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優勝者名單

中文名 組別 就讀學校/中心 指導老師獎 成績

楊浚樂 幼兒A組 Rhenish Mission School Vera Chan   (維思教室) 冠軍

廖詩蕊 幼兒A組 苗成長教室 李雪藍      (苗成長教室) 冠軍

吳卓岷 幼兒A組 香港創美書畫院 丘倩文       (香港創美書畫院) 冠軍

郭沅熒 幼兒A組 Wise Studio Vera Chan      (維思教室) 冠軍

李祉瑩 幼兒A組 苗成長教室 李雪藍         (苗成長教室) 冠軍

解正睿 幼兒A組 St Catherine's Int'l Kindergarten Vivian Leung (雨点水工作室) 冠軍

鄧衍陶 幼兒A組 IC加油站 劉老師         (IC加油站) 冠軍

陳沛希 幼兒A組 救恩學校 冠軍

李安欣 幼兒A組 寶血幼稚園 亞軍

何誦恩 幼兒A組 聖嘉勒小學暨幼稚園 亞軍

嚴恩桐 幼兒A組 St Catherine's Int'l Kindergarten 亞軍

侯睿孜 幼兒A組 聖公會幼稚園 亞軍

司徒明傑 幼兒A組 聖公會幼稚園 亞軍

黃創鍏 幼兒A組 香港創美書畫院 亞軍

陳蘊宜 幼兒A組 苗成長教室 亞軍

羅心怡 幼兒A組 苗成長教室 亞軍

解正睿 幼兒A組 St Catherine's Int'l Kindergarten 亞軍

余嘉晞 幼兒A組 聖嘉勒幼稚園 季軍

余硏慧 幼兒A組 香港創價幼稚園 季軍

甄顥然 幼兒A組 根德園幼稚園 季軍

王梓駿 幼兒A組 天主教聖多默幼稚園 季軍

何誦頤 幼兒A組 聖嘉勒小學暨幼稚園 季軍

趙栢齡 幼兒A組 聖公會幼稚園 季軍

陶沛蓁 幼兒A組 York Kindergarten 季軍

佘惠琳 幼兒A組 Victoria Kindergarten 季軍

胡家齊 幼兒A組 Victoria Kindergarten 季軍

錢君霖 幼兒A組 苗成長教室 季軍

洪凱健 幼兒A組 苗成長教室 季軍

林俊匡 幼兒A組 呂郭碧鳳幼稚園 季軍

張善兒 幼兒A組 聖保祿幼稚園 季軍

廖峻熙 幼兒A組 玫瑰崗幼稚園 優異

曾俊謙 幼兒A組 迦南幼稚園 優異

趙汝穎 幼兒A組 Wise Studio 優異

嚴浩鳴 幼兒A組 苗成長教室 優異

羅尹彤 幼兒A組 聖公會幼稚園 優異

張海瑩 幼兒A組 苗成長教室 優異

林俊希 幼兒A組 呂郭碧鳳幼稚園 優異

歐陽英男 幼兒A組 苗成長教室 優異

楊濬丞 幼兒A組 聖公會幼稚園 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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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梓聰 幼兒A組 巴黎琴行 優異

張在弦 幼兒A組 蘇浙小學幼稚園 優異

沈靖樺 幼兒A組 苗成長教室 優異

陳樂晉 幼兒A組 童畫國 優異

黎芷榣 幼兒A組 根德園幼稚園 優異

杜亦朗 幼兒A組 苗成長教室 優異

鄧衍陶 幼兒A組 IC加油站 優異

王柏希 幼兒A組 童畫國 良好

陳慧慈 幼兒A組 大埔循道衛理幼稚園 良好

陳焯希 幼兒A組 聖士提反幼稚園 良好

張寶盈 幼兒A組 St. Clare's Kindergarten 良好

錢恩樂 幼兒A組 苗成長教室 良好

陳睿晴 幼兒A組 童畫國 良好

嚴文博 幼兒B組 St Catherine's Int'l Kindergarten Ms Chan  (Apple Artroom) 冠軍

楊凱澄 幼兒B組 聖公會幼稚園 Vera Chan (維思教室) 冠軍

李梓濰 幼兒B組 香港創美書畫院 丘倩文    (香港創美書畫院) 冠軍

鍾芯怡 幼兒B組 太陽村優才天地 呂重燃    (太陽村優才天地) 冠軍

羅喜芊 幼兒B組 苗成長教室 李雪藍    (苗成長教室) 冠軍

鄭梓聰 幼兒B組 太陽村優才天地 呂重燃  (太陽村優才天地) 冠軍

楊芷柔 幼兒B組 嘉諾撒聖心幼稚園 亞軍

劉柏賢 幼兒B組 嶺南幼稚園 亞軍

謝椲恩 幼兒B組 聖保祿幼稚園 亞軍

丘康婷 幼兒B組 Fanny's Art 亞軍

吳卓兒 幼兒B組 香港創美書畫院 亞軍

張卡蕾 幼兒B組 苗成長教室 亞軍

陳映皓 幼兒B組 苗成長教室 亞軍

李雋逸 幼兒B組 香港創價幼稚園 季軍

余嘉珩 幼兒B組 聖嘉勒幼稚園 季軍

張儷瑩 幼兒B組 香港祟真會安基幼兒 季軍

黃思詠 幼兒B組 香港創價幼稚園 季軍

溫尚盈 幼兒B組 聖士提反幼稚園 季軍

佘鴻均 幼兒B組 太陽村優才天地 季軍

周博賢 幼兒B組 苗成長教室 季軍

劉律銘 幼兒B組 蘇淅小學幼稚園 季軍

鄺衍麒 幼兒B組 苗成長教室 季軍

黃心朗 幼兒B組 禮賢會學校(幼稚園) 優異

盧靜瑤 幼兒B組 Sacred Heart Cand Kindergarten 優異

張宇婷 幼兒B組 聖士提反幼稚園 優異

周雋諺 幼兒B組 Victoria (Belcher) Kind 優異

鄧焯文 幼兒B組 太陽村優才天地 優異

關靖蒽 幼兒B組 太陽村優才天地 優異

祝愷輝 幼兒B組 苗成長教室 優異

周姸彤 幼兒B組 i-Growth 優異

黃心怡 幼兒B組 嘉諾撒聖心幼稚園 良好

賴彥維 幼兒B組 苗成長教室 良好

嵇紫琳 兒童A組 巴黎琴行 Kelly Chee     (巴黎琴行) 冠軍

梁凱喬 兒童A組 柏斯音樂藝術中心 亞軍

嵇紫嶸 兒童A組 巴黎琴行 亞軍

吳璟謙 兒童A組 余家潔紀念小學 季軍

李紫晴 兒童A組 巴黎琴行 季軍

呂佩蓉 兒童A組 余家潔紀念小學 季軍

陳映彤 兒童A組 苗成長教室 優異



高藹淘 兒童A組 何日東小學 優異

嵇紫萱 兒童B組 巴黎琴行 Kelly Chee     (巴黎琴行) 冠軍

郭倩瑜 兒童B組 Free Art Work Shop 亞軍

鄧本立 兒童B組 達芬奇教室 季軍

許禮匡 兒童B組 達芬奇教室 優異

中國畫
中文名 組別 就讀學校/中心 指導老師獎 成績

曹騫元 幼兒A組 聖士提反幼稚園 蘇燕媛 冠軍

車苡珩 幼兒A組 Fanny's Art 何艷芬       (趣意畫坊) 冠軍

李逸澄 幼兒A組 田之創作室 亞軍

方晞桐 幼兒A組 維多利亞幼兒園 亞軍

李駿熙 幼兒A組 德信幼稚園 季軍

曾昭國 幼兒A組 Braemar Hill Nursery School 季軍

曹騫文 幼兒A組 維多利亞幼兒園 季軍

董思熙 幼兒A組 Fanny's Art 季軍

韋家倩 幼兒A組 田之創作室 優異

雷苡迦 幼兒A組 Fanny's Art 優異

謝朗喬 幼兒A組 田之創作室 優異

梁穎淘 幼兒B組 Fanny's Art 何艷芬       (趣意畫坊) 冠軍

林子樂 幼兒B組 田之創作室 黃老師       (田之創作室) 冠軍

鄧栢恆 幼兒B組 亞軍

徐展豐 幼兒B組 田之創作室 亞軍

歐施汝 幼兒B組 聖公會幼稚園 季軍

林婉言 幼兒B組 筲箕灣崇真幼兒學校 季軍

李凱盈 幼兒B組 約克英文幼稚園 優異

黃樂童 幼兒B組 田之創作室 優異

沈凌燕 兒童B組 馬頭涌官立小學 Annie Chik   ( 香港當代藝術) 冠軍

陳鎧婷 兒童B組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袁嘉敏   (華棋文教有限公司) 冠軍

袁詠瑤 兒童B組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袁嘉敏   (華棋文教有限公司) 冠軍

劉曉雯 兒童A組 Fanny's Art 亞軍

洪海澄 兒童B組 Free Art Work Shop 亞軍

黃泓瀚 兒童B組 Fanny's Art 亞軍

保子凝 兒童A組 田之創作室 季軍

潘芍穎 兒童B組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季軍

趙紫盈 兒童B組 白田天主教小學 季軍

賀嘉怡 兒童B組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季軍

關永軒 兒童B組 白田天主教小學 優異

劉淑貞 兒童B組 白田天主教小學 優異

楊名豪 兒童B組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優異

李沅螢 少年A組 巴黎琴行 優異

素描
中文名 組別 就讀學校/中心 指導老師獎 成績

吳俊賢 幼兒A組 苗成長教室 李雪藍    (苗成長教室) 冠軍

李健行 幼兒A組 太陽村優才天地 亞軍

黃煜程 幼兒A組 苗成長教室 亞軍

黎浩剛 幼兒A組 苗成長教室 季軍

麥穎桐 幼兒A組 苗成長教室 季軍

王梓坤 幼兒B組 蘇浙小學 Annie Chik  (香港當代藝術) 冠軍

柯慧翹 幼兒B組 太陽村優才天地 亞軍



關靖蒽 幼兒B組 太陽村優才天地 季軍

黃綽瑤 兒童A組 弘立書院 Denny Zhang (香港當代藝術) 冠軍

張儷澄 兒童A組 基督教優質音樂小學 冠軍

趙芷儀 兒童A組 弘立書院 亞軍

吳澤銘 少年A組 巴黎琴行 亞軍

莊伊鈴 兒童A組 聖提摩太 季軍

黃樂熙 兒童A組 弘立書院 季軍

葉孛彤 兒童A組 Art Kid 優異

黃婷 兒童A組 Art Kid 優異

兒童A組 新藝中心 優異

油畫
中文名 組別 就讀學校/中心 指導老師獎 成績

李宏樂 幼兒A組 St Lorriane English Kindergarten 鄭詠敏    (和孩藝術坊) 冠軍

布昊洺 幼兒A組 ARTTRA 亞軍

李宏樂 幼兒A組 St Lorriane English Kindergarten 季軍

楊凱博 幼兒B組 ARTTRA Herman Chan   (ARTTRA) 冠軍

歐陽匡 幼兒B組 ARTTRA 亞軍

李慕賢 幼兒B組 田之創作室 亞軍

胡逸晴 幼兒B組 ARTTRA 季軍

尹珮姸 幼兒B組 ARTTRA 季軍

許樂晴 幼兒B組 田之創作室 季軍

丘昊正 幼兒B組 康傑中英文幼稚園 優異

盧恩石 幼兒B組 ARTTRA 優異

侯文迪 兒童B組 路德會梁鉅鏐小學 李笑雄 冠軍

黃宏熙 兒童A組 ARTTRA 亞軍

陳澤昊 兒童A組 ARTTRA 季軍

翁鎧澄 兒童A組 田之創作室 季軍

水彩/水粉/粉彩
中文名 組別 就讀學校/中心 指導老師獎 成績

羅聖堯 幼兒A組 菁陽孩子教室 劉穎珊(菁陽孩子教室) 冠軍

李駿熙 幼兒A組 德信幼稚園 梁小琴(美孚畫廊) 冠軍

高浚庭 幼兒A組 菁陽孩子教室 劉穎珊(菁陽孩子教室) 冠軍

陳載晴 幼兒A組 聖保祿幼兒園 梁小琴(美孚畫廊) 冠軍

周雋軒 幼兒A組 Victoria (Belcher) Kindergarten Vera Chan(維思教室) 冠軍

陳貝慈 幼兒A組 田之創作室 黃老師(田之創作室) 冠軍

丁柏殷 幼兒A組 菁陽孩子教室 亞軍

黃舒苗 幼兒A組 菁陽孩子教室 亞軍

李駿熙 幼兒A組 德信幼稚園 亞軍

彭衍瑜 幼兒A組 燕子畫苑文化中心 亞軍

葉正 幼兒A組 根德園幼稚園 亞軍

曾卓楓 幼兒A組 田之創作室 亞軍

林子悅 幼兒A組 田之創作室 亞軍

周君擇 幼兒A組 菁陽孩子教室 季軍

林思行 幼兒A組 田之創作室 季軍

梁逸澄 幼兒A組 菁陽孩子教室 季軍

張凱豐  幼兒A組 Kentville Kindergarten 季軍

林千殷 幼兒A組 金巴倫英文幼稚園 季軍

王希而 幼兒A組 田之創作室 季軍

梅德曦 幼兒A組 Keen Mind Kindergarten & Nursery 季軍



司徒天欣 幼兒A組 田之創作室 季軍

麥芷穎 幼兒A組 聖士提反幼稚園 季軍

張頌楊 幼兒A組 田之創作室 季軍

李宏樂 幼兒A組 St Lorriace English Kindergarten 季軍

梁倬維 幼兒A組 田之創作室 季軍

黎勰 幼兒A組 聖士提反幼稚園 優異

廖天樂 幼兒A組 田之創作室 優異

胡曉維 幼兒A組 聖保羅堂幼稚園 優異

程巧嵐 幼兒A組 田之創作室 優異

胡曉雯 幼兒A組 聖保羅堂幼稚園 優異

于澄 幼兒A組 田之創作室 優異

戴梓烈 幼兒A組 St Catherine's Int'l Kindergarten 優異

郭卓培 幼兒A組 田之創作室 優異

陳迪姍 幼兒A組 Fanny's Art 優異

吳曉桐 幼兒A組 田之創作室 優異

汪采瑤 幼兒A組 根德園幼稚園 優異

于翹 幼兒A組 田之創作室 優異

廖詠智 幼兒B組 田之創作室 黃老師(田之創作室) 冠軍

王霆謙 幼兒B組 菁陽孩子教室 劉穎珊(菁陽孩子教室) 冠軍

吳婥斯 幼兒B組 聖士提反女子小學幼稚園 冠軍

劉易瑄 幼兒B組 田之創作室 黃老師(田之創作室) 冠軍

劉彥彤 幼兒B組 田之創作室 黃老師(田之創作室) 冠軍

區逸翹 幼兒B組 菁陽孩子教室 亞軍

黃咏燊 幼兒B組 菁陽孩子教室 亞軍

李卓曦 幼兒B組 Free Art Work Shop 亞軍

朱芷穎 幼兒B組 田之創作室 亞軍

周子揚 幼兒B組 田之創作室 亞軍

周言洛 幼兒B組 ARTTRA 季軍

李芊蔚 幼兒B組 季軍

葉至清 幼兒B組 田之創作室 季軍

陳智賢 幼兒B組 余家潔紀念小學 季軍

黃閔喻 幼兒B組 田之創作室 季軍

李凱盈 幼兒B組 約克英文幼稚園 優異

鄭思捷 幼兒B組 田之創作室 優異

陳睿珩 幼兒B組 根德園幼稚園 優異

歐采蓓 幼兒B組 田之創作室 優異

鍾恬臨 幼兒B組 Artyme Workshop 優異

韋國棟 幼兒B組 田之創作室 優異

顏芊蕙 幼兒B組 田之創作室 優異

黃慧琦 兒童A組 Free Art Work Shop 陳炳安 (Free Art Work Shop) 冠軍

林菁怡 兒童A組 Free Art Work Shop 亞軍

陳凱彤 兒童A組 田之創作室 亞軍

陳穎桐 兒童A組 聖公會呂明才紀念中學 季軍

黎浚彥 兒童A組 Fanny's Art 季軍

黃海珊 兒童A組 Free Art Work Shop 優異

陳曉恩 兒童A組 Free Art Work Shop 優異

黃子納 兒童B組 Free Art Work Shop 陳炳安 (Free Art Work Shop) 冠軍

陳佩恩 兒童B組 i-Growth 亞軍

李嘉晉 兒童B組 Free Art Work Shop 季軍

袁芷惠 兒童B組 余家潔紀念小學 季軍

黃芷雯 少年B組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姚一雄   (創美書畫院) 冠軍

鍾朝鳳 少年A組 Free Art Work Shop 亞軍



T Aditya 少年A組 Free Art Work Shop 季軍

工藝畫
中文名 組別 就讀學校/中心 指導老師獎 成績

梁銦軒 幼兒A組 田之創作室 黃老師(田之創作室) 冠軍

謝日曦 幼兒A組 田之創作室 黃老師(田之創作室) 冠軍

余硏慧 幼兒A組 香港創價幼稚園 亞軍

劉芷芊 幼兒A組 田之創作室 亞軍

麥倩誼 幼兒A組 田之創作室 亞軍

吳律賢 幼兒A組 田之創作室 亞軍

莊旻熹 幼兒A組 田之創作室 季軍

李慕信 幼兒A組 田之創作室 季軍

劉悅琳 幼兒A組 田之創作室 季軍

陳巧澄 幼兒A組 嘉諾撒聖心幼稚園 季軍

邱政軒 幼兒A組 田之創作室 季軍

蕭皓謙 幼兒A組 ARTTRA 季軍

李慕生 幼兒A組 田之創作室 優異

鍾曉朗 幼兒A組 田之創作室 優異

簡萌萱 幼兒A組 ARTTRA 優異

陳琛賢 幼兒A組 田之創作室 優異

陳曉晴 幼兒A組 田之創作室 優異

黃心靖 幼兒A組 田之創作室 優異

劉穎錡 幼兒B組 ARTTRA Herman Chan(ARTTRA) 冠軍

何汶穎 幼兒B組 田之創作室 黃老師(田之創作室) 冠軍

簡萌希 幼兒B組 ARTTRA 亞軍

黃樂芝 幼兒B組 ARTTRA 亞軍

吳芍昕 幼兒B組 田之創作室 亞軍

陳傳恩 幼兒B組 蘇浙小學幼稚園 季軍

曾紀慇 幼兒B組 ARTTRA 季軍

任婧瑜 幼兒B組 聖保祿幼稚園 季軍

呂芷悠 幼兒B組 田之創作室 季軍

劉易姍 幼兒B組 田之創作室 優異

梁韶桓 幼兒B組 太陽村優才天地 優異

廖海揚 幼兒B組 田之創作室 優異

戚倩華 幼兒B組 田之創作室 優異

葉潼 少年B組 ARTTRA Herman Chan(ARTTRA) 冠軍

蕭皓心 兒童A組 ARTTRA 亞軍

尹綵賢 兒童A組 ARTTRA 季軍

書法(硬筆/毛筆)
中文名 組別 就讀學校/中心 指導老師獎 成績

鄧栢恆 幼兒B組 林潔 冠軍

麥芷穎 幼兒A組 聖士提反幼稚園 亞軍

李凱盈 幼兒B組 約克英文幼稚園 亞軍

李駿熙 幼兒A組 德信幼稚園 季軍

林君澤 幼兒B組 香港創價幼稚園 季軍

楊古爾 幼兒A組 迦南幼稚園 優異

黃永苗 幼兒A組 新藝中心 優異

勞瑋琳 少年A組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勞萬宜 冠軍

鍾沅旻 兒童B組 聖公會德田李兆強小學 亞軍

勞瑋琳 少年A組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亞軍



攝影
中文名 組別 就讀學校/中心 指導老師獎 成績

李凱盈 幼兒B組 約克英文幼稚園 冠軍

余硏慧 幼兒A組 香港創價幼稚園 冠軍

李駿熙 幼兒A組 德信幼稚園 亞軍

鍾哲翟 兒童B組 季軍

戴因煊 幼兒B組 迦南幼稚園 優異

梁一明 幼兒B組 優異

*指導老師獎只適用於冠軍得獎的指導老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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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獎作品展覽及得獎證書領取方法及其他:

1)  所有是次比賽得獎作品於2012年2月11-12日香港文化中心大堂E1場地展覽.   展出時間為

9:00AM-9:00PM

    由於是次比賽參賽者及得獎作品眾多, 所有得獎作品未能同時展出. 作品將分項目及分為

两天展出: 所有兒童畫及中國畫將在2月11(星期六) 展出

      所有素描, 油畫, 水彩/水粉/粉彩, 工藝畫, 書法, 攝影將在2月12(星期日) 展出

請各位參賽者留意自己作品的項目及展出時間

２）所有是次比賽的証書、及冠,亞, 季軍之獎牌 於2012年2月19日至3月18日在香港當代藝術

學院領取, 領取証書時, 須出示參賽者的學生証/學生手冊/身份資料副本.

３）繪畫比賽冠軍得獎者的“最佳指導老師”獎證書將另以電郵通知領取方法.

４）是次比賽在各個組別中, 設有特別榮譽獎,

        特別榮譽獎獲獎者為:

       ● 梁銦軒  -工藝畫 (田之創作室)

       ● 郭沅熒  -兒童畫 (維思教室)

       ● 吳俊賢  -素描 (苗成長教室)

       ● 葉潼    -工藝畫 (ARTTRA)

       ● 黃子納  -水彩/水粉/粉彩(Free Art Work Shop)

       ● 劉曉雯  -中國畫 (Fanny，s Art)

特別榮譽獎設有500元的書券及證書, 於2012年2月19日至3月18日在香港當代藝術學院領取,

領取時, 須出示參賽者的學生証/學生手冊/身份資料副本.

5）為了表彰及鼓勵對此次比賽支持的各學院, 、中心、單位, 主辦及支持機構將頒發12份獎

品於

田之創作室,  維思教室,  苗成長教室, 菁陽孩子教室, 太陽村優才天, Fanny's Art, ARTTRA, 華

棋文教,  創美書畫院, 美孚畫廊, Free Art Work Shop, 巴黎琴行

香港當代藝術學院
查詢電話:  2389 6255/27746255

辦公時間:

星期二至星期日   10.00am - 7.00pm

逢星期一休息

地址: 九龍紅磡蕪湖街69Ａ號南安商業大廈2樓全層

2nd Floor, Nan On Commercial Building, 69A Wuhu Street, Hunghom, Kowloon, HongK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