學 優異 2014/9/19

陳琬穎 兒童B組 Simply Art Studio 優異 2014/9/19

龐可琳 少年A組 Painting Together 鄭小姐 冠 2014/9/19

劉卓欣 少年A組 德望中學 亞 2014/9/19

施曉琳 少年A組 趣意畫坊 季 2014/9/19

黃姵璇 少年A組 FREE ART WORK SHOP 優異 2014/9/19

                                                                                                    兒童畫書法
中文名 組別 學校名稱 指導中心 指導老師 成績 展覽日期

鍾承佑 幼兒B組 香港培正小學幼稚園 冠 2014/9/19

李天朗 幼兒A組 York English Kinder Garten 亞 2014/9/19

楊樂文 幼兒B組 RAIMONDI COLLEGE PRIMARY SECTION 亞 2014/9/19

錢琛 幼兒B組 玫瑰崗学校 季 2014/9/19

曾亮 幼兒B組 童趣藝術中心 優異 2014/9/19

王文星 幼兒B組 新星藝術中心 優異 2014/9/19

何迪匡 兒童B組 軒尼詩道官立下午小學 丹青閣書畫苑 李德寶 冠 2014/9/19

李嘉然 兒童A組 香港潮商學校 一學趣教育中心 亞 2014/9/19

何迪匡 兒童B組 軒尼詩道官立下午小學 丹青閣書畫苑 亞 2014/9/19

吳施慧 兒童B組 九龍真光中學（小學部) 季 2014/9/19

錢信 兒童A組 漢華中學(小學部) 優異 2014/9/19

謝水君 兒童B組 米朗兒童藝術中心 優異 2014/9/19

鍾嘉明 兒童B組 優異 2014/9/19

陳磊 兒童B組 新星藝術中心 優異 2014/9/19

                                                                                                    兒童畫攝影
中文名 組別 學校名稱 指導中心 指導老師 成績 2014/9/19

唐樂澄 幼兒A組 綠茵英文幼稚園 (大傘子) 冠 2014/9/19

唐樂澄 幼兒A組 綠茵英文幼稚園 亞 2014/9/19

呂浩鋒 幼兒B組 拔萃小學 季 2014/9/19

葛佳琪 幼兒B組 優異 2014/9/19

陳欣宇 幼兒B組 新星藝術中心 優異 2014/9/19

沈凌燕 少年A組 黃芴南中學 冠 2014/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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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安琪 兒童A組 新星藝術中心 亞 2014/9/19

陸欣然 兒童A組 ART WORKSHOP 季 2014/9/19

*指導老師獎只適用於冠軍得獎者的指導老師

*若組別中只有一人/一組或者少於三人參賽, 參賽作品會合併於其他組別,  根據作品的優劣及年齡一起評審

*同一組別, 同一項目, 同一獎項, 排名不分先後

*得獎作品展覽及獎杯、獎牌、證書、作品領取方法及其他事宜:

1)  所有是次大賽得獎作品於2014年9月18日(星期四)及9月19日(星期五)

    於香港尖沙嘴文化中心展覽大堂 (E1 及 E2展場)分別二天展出, 展出時間為上午十時至下午八時半正.

    由於是次比賽參賽學生眾多,而文化中心展覽場地有限,所有得獎作品未能同時展出,

    2014年9月18日(星期四)展出: 所有年齡,組別的兒童畫及油畫

    2014年9月19日(星期五)展出: 所有年齡,組別的中國畫, 水粉彩 ,工藝畫, 素描, 漫畫, 書法, 攝影

2) 所有是次比賽的證書/作品,及冠軍的獎杯,亞,季軍之獎牌於2014年10月20日至11月30日在香港當代藝術學院領取, 

    作品將會分項目、分為二天展出. 請各位參賽者及家長留意: 成績旁的展覽日期

    所有是次展覽展出- 冠, 亞, 季, 優異, 良好之作品, 沒有獎項的作品將不會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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