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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組別 學校名稱 指導中心 指導老師 成績 展覽日期

羅芷妤 幼兒A組 Think International Only Arts Studio Lee Pui Ming 冠軍 1/11/2018

周焯樂 幼兒A組 悅畫悅趣 Yennie Lau 冠軍 1/11/2018

楊詠心 幼兒A組 This Is Art Creative Studio Jasmine Pau 冠軍 1/11/2018

吳怡諾 幼兒A組 藝術幼苗Art Farm(將軍澳) JACKY LIU 冠軍 1/11/2018

陳彥橋 幼兒A組 Greenery Music Ltd. (Kwai Fong) So Kin Sheung 冠軍 1/11/2018

胡梓琳 幼兒A組 童藝舍 Chole Wong 冠軍 1/11/2018

洪阡洋 幼兒A組 香港國際小燕畫院 Icy Tse 冠軍 1/11/2018

鄭千忻 幼兒A組 博文學藝中心 Hermia Shek 冠軍 1/11/2018

彭日晴 幼兒A組 OCEAN ART海洋創作畫室 Ms.Arki Chan 冠軍 1/11/2018

張傲風 幼兒A組 Nice Studio Ms Sarah 冠軍 1/11/2018

卓桓勤 幼兒A組 Victoria (Homan Tin) Juliana's Creative Universe 亞軍 1/11/2018

蕭嘉頤 幼兒A組 聖羅撒幼稚園 亞軍 1/11/2018

許允延 幼兒A組 青苗琴行 亞軍 1/11/2018

盧浚溢 幼兒A組 國際英文幼稚園 亞軍 1/11/2018

吳綽恩 幼兒A組 悅畫悅趣 亞軍 1/11/2018

鄧朗昕 幼兒A組 This Is Art Creative Studio 亞軍 1/11/2018

謝承霖 幼兒A組 VkidS Creative 兩點水工作室 亞軍 1/11/2018

何昱曈 幼兒A組 This Is Art Creative Studio 亞軍 1/11/2018

李紫悠 幼兒A組 藝術幼苗Art Farm(匯景) 亞軍 1/11/2018

林兆敏 幼兒A組 達芬奇教室 The Fun Cheer Learning Ctr 亞軍 1/11/2018

勞德信 幼兒A組 高主教書院幼稚園部 亞軍 1/11/2018

曾以蕎 幼兒A組 藝術幼苗Art Farm(將軍澳) 亞軍 1/11/2018

安倖妤 幼兒A組 VkidS Creative 兩點水工作室 亞軍 1/11/2018

歐陽澔泓 幼兒A組 童藝舍 亞軍 1/11/2018

王梓初 幼兒A組 香港國際小燕畫院 亞軍 1/11/2018

謝一諾 幼兒A組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亞軍 1/11/2018

蘇家弘 幼兒A組 香港國際小燕畫院 亞軍 1/11/2018

郭忻穎 幼兒A組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亞軍 1/11/2018

陳德霖 幼兒A組 博文學藝中心 亞軍 1/11/2018

曾敏芊 幼兒A組 田之創作室 亞軍 1/11/2018

卓莉晨 幼兒A組 Victoria (Homan Tin) Juliana's Creative Universe 季軍 1/11/2018

麥珈爾 幼兒A組 覓藝坊 季軍 1/11/2018

張希嶠 幼兒A組 田之創作室 季軍 1/11/2018

黃卓穎 幼兒A組 尖子室小圓圈藝術課程 季軍 1/11/2018

黃紫茵 幼兒A組 GooArtLand 季軍 1/11/2018

馮靖霖 幼兒A組 悦學悦趣 季軍 1/11/2018

潘彧悅 幼兒A組 悦學悦趣 季軍 1/11/2018

黃琮茵 幼兒A組 This Is Art Creative Studio 季軍 1/11/2018

黃悅朗 幼兒A組 覓藝坊 季軍 1/11/2018

周柏餘 幼兒A組 育苗音樂教育中心 季軍 1/11/2018

陳沛言 幼兒A組 Paper Drawing Class 季軍 1/11/2018

鄭子蕙 幼兒A組 This Is Art Creative Studio 季軍 1/11/2018

羅慧琳 幼兒A組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季軍 1/11/2018

岑栩恒 幼兒A組 This Is Art Creative Studio 季軍 1/11/2018

李天予 幼兒A組 This Is Art Creative Studio 季軍 1/11/2018

李梓望 幼兒A組 藝術幼苗Art Farm(匯景) 季軍 1/11/2018

呂康琳 幼兒A組 藝術幼苗Art Farm(匯景) 季軍 1/11/2018

黃思齊 幼兒A組 培正幼稚園 Vkids Creative 兩點水工作室 季軍 1/11/2018

陳智銘 幼兒A組 藝術幼苗Art Farm(將軍澳) 季軍 1/11/2018

莫汶軒 幼兒A組 藝術幼苗Art Farm(將軍澳) 季軍 1/11/2018

黃聖清 幼兒A組 香港國際小燕畫院 季軍 1/11/2018

何舒翹 幼兒A組 VkidS Creative 兩點水工作室 季軍 1/11/2018

譚愷昕 幼兒A組 演奏音樂藝術中心 季軍 1/11/2018

劉俊毅 幼兒A組 VkidS Creative 兩點水工作室 季軍 1/11/2018

許嚳之 幼兒A組 VkidS Creative 兩點水工作室 季軍 1/11/2018

施曉芯 幼兒A組 童藝舍 季軍 1/11/2018

周祖宏 幼兒A組 香港國際小燕畫院 季軍 1/11/2018

黃俊凱 幼兒A組 Ms.Mandy Wong 季軍 1/11/2018

范斯煌 幼兒A組 Ms.Mandy Wong 季軍 1/11/2018

    范彬   - 中國當代畫家, 美術家協會會員 

                  2018回歸盃香港藝術菁英繪畫大賽

                                 優勝者名單

大賽評委會顧問:

    趙緒成 - 中國江蘇省國畫院院長, 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   

    徐青   - 中國當代畫家, 美術家協會會員

兒童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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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詩澄 幼兒A組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季軍 1/11/2018

楊雅芝 幼兒A組 Tsing Yi Trade Association Tseung Kwan O Kindergarten 優異

張恩喬 幼兒A組 西具畫室 優異

鄭森 幼兒A組 Cannan Kindergarten Paper Drawing Class 優異

潘芷瑩 幼兒A組 祟真小學暨幼稚園 Nice Studio 優異

湯雅淳 幼兒A組 田之創作室 優異

周子晉 幼兒A組 田之創作室 優異

陳狄郴 幼兒A組 This Is Art Creative Studio 優異

簡嘉祐 幼兒A組 This Is Art Creative Studio 優異

蕭玥 幼兒A組 田之創作室 優異

李阜信 幼兒A組 GooArtLand 優異

黃悅源 幼兒A組 This Is Art Creative Studio 優異

謝天睿 幼兒A組 This Is Art Creative Studio 優異

何奕姍 幼兒A組 藝術幼苗Art Farm(將軍澳) 優異

黃彥婷 幼兒A組 優異

高頌天 幼兒A組 VkidS Creative 兩點水工作室 優異

曾日陞 幼兒A組 童藝舍 優異

湯力縈 幼兒A組 香港國際小燕畫院 優異

黃悅丞 幼兒A組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優異

王俙嵐 幼兒A組 VkidS Creative 兩點水工作室 優異

林湛洋 幼兒A組 VkidS Creative 兩點水工作室 優異

黃善珩 幼兒A組 Sunshine Creative Art Studio 優異

李沅澄 幼兒A組 Sunshine Creative Art Studio 優異

曾雪瑤 幼兒A組 屯門中華基督教會屯門堂何福堂幼稚園private teacher 優異

高暟玥 幼兒A組 童藝舍 優異

劉俊宏 幼兒A組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優異

胡彥芯 幼兒A組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優異

黃傲朗 幼兒A組 藝術幼苗Art Farm(將軍澳) 優異

羅樂彤 幼兒A組 香港創價幼稚園 享藝館 優異

楊倩寧 幼兒A組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優異

黃莉 幼兒A組 Nice Studio 優異

華思雅 幼兒A組 Nice Studio 優異

羅思祈 幼兒A組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優異

彭日朗 幼兒A組 OCEAN ART海洋創作畫室 優異

盧在朗 幼兒A組 Nice Studio 優異

黃樂兒 幼兒A組 This Is Art Creative Studio 優異

陸睿澤 幼兒A組 藝術幼苗Art Farm(匯景) 優異

戴日希 幼兒A組 Nice Studio 優異

陳駿曦 幼兒A組 Nice Studio 優異

林兆熙 幼兒A組 達芬奇教室 The Fun Cheer Learning Ctr 優異

劉德諾 幼兒A組 金巴倫英文幼兒園 優異

溫約禮 幼兒A組 Hong Kong (Ascot) Preschool & PlayschoolMoo Discovery Studio 良好

張日天 幼兒A組 青苗琴行 良好

張日藍 幼兒A組 青苗琴行 良好

鄭睿羲 幼兒A組 田之創作室 良好

何倩蕎 幼兒A組 This Is Art Creative Studio 良好

李俊樂 幼兒A組 藝術幼苗Art Farm(匯景) 良好

邱俊塱 幼兒A組 藝術幼苗Art Farm(將軍澳) 良好

馬浚銘 幼兒A組 This Is Art Creative Studio 良好

梁祐瑋 幼兒A組 This Is Art Creative Studio 良好

王友嬴 幼兒A組 藝術幼苗Art Farm(匯景) 良好

孫宇詩 幼兒A組 香港國際小燕畫院 良好

曾明帥 幼兒A組 Ms.Mandy Wong 良好

湛心柔 幼兒A組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良好

劉晴兒 幼兒A組 藝術幼苗Art Farm(將軍澳) 良好

李浚禧 幼兒A組 香港培道小學幼稚園 \ 良好

彭淏銘 幼兒A組 VkidS Creative 兩點水工作室 良好

吳懿翹 幼兒A組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良好

吳懿澄 幼兒A組 維多利亞（何文田）國際幼兒園 良好

周子芮 幼兒B組 田之創作室 王小姐 冠軍 1/11/2018

陳樂賢 幼兒B組 田之創作室 王小姐 冠軍 1/11/2018

葉沚欣 幼兒B組 悅畫悅趣 Yennie Lau 冠軍 1/11/2018

王彥明 幼兒B組 This Is Art Creative Studio Eunice Chan 冠軍 1/11/2018

林臻琦 幼兒B組 藝術幼苗Art Farm(將軍澳) JACKY LIU 冠軍 1/11/2018

賴蘊蕎 幼兒B組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黎潔玲 冠軍 1/11/2018

曾佑熹 幼兒B組 VkidS Creative 兩點水工作室 梁菀文 冠軍 1/11/2018

伍靜柔 幼兒B組 學之園 private teacher Ms Winky 冠軍 1/11/2018

吳蓓潁 幼兒B組 童藝舍 Chole Wong 冠軍 1/11/2018

陳鎧妍 幼兒B組 香港國際小燕畫院 Tiki Lam 冠軍 1/11/2018

葉在心 幼兒B組 Ms.Mandy Wong 王兆敏 冠軍 1/11/2018

張正愷 幼兒B組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梁子恩老師 冠軍 1/11/2018

魏昱行 幼兒B組 Nice Studio Ms Sarah 冠軍 1/1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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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靖琋 幼兒B組 Nice Studio Ms Sarah 冠軍 1/11/2018

黃明澤 幼兒B組 Kinston International School \ 亞軍 1/11/2018

高懿 幼兒B組 青苗琴行 亞軍 1/11/2018

曾之灼 幼兒B組 田之創作室 亞軍 1/11/2018

何曉芸 幼兒B組 香港培道小學幼稚園 Only Arts Studio 亞軍 1/11/2018

林穎熙 幼兒B組 悅畫悅趣 亞軍 1/11/2018

蘇志穎 幼兒B組 This Is Art Creative Studio 亞軍 1/11/2018

劉芯兒 幼兒B組 藝術幼苗Art Farm(將軍澳) 亞軍 1/11/2018

陸冠言 幼兒B組 田之創作室 亞軍 1/11/2018

王熙言 幼兒B組 藝術幼苗Art Farm(將軍澳) 亞軍 1/11/2018

陳珮善 幼兒B組 生活藝術有限公司 亞軍 1/11/2018

梁智恩 幼兒B組 Mink International Pre-School 亞軍 1/11/2018

盧韻心 幼兒B組 黃埔宣道小學 The Art Class 亞軍 1/11/2018

吳爾朗 幼兒B組 寶血會伍季明紀念學校 繪蜂藝坊 亞軍 1/11/2018

吳昕蕎 幼兒B組 St. Catherine's International Kindergarten 小王子藝術中心 亞軍 1/11/2018

楊國盈 幼兒B組 VkidS Creative 兩點水工作室 亞軍 1/11/2018
唐璿晴

唐璿晴
幼兒B組 GooArtLand 亞軍 1/11/2018

葉泳君 幼兒B組 VkidS Creative 兩點水工作室 亞軍 1/11/2018

高愷頌 幼兒B組 VkidS Creative 兩點水工作室 亞軍 1/11/2018

黃羽彤 幼兒B組 Sunshine Creative Art Studio 亞軍 1/11/2018

郭盈希 幼兒B組 童藝舍 亞軍 1/11/2018

楊茗曦 幼兒B組 童藝舍 亞軍 1/11/2018

徐子晰 幼兒B組 香港國際小燕畫院 亞軍 1/11/2018

何淑盈 幼兒B組 香港國際小燕畫院 亞軍 1/11/2018

徐涵 幼兒B組 香港國際小燕畫院 亞軍 1/11/2018

李天宇 幼兒B組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亞軍 1/11/2018

戴曜琛 幼兒B組 Nice Studio 亞軍 1/11/2018

郭善同 幼兒B組 Nice Studio 亞軍 1/11/2018

余灜璦 幼兒B組 覓藝坊 季軍 1/11/2018

葉肇峰 幼兒B組 青苗琴行 季軍 1/11/2018

李昊鳴 幼兒B組 季軍 1/11/2018

趙敏喬 幼兒B組 田之創作室 季軍 1/11/2018

陳煒橋 幼兒B組 田之創作室 季軍 1/11/2018

羅銦悅 幼兒B組 田之創作室 季軍 1/11/2018

鄭海楓 幼兒B組 Kentville Kindergarten Paper Drawing Class 季軍 1/11/2018

孫昕怡 幼兒B組 悅畫悅趣 季軍 1/11/2018

劉彥彤 幼兒B組 This Is Art Creative Studio 季軍 1/11/2018

羅曉桐 幼兒B組 藝術幼苗Art Farm(將軍澳) 季軍 1/11/2018

許婷欣 幼兒B組 童藝舍 季軍 1/11/2018

劉芯兒 幼兒B組 藝術幼苗Art Farm(將軍澳) 季軍 1/11/2018

柯柏朗 幼兒B組 藝術幼苗Art Farm(將軍澳) 季軍 1/11/2018

吳天予 幼兒B組 香港國際幼兒中心暨五常法幼稚園 3L Music 季軍 1/11/2018

駱珈萱 幼兒B組 3L Music 季軍 1/11/2018

莫詠琳 幼兒B組 VkidS Creative 兩點水工作室 季軍 1/11/2018

鄭昉緣 幼兒B組 童藝舍 季軍 1/11/2018

黃子林 幼兒B組 童藝舍 季軍 1/11/2018

謝希妍 幼兒B組 童藝舍 季軍 1/11/2018

楊昊峰 幼兒B組 童藝舍 季軍 1/11/2018

蒲詩雅 幼兒B組 香港國際小燕畫院 季軍 1/11/2018

黃俊銘 幼兒B組 香港國際小燕畫院 季軍 1/11/2018

姚子晴 幼兒B組 香港國際小燕畫院 季軍 1/11/2018

崔媛嵐 幼兒B組 Ms.Mandy Wong 季軍 1/11/2018

余柏熲 幼兒B組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季軍 1/11/2018

陳懿樂 幼兒B組 達芬奇教室 The Fun Cheer Learning Ctr 季軍 1/11/2018

黃亦醇 幼兒B組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季軍 1/11/2018

黃映翹 幼兒B組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季軍 1/11/2018

徐一陽 幼兒B組 青苗琴行 季軍 1/11/2018

范尊尼 幼兒B組 博文學藝中心 季軍 1/11/2018

黃力恆 幼兒B組 Nice Studio 季軍 1/11/2018

羅鄯其 幼兒B組 Nice Studio 季軍 1/11/2018

黃望晞 幼兒B組 卓爾畫室 季軍 1/11/2018

袁鉦堯 幼兒B組 Nice Studio 季軍 1/11/2018

秦彬宸 幼兒B組 美學画室 季軍 1/11/2018

何天藍 幼兒B組 Nice Studio 季軍 1/11/2018

楊睿謙 幼兒B組 Nice Studio 季軍 1/11/2018

柯仲一 幼兒B組 Nice Studio 季軍 1/11/2018

余竣劻 幼兒B組 Small Kids Big Art Center 季軍 1/11/2018

邱凱琪 幼兒B組 油樂畫室 優異

陳思語 幼兒B組 覓藝坊 優異

陳日妍 幼兒B組 卓爾畫室 優異

高展揚 幼兒B組 卓爾畫室 優異

招心弦 幼兒B組 青苗琴行 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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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梓熙 幼兒B組 美學画室 優異

李竣民 幼兒B組 寶山幼稚園 優異

邱敬嵐 幼兒B組 田之創作室 優異

顏熙妍 幼兒B組 田之創作室 優異

陳予偲 幼兒B組 Good Hope Primary School cum KindergartenOnly Arts Studio 優異

黃俊諺 幼兒B組 博文學藝中心 優異

李凱晴 幼兒B組 香港培道小學幼稚園 Only Arts Studio 優異

謝創熹 幼兒B組 Raimondi College (Kindergarten section) Only Arts Studio 優異

潘欣庭 幼兒B組 Sunny Garden Smart Kids Centre 優異

楊曉悅 幼兒B組 尖子室小圓圈藝術課程 優異

周思伶 幼兒B組 尖子室小圓圈藝術課程 優異

蕭嘉成 幼兒B組 GooArtLand 優異

翁雅妍 幼兒B組 悅畫悅趣 優異

孫奕昕 幼兒B組 悅畫悅趣 優異

楊璟陶 幼兒B組 This Is Art Creative Studio 優異

鄧栢賢 幼兒B組 This Is Art Creative Studio 優異

林峻誠 幼兒B組 VkidS Creative 兩點水工作室 優異

馬浚誠 幼兒B組 This Is Art Creative Studio 優異

葉永謙 幼兒B組 This Is Art Creative Studio 優異

鄧心悅 幼兒B組 藝術幼苗Art Farm(匯景) 優異

陳梓瑩 幼兒B組 藝術幼苗Art Farm(匯景) 優異

楊梓榆 幼兒B組 藝術幼苗Art Farm(將軍澳) 優異

李靖喬 幼兒B組 粉嶺神召會幼稚園 3L Music 優異

韋俊言 幼兒B組 The Art Class 美術堂 優異

黎珮瑩 幼兒B組 VkidS Creative 兩點水工作室 優異

楊遜義 幼兒B組 VkidS Creative 兩點水工作室 優異

黃柏皓 幼兒B組 童藝舍 優異

盧善揚 幼兒B組 童藝舍 優異

郭浩仁 幼兒B組 香港國際小燕畫院 優異

洪啟浚 幼兒B組 VkidS Creative 兩點水工作室 優異

區景揚 幼兒B組 VkidS Creative 兩點水工作室 優異

彭梓淇 幼兒B組 Art Always Innovation Centre 優異

王晞桐 幼兒B組 童藝舍 優異

曾慶謦 幼兒B組 香港國際小燕畫院 優異

山雨軒 幼兒B組 香港國際小燕畫院 優異

蔡穎然 幼兒B組 Ms.Mandy Wong 優異

喬子瑩 幼兒B組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優異

陳倬瑤 幼兒B組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優異

許稚初 幼兒B組 香港國際小燕畫院 優異

王睿 幼兒B組 香港國際小燕畫院 優異

張宇晨 幼兒B組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優異

黃穎桐 幼兒B組 意美畫室 優異

呂銨翹 幼兒B組 Nice Studio 優異

陳穎怡 幼兒B組 Nice Studio 優異

黎悅晴 幼兒B組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優異

鍾日朗 幼兒B組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優異

王璧文 幼兒B組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優異

何翔天 幼兒B組 Nice Studio 優異

何采寧 幼兒B組 Nice Studio 優異

黃靖恩 幼兒B組 Small Kids Big Art Center 優異

陳栢穎 幼兒B組 Small Kids Big Art Center 優異

楊昊熹 幼兒B組 Tsing Yi Trade Association Tseung Kwan O Kindergarten 優異

馮曦賢 幼兒B組 德信學校 良好

鄥凱雯 幼兒B組 卓爾畫室 良好

黎書言 幼兒B組 田之創作室 良好

黃子桓 幼兒B組 田之創作室 良好

周駿諾 幼兒B組 香港培道小學幼稚園 Only Arts Studio 良好

蕭愛霖 幼兒B組 文娜雅拔國際幼兒園及幼稚園 良好

李樂瑤 幼兒B組 This Is Art Creative Studio 良好

岑栩生 幼兒B組 This Is Art Creative Studio 良好

何忠瀚 幼兒B組 This Is Art Creative Studio 良好

王俊喬 幼兒B組 藝術幼苗Art Farm(將軍澳) 良好

翁苡晴 幼兒B組 藝術幼苗Art Farm(將軍澳) 良好

梁穎希 幼兒B組 西具畫室 良好

鄭睿嵐 幼兒B組 田之創作室 良好

李庭萬 幼兒B組 藝術幼苗Art Farm(將軍澳) 良好

蔡承恩 幼兒B組 藝術幼苗Art Farm(將軍澳) 良好

譚可浟 幼兒B組 VkidS Creative 兩點水工作室 良好

葉子悠 幼兒B組 VkidS Creative 兩點水工作室 良好

張溥銘 幼兒B組 童藝舍 良好

陳諾瑤 幼兒B組 童藝舍 良好

潘希澄 幼兒B組 Ms.Mandy Wong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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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柏昊 幼兒B組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良好

梁禮丞 幼兒B組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良好

陳嘉晴 幼兒B組 Nice Studio 良好

黎以謙 幼兒B組 Nice Studio 良好

李心瀛 幼兒B組 Nice Studio 良好

梁芷柔 兒童A組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小學 Froggies CatLLERY Ms. Wiki Leung 冠軍 1/11/2018

馬銳 兒童A組 方方樂趣英文小學
Miss Rita Ng 伍

思穎
冠軍 1/11/2018

陳柏珩 兒童A組 VkidS Creative 兩點水工作室 陳安娜 冠軍 1/11/2018

黃欣婷 兒童A組 Smart Studio Smart Studio Jenny Chui 冠軍 1/11/2018

余詠之 兒童A組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梁子恩老師 冠軍 1/11/2018

唐昊而 兒童A組 Small Kids Big Art Center Teacher Amanda 冠軍 1/11/2018

黎梓澄 兒童A組 童藝舍 Chole Wong 冠軍 1/11/2018

曾盈菲 兒童A組 Sunny Garden Smart Kids Centre Cindy 冠軍 1/11/2018

張靖怡 兒童A組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梁子恩老師 冠軍 1/11/2018

郭偉浩 兒童A組 達芬奇教室 The Fun Cheer Learning Ctr Vienna Lo 冠軍 1/11/2018

曾嘉銘 兒童A組 黃埔宣道小學 亞軍 1/11/2018

鄺愷羚 兒童A組 田之創作室 亞軍 1/11/2018

葉詠嘉 兒童A組 This Is Art Creative Studio 亞軍 1/11/2018

方詠琳 兒童A組 聖公會基福小學 亞軍 1/11/2018

馬熙雯 兒童A組 童藝舍 亞軍 1/11/2018

胡祉猷 兒童A組 九龍真光中學(小學部) 亞軍 1/11/2018

鄭芷晴 兒童A組 The Art Class 美術堂 亞軍 1/11/2018

張雅言 兒童A組 Art Always Innovation Centre 亞軍 1/11/2018

羅敏瑜 兒童A組 Smart Studio Smart Studio 亞軍 1/11/2018

李珈蔚 兒童A組 童藝舍 亞軍 1/11/2018

周漢 兒童A組 香港國際小燕畫院 亞軍 1/11/2018

吳凱喬 兒童A組 Ms.Mandy Wong 亞軍 1/11/2018

李愷珈 兒童A組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亞軍 1/11/2018

郭鈳烯 兒童A組 GooArtLand 亞軍 1/11/2018

周睿孜 兒童A組 Constance Lam 亞軍 1/11/2018

謝愷堯 兒童A组 卓爾畫室 亞軍 1/11/2018

余珈希 兒童A組 田之創作室 季軍 1/11/2018

李蘊琦 兒童A組 悦學悦趣 季軍 1/11/2018

尹采泳 兒童A組 This Is Art Creative Studio 季軍 1/11/2018

陳君沂 兒童A組 藝術幼苗Art Farm(將軍澳) 季軍 1/11/2018

蔡承希 兒童A組 藝術幼苗Art Farm(將軍澳) 季軍 1/11/2018

梁顯揚 兒童A組 大埔聖公會阮鄭夢芹銀禧小學 心雨軒 季軍 1/11/2018

王樂心 兒童A組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 金聲藝術中心 季軍 1/11/2018

胡倬甄 兒童A組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 季軍 1/11/2018

楊羨嵐 兒童A組 一學趣教育中心 季軍 1/11/2018

鍾欣妍 兒童A組 VkidS Creative 兩點水工作室 季軍 1/11/2018

梅可宥 兒童A組 Smart Studio Smart Studio 季軍 1/11/2018

謝巧妍 兒童A組 童藝舍 季軍 1/11/2018

杜子聰 兒童A組 Art Always Innovation Centre 季軍 1/11/2018

郭心諾 兒童A組 Smart Studio Smart Studio 季軍 1/11/2018

李穎嵐 兒童A組 童藝舍 季軍 1/11/2018

吳鈊妍 兒童A組 童藝舍 季軍 1/11/2018

徐子陶 兒童A組 香港國際小燕畫院 季軍 1/11/2018

黃鈺婷 兒童A組 Ms.Mandy Wong 季軍 1/11/2018

盧俊叡 兒童A組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季軍 1/11/2018

馮朗天 兒童A組 博文學藝中心 季軍 1/11/2018

李卓橋 兒童A組 達芬奇教室 The Fun Cheer Learning Ctr 季軍 1/11/2018

陳芍穎 兒童A組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季軍 1/11/2018

黃芷悠 兒童A組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季軍 1/11/2018

林成治 兒童A組 Sunny Gardern Smart Kids Centre 季軍 1/11/2018

梁址朗 兒童A組 達芬奇教室 The Fun Cheer Learning Ctr 季軍 1/11/2018

關韻希 兒童A組 聖保祿學校 呂風鋼琴音樂學院 季軍 1/11/2018

周詠桐 兒童A組 Small Kids Big Art Center 季軍 1/11/2018

何樂晴 兒童A組 田之創作室 優異

楊宏彥 兒童A組 田之創作室 優異

陸栩穎 兒童A組 黃埔宣道小學 優異

李咨樂 兒童A組 循道學校 意美畫室 優異

潘睿徹 兒童A組 悦學悦趣 優異

翁卓詩 兒童A組 藝術幼苗Art Farm(匯景) 優異

梁珀悅 兒童A組 The Art Class 美術堂 優異

陳殷渟 兒童A組 VkidS Creative 兩點水工作室 優異

余心兒 兒童A組 Small Kids Big Art Center 優異

陳紫莜 兒童A組 藝術幼苗Art Farm(匯景) 優異

黃禧年 兒童A組 藝術幼苗Art Farm(將軍澳) 優異

許恩翹 兒童A組 The Art Class 美術堂 優異

何梓羽 兒童A組 Small Kids Big Art Center 優異

李熹晴 兒童A組 VkidS Creative 兩點水工作室 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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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烔匡 兒童A組 Sunshine Creative Art Studio 優異

謝映晴 兒童A組 Smart Studio Smart Studio 優異

曾嘉晞 兒童A組 Smart Studio Smart Studio 優異

楊海泓 兒童A組 童藝舍 優異

郭瑤 兒童A組 香港國際小燕畫院 優異

何俊樂 兒童A組 Ms.Mandy Wong 優異

何晞婷 兒童A組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優異

胡星妤 兒童A組 香港國際小燕畫院 優異

山雨桐 兒童A組 香港國際小燕畫院 優異

賴晞彥 兒童A組 3L Music 優異

趙敏言 兒童A組 Ms.Mandy Wong 優異

侯逸晴 兒童A組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優異

何家昕 兒童A組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優異

梁惠蕎 兒童A組 Nice Studio 優異

洪藝萁 兒童A組 Nice Studio 優異

何心怡 兒童A組 達芬奇教室 The Fun Cheer Learning Ctr 優異

杜億俙 兒童A組 達芬奇教室 The Fun Cheer Learning Ctr 優異

周沛榣 兒童A組 拾穗畫室 優異

曹詠詩 兒童A組 拾穗畫室 優異

陳雪悠 兒童A組 Dream Land Gallery 優異

馮熙淘 兒童A組 Small Kids Big Art Center 優異

李希鳴 兒童A組 良好

鄭譽朗 兒童A組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 Y.Art Workshop 良好

馮曦舜 兒童A組 德信學校 良好

鄥凱霖 兒童A組 卓爾畫室 良好

王一霂 兒童A組 Sunny Garden Smart Kids Centre 良好

蔡旻姍 兒童A組 童藝舍 良好

劉諾霑 兒童A組 童藝舍 良好

岑栩桓 兒童A組 This Is Art Creative Studio 良好

布浩銘 兒童A組 藝術幼苗Art Farm(將軍澳) 良好

魏苓芯 兒童A組 聖嘉勒小學 良好

鍾蔚藍 兒童A組 Art Always Innovation Centre 良好

羅敏華 兒童A組 Smart Studio Smart Studio 良好

葉思澄 兒童A組 童藝舍 良好

冼梓燁 兒童A組 童藝舍 良好

周樂兒 兒童A組 童藝舍 良好

許凱傑 兒童A組 Nice Studio 良好

陳梓譽 兒童B組 藝術幼苗Art Farm(匯景) JACKY LIU 冠軍 1/11/2018

余玥瑤 兒童B組 北角循道學校 黎潔玲 冠軍 1/11/2018

徐德熙 兒童B組 VkidS Creative 兩點水工作室 陳安娜 冠軍 1/11/2018

方愷霖 兒童B組 卓爾畫室 鄧泳蘭 冠軍 1/11/2018

鄧靄錡 兒童B組 Smart Studio Smart Studio Jenny Chui 冠軍 1/11/2018

勞綽婷 兒童B組 Ms.Mandy Wong 王兆敏 冠軍 1/11/2018

史可晴 兒童B組 梨木樹天主教小學 亞軍 1/11/2018

歐芷穎 兒童B組 Yanbigarden Gallery 亞軍 1/11/2018

徐樂然 兒童B組 藝術幼苗Art Farm(將軍澳) 亞軍 1/11/2018

馮悉媄 兒童B組 The Art Class 美術堂 亞軍 1/11/2018

李希妍 兒童B組 VkidS Creative 兩點水工作室 亞軍 1/11/2018

王梓諭 兒童B組 Smart Studio Smart Studio 亞軍 1/11/2018

桑晨熙 兒童B組 香港國際小燕畫院 亞軍 1/11/2018

勞綽霖 兒童B組 Ms.Mandy Wong 亞軍 1/11/2018

楊哲希 兒童B組 樂天音樂藝術中心 亞軍 1/11/2018

劉明惠 兒童B組 卓爾畫室 季軍 1/11/2018

楊穎曈 兒童B組 卓爾畫室 季軍 1/11/2018

翁卓謙 兒童B組 藝術幼苗Art Farm(匯景) 季軍 1/11/2018

蔣樂泳 兒童B組 耀中國際中學 季軍 1/11/2018

鄧子暉 兒童B組 一學趣教育中心 季軍 1/11/2018

鍾澤宇 兒童B組 VkidS Creative 兩點水工作室 季軍 1/11/2018

朱傑毅 兒童B組 Smart Studio Smart Studio 季軍 1/11/2018

黎珀言 兒童B組 童藝舍 季軍 1/11/2018

陳柏詠 兒童B組 VkidS Creative 兩點水工作室 季軍 1/11/2018

王重祺 兒童B組 VkidS Creative 兩點水工作室 季軍 1/11/2018

黃善渟 兒童B組 Smart Studio Smart Studio 季軍 1/11/2018

梁心韻 兒童B組 Smart Studio Smart Studio 季軍 1/11/2018

黎巧伶 兒童B組 童藝舍 季軍 1/11/2018

曾潁忻 兒童B組 Ms.Mandy Wong 季軍 1/11/2018

吳鎧澂 兒童B組 Ms.Mandy Wong 季軍 1/11/2018

黃崇熙 兒童B組 博文學藝中心 季軍 1/11/2018

梁柏翹 兒童B組 卓爾畫室 優異

尹子宇 兒童B組 Sunny Gardern Smart Kids Centre 優異

馬千晉 兒童B組 藝術幼苗Art Farm(將軍澳) 優異

布海欣 兒童B組 Good Hope Primary School 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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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桂芳 兒童B組 The Art Class 美術堂 優異

孫珞瑚 兒童B組 VkidS Creative 兩點水工作室 優異

黎頌恩 兒童B組 Art Always Innovation Centre 優異

葉在希 兒童B組 Ms.Mandy Wong 優異

王嘉駿 兒童B組 Ms.Mandy Wong 優異

賴欣然 兒童B組 Art Always Innovation Centre 優異

曾碩晞 兒童B組 Smart Studio Smart Studio 優異

莊皓摯 兒童B組 Smart Studio Smart Studio 優異

周顥詩 兒童B組 悅畫悅趣 優異

溫朗月 兒童B組 Smart Studio Smart Studio 優異

朱傑誠 兒童B組 Smart Studio Smart Studio 優異

郭明芯 兒童B組 Lai Tin Catholic Primary School private teacher 優異

吳鈊浟 兒童B組 童藝舍 優異

陳玥霖 兒童B組 童藝舍 優異

王梓凡 兒童B組 香港國際小燕畫院 優異

鄺靖婷 兒童B組 Ms.Mandy Wong 優異

陳恩蒨 兒童B組 Ms.Mandy Wong 優異

黃永言 兒童B組 Small Kids Big Art Center 優異

丁巽晞 兒童B組 Small Kids Big Art Center 優異

李俊樂 兒童B組 卓爾畫室 良好

司徒泳熙 兒童B組 卓爾畫室 良好

郭鈞怡 兒童B組 嘉諾撒聖方濟各學校 良好

尹晞瑤 兒童B組 北角衛理小學 良好

何芷樂 兒童B組 Ms.Mandy Wong 良好

李心愉 兒童B組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良好

梁凱齊 兒童B組 Smart Studio Smart Studio 良好

孫悅然 兒童B組 香港國際小燕畫院 良好

柯卓琳 兒童B組 Ms.Mandy Wong 良好

黃澤翰 兒童B組 Ms.Mandy Wong 良好

郭君儀 兒童B組 達芬奇教室 The Fun Cheer Learning Ctr 良好

梁德橋 兒童B組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良好

鄭屹欽 少年A組 香港國際小燕畫院 Tea Law 冠軍 1/11/2018

周璟霖 少年A組 童藝舍 亞軍 1/11/2018

裘梓豪 少年A組 香港國際小燕畫院 季軍 1/11/2018

陳籽彤 少年A組 Maryknoll Convent School ( Secondary Section) Only Arts Studio 優異

何愷恩 少年A組 達芬奇教室 The Fun Cheer Learning Ctr 優異

姓名 組別 學校名稱 指導中心 指導老師 成績 展覽日期

侯清妍 幼兒A組 聖公會幼稚園 Leaps & Bounds 郭永翠 冠軍 1/11/2018

陳頌多 幼兒A組 竹園區神召會梁省德中英文幼稚園 品風鋼琴 亞軍 1/11/2018

陳貝拉 幼兒A組 聖馬可堂白普理幼稚園 亞軍 1/11/2018

趙乾程 幼兒A組 大郡藝術工作室 季軍 1/11/2018

施承允 幼兒A組 聖馬可堂白普理幼稚園 季軍 1/11/2018

董百堯 幼兒A組 季軍 1/11/2018

羅澄晞 幼兒A組 山頂小學 季軍 1/11/2018

羅希夷 幼兒A組 大郡藝術工作室 優異

何彥諾 幼兒A組 聖馬可堂白普理幼稚園 優異

丁智曦 幼兒A組 聖馬可堂白普理幼稚園 優異

陳昭懿 幼兒A組 聖馬可堂白普理幼稚園 優異

侯清璇 幼兒A組 聖公會幼稚園 Leaps & Bounds 優異

謝霆熹 幼兒A組 明慧國際幼稚園 品風鋼琴音樂學院 優異

張恩喬 幼兒A組 西具畫室 良好

陳欣俐 幼兒A組 聖公會聖三一堂曾肇添幼稚園 聖公會聖三一堂曾肇添幼稚園 良好

馮善彤 幼兒B組 聖馬可堂白普理幼稚園 尹秀平 冠軍 1/11/2018

嚴之彤 幼兒B組 品風鋼琴音樂學院 龐月娥 冠軍 1/11/2018

吳羽深 幼兒B組 學念教育中心 夏泳彤老師 冠軍 1/11/2018

彭亦彤 幼兒B組 大郡藝術工作室 亞軍 1/11/2018

林曉涎 幼兒B組 聖馬可堂白普理幼稚園 亞軍 1/11/2018

郭梓龍 幼兒B組 聖馬可堂白普理幼稚園 亞軍 1/11/2018

梁德敏 幼兒B組 文娜雅拔國際幼兒園及幼稚園 亞軍 1/11/2018

何曉怡 幼兒B組 Leaps and Bounds 亞軍 1/11/2018

周容博 幼兒B組 英華小學 亞軍 1/11/2018

周德華 幼兒B組 聖馬可堂白普理幼稚園 季軍 1/11/2018

陳奕靜 幼兒B組 聖馬可堂白普理幼稚園 季軍 1/11/2018

華安晴 幼兒B組 聖馬可堂白普理幼稚園 季軍 1/11/2018

周至玥 幼兒B組 大郡藝術工作室 季軍 1/11/2018

梁德敏 幼兒B組 文娜雅拔國際幼兒園及幼稚園 春暉藝舍 季軍 1/11/2018

葉靖希 幼兒B組 卓藝畫廊 季軍 1/11/2018

中國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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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芯悅 幼兒B組 Leaps and Bounds 季軍 1/11/2018

余耀之 幼兒B組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季軍 1/11/2018

朱一辰 幼兒B組 聖馬可堂白普理幼稚園 優異

龍震浩 幼兒B組 聖馬可堂白普理幼稚園 優異

徐凱韻 幼兒B組 聖馬可堂白普理幼稚園 優異

朱星睿 幼兒B組 聖馬可堂白普理幼稚園 優異

楊軒行 幼兒B組 聖馬可堂白普理幼稚園 優異

楊啟恩 幼兒B組 Born To Shine Education Leaps and Bounds 優異

王庭鏗 幼兒B組 Chi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 優異

冼方宜 幼兒B組 This Is Art Creative Studio 優異

梁穎希 幼兒B組 西具畫室 良好

朱尚安 幼兒B組 藝術幼苗Art Farm(麗港城) 良好

卓彥臻 幼兒B組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良好

姜影桐 幼兒B組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良好

侯穎攸 幼兒B組 This Is Art Creative Studio 良好

黎曉澄 兒童A組 卓藝畫廊 卓娜 冠軍 1/11/2018

羅存希 兒童A組 山頂小學 林逸之 冠軍 1/11/2018

洪智皓 兒童A組 眾畫坊 歐銀 冠軍 1/11/2018

羅希言 兒童A組 大郡藝術工作室 趙志軍 冠軍 1/11/2018

梁詩慧 兒童A組 卓藝畫廊 亞軍 1/11/2018

周樂謙 兒童A組 Kwok Man School 亞軍 1/11/2018

黃靖珈 兒童A組 眾畫坊 亞軍 1/11/2018

關韻希 兒童A組 聖保祿學校 呂風鋼琴音樂學院 亞軍 1/11/2018

謝沛琪 兒童A組 眾畫坊 亞軍 1/11/2018

趙元熙 兒童A組 大郡藝術工作室 季軍 1/11/2018

董貝婧 兒童A組 季軍 1/11/2018

江梓龍 兒童A組 卓藝畫廊 季軍 1/11/2018

周倩宇 兒童A組 卓藝畫廊 季軍 1/11/2018

余昕澄 兒童A組 同藝坊 季軍 1/11/2018

潘梓豪 兒童A組 演奏音樂藝術中心 季軍 1/11/2018

楊藹玲 兒童A組 Constance Lam 季軍 1/11/2018

龍昊朗 兒童A組 Constance Lam 季軍 1/11/2018

黃裕嘉 兒童A組 眾畫坊 季軍 1/11/2018

徐裕喬 兒童A組 Color Smarties Education Centre 優異

夏以萱 兒童A組 大郡藝術工作室 優異

梁憲彰 兒童A組 卓藝畫廊 優異

方鑀瀠 兒童A組 卓藝畫廊 優異

陳思穎 兒童A組 卓藝畫廊 優異

廖小銳 兒童A組 逸軒書畫藝術中心 優異

歐凱雯 兒童A組 Yanbigarden Gallery 優異

鄧俊彥 兒童A組 香港布廠商會教育中心 優異

陳汶晧 兒童A組 演奏音樂藝術中心 優異

郭沛盈 兒童A組 Constance Lam 優異

莊晞瑜 兒童A組 Constance Lam 優異

霍曉南 兒童A組 Constance Lam 優異

張清清 兒童A組 Constance Lam 優異

朱晞喆 兒童A組 九龍塘宣道小學 catrabbitsky 優異

鍾皓如 兒童A組 眾畫坊 優異

張嘉熙 兒童A組 Color Smarties Education Centre 優異

盧芷恩 兒童A組 卓藝畫廊 良好

陳俊佑 兒童A組 藝術幼苗Art Farm(麗港城) 良好

施明樂 兒童A組 藝術幼苗Art Farm(麗港城) 良好

姜日翹 兒童A組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良好

朱朗謙 兒童A組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良好

呂曉寧 兒童B組 詠藝學堂 林詠詩 冠軍 1/11/2018

李昊澧 兒童B組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絲瓜 龐月娥老師 冠軍 1/11/2018

歐芷穎 兒童B組 南元朗官立小學 南元朗官立小學 亞軍 1/11/2018

梁洛僮 兒童B組 逸軒書畫藝術中心 亞軍 1/11/2018

楊仁佳 兒童B組 逸軒書畫藝術中心 亞軍 1/11/2018

陳樂敏 兒童B組 學之舍綜藝室 季軍 1/11/2018

李昊澧 兒童B組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螳螂 季軍 1/11/2018

李昊澧 兒童B組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菊花 季軍 1/11/2018

成子傑 兒童B組 眾畫坊 季軍 1/11/2018

吳欣桐 兒童B組 眾畫坊 季軍 1/11/2018

廖巧瑤 兒童B組 Color Smarties Education Centre 優異

霍曉正 兒童B組 Constance Lam 優異

戴思賢 兒童B組 Color Smarties Education Centre 優異

梁巧晴 兒童B組 Color Smarties Education Centre 良好

趙禹程 兒童B組 大郡藝術工作室 良好

王可心 兒童B組 卓藝畫廊 良好8



楊藹瑩 兒童B組 Constance Lam 良好

張棨然 兒童B組 至醒學群 良好

翁樂軒 少年B組 至醒學群 方正明 冠軍 1/11/2018

陳穎熙 少年A組 眾畫坊 亞軍 1/11/2018

成子敏 少年A組 眾畫坊 季軍 1/11/2018

李嘉榆 少年A組 演奏音樂藝術中心 優異

程楚然 少年A組 卓藝畫廊 優異

姓名 組別 學校名稱 指導中心 指導老師 成績 展覽日期

李偲桁 幼兒B組 藝術幼苗Art Farm(將軍澳) JACKY LIU 冠軍 24/10/2018

譚日瑜 幼兒B組 藝術幼苗Art Farm(匯景) 亞軍 24/10/2018

施潔希 幼兒A組 ESF Tsing Yi International Kindergarten 季軍 24/10/2018

王勞謙 幼兒B組 田之創作室 優異

黃諾恆 幼兒B組 民生書院小學 優異

古思晴 兒童A組 演奏音樂藝術中心 Tang Hua Jun 冠軍 24/10/2018

郭忻熹 兒童A組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梁子恩老師 冠軍 24/10/2018

崔靖翎 兒童A組 田之創作室 亞軍 24/10/2018

鄭喆 兒童A組 演奏音樂藝術中心 亞軍 24/10/2018

曾紫柔 兒童A組 Xpressive Art HK 亞軍 24/10/2018

凌心兒 兒童A組 Small Kids Big Art Center 亞軍 24/10/2018

陳智霖 兒童A組 演奏音樂藝術中心 季軍 24/10/2018

袁子蕎 兒童A組 藝術幼苗Art Farm(匯景) 季軍 24/10/2018

吳瀚言 兒童A組 田之創作室 季軍 24/10/2018

李俊軒 兒童A組 YArt Workshop 季軍 24/10/2018

劉珈希 兒童A組 田之創作室 優異

胡家寶 兒童A組 田之創作室 優異

袁子晴 兒童A組 藝術幼苗Art Farm(匯景) 優異

黃念恩 兒童A組 民生書院小學 \ 優異

方恩庭 兒童A組 藝術幼苗Art Farm(將軍澳) 優異

林奉萱 兒童A組 Sunny Garden Smart Kids Centre 優異

許奕謙 兒童A組 演奏音樂藝術中心 優異

黃卓喬 兒童A組 演奏音樂藝術中心 優異

黃子瑤 兒童A組 YArt Workshop 優異

杜融 兒童A組 YArt Workshop 優異

賴震鴻 兒童A組 太古小學 B-studio 優異

何善行 兒童B組 田之創作室 王小姐 冠軍 24/10/2018

林逸陶 兒童B組 九龍禮賢學校 寫意藝術 陳樹勳 冠軍 24/10/2018

丁嘉瑞 兒童B組 聖三一堂小學 亞軍 24/10/2018

陳思翰 兒童B組 黃埔宣道小學 亞軍 24/10/2018

林樂晴 兒童B組 學念教育中心 亞軍 24/10/2018

陳芷烯 兒童B組 田之創作室 季軍 24/10/2018

林若晞 兒童B組 田之創作室 季軍 24/10/2018

陳梓鏸 兒童B組 藝術幼苗Art Farm(麗港城) 季軍 24/10/2018

裘翯怡 兒童B組 藝術幼苗Art Farm(將軍澳) 季軍 24/10/2018

葉在晴 兒童B組 聖保祿學校(小學部) 季軍 24/10/2018

羅彥智 兒童B組 黃埔宣道小學 瘋狂畫室 季軍 24/10/2018

賴慧芝 兒童B組 太古小學 B-Studio 優異

程巧嵐 兒童B組 田之創作室 優異

布凱桐 兒童B組 藝術幼苗Art Farm(將軍澳) 優異

羅曉晴 兒童B組 藝術幼苗Art Farm(將軍澳) 優異

江卓蔚 兒童B組 演奏音樂藝術中心 優異

黃錫灝 兒童B組 Music Art Profession Academy 優異

蔡紫晴 兒童B組 德愛中學 Manna Creative Studio Art Workshop 優異

周祐呈 兒童B組 樂天音樂藝術中心 優異

王芷婷 兒童B組 Small Kids Big Art Center 優異

阮尉蕎 兒童B組 Moon's Gallery 優異

王茜儀 少年B組 Creative Secondary School 冠軍 24/10/2018

何瀚森 少年B組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亞軍 24/10/2018

黃庭慧 少年B組 衛理中學(小西灣) 亞軍 24/10/2018

鄭斯洋 少年A組 Greenery Music Ltd. (Kwai Fong) 季軍 24/10/2018

楊琅然 少年B組 賽馬會體藝中學 季軍 24/10/2018

陳佳銘 少年A組 演奏音樂藝術中心 優異

劉卓妍 少年A組 演奏音樂藝術中心 優異

何安生 少年B組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優異

文蔚慇 少年A組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優異

油畫 塑膠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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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組別 學校名稱 指導中心 指導老師 成績 展覽日期

盧柏羲 幼兒A組 維多利亞(何文田)國際幼兒園 Paper Drawing Class 周芷蕙 冠軍 24/10/2018

陳南羲 幼兒A組 OCEAN ART海洋創作畫室 Mr.Samson 冠軍 24/10/2018

馮譽升 幼兒A組 The Art Class 美術堂 Keira Lau 冠軍 24/10/2018

蘇敏森 幼兒A組 菁陽孩子教室 亞軍 24/10/2018

陳沛言 幼兒A組 Paper Drawing Class 亞軍 24/10/2018

王晶瑩 幼兒A組 OCEAN ART海洋創作畫室 亞軍 24/10/2018

韋柏言 幼兒A組 The Art Class 美術堂 亞軍 24/10/2018

梁浚㮾 幼兒A組 The Art Class 美術堂 季軍 24/10/2018

陳紀諺 幼兒A組 菁陽孩子教室 季軍 24/10/2018

馮鈱皓 幼兒A組 菁陽孩子教室 季軍 24/10/2018

胡涍譽 幼兒A組 根德園幼稚園 Paper Drawing Class 季軍 24/10/2018

陳思思 幼兒A組 豆丁畫室 季軍 24/10/2018

鄧浩升 幼兒A組 Music Art Profession Academy 季軍 24/10/2018

衛佳鑫 幼兒A組 OCEAN ART海洋創作畫室 季軍 24/10/2018

趙靖之 幼兒A組 香港布廠商會教育中心 季軍 24/10/2018

趙婧懿 幼兒A組 蘇浙小學兒幼稚園 Sunny Garden Smart Kids Centre 季軍 24/10/2018

譚亦深 幼兒A組 OCEAN ART海洋創作畫室 季軍 24/10/2018

鄭偲翹 幼兒A組 The Art Class 美術堂 季軍 24/10/2018

唐睿謙 幼兒A組 C·Gallery 優異

鄭森 幼兒A組 Cannan Kindergarten Paper Drawing Class 優異

周幸緩 幼兒A組 The Art Class 美術堂 優異

王一喬 幼兒A組 Paper Drawing Class 優異

馮焯禧 幼兒A組 C·Gallery 優異

鄧浩心 幼兒A組 Music Art Profession Academy 優異

葉懷新 幼兒A組 OCEAN ART海洋創作畫室 優異

劉康盈 幼兒A組 童畫創作室 Kids Drawing Workshop 優異

游芯悅 幼兒A組 小小畢加索 良好

許伊堤 幼兒A組 國際英文幼稚園 良好

張珺華 幼兒A組 卓藝畫廊 良好

方欣知 幼兒A組 田之創作室 良好

潘凱齊 幼兒A組 Sunny Garden Smart Kids Centre 良好

趙子寧 幼兒A組 C·Gallery 良好

馮穎嵐 幼兒A組 C·Gallery 良好

周霆謙 幼兒A組 OCEAN ART海洋創作畫室 良好

盧柏澄 幼兒B組 卓藝畫廊 卓娜 冠軍 24/10/2018

高清妍 幼兒B組 OCEAN ART海洋創作畫室 Ms.Arki Chan 冠軍 24/10/2018

簡司哲 幼兒B組 PAPER DRAWING CLASS 周芷惠 冠軍 24/10/2018

潘海月 幼兒B組 3L Music CHARLOTTE 冠軍 24/10/2018

梁星妤 幼兒B組 The Art Class 美術堂 Elise Chan 冠軍 24/10/2018

陳日朗 幼兒B組 童畫創作室 Kids Drawing Workshop 劉偉群 冠軍 24/10/2018

范麗瑩 幼兒B組 田之創作室 王小姐 冠軍 24/10/2018

王一諾 幼兒B組 Paper Drawing Class 亞軍 24/10/2018

黃曉蔚 幼兒B組 卓藝畫廊 亞軍 24/10/2018

張希銘 幼兒B組 田之創作室 亞軍 24/10/2018

鄧曉悅 幼兒B組 嘉諾撒聖心學校私立部 亞軍 24/10/2018

彭皓謙 幼兒B組 3L Music 亞軍 24/10/2018

李偉灝 幼兒B組 Music Art Profession Academy 亞軍 24/10/2018

張琋晴 幼兒B組 OCEAN ART海洋創作畫室 亞軍 24/10/2018

李偉灝 幼兒B組 坦克車 Music Art Profession Academy 亞軍 24/10/2018

鍾可喬 幼兒B組 OCEAN ART海洋創作畫室 亞軍 24/10/2018

黃樂之 幼兒B組 This Is Art Creative Studio 亞軍 24/10/2018

譚閔之 幼兒B組 The Art Class 美術堂 亞軍 24/10/2018

余樂晴 幼兒B組 The Art Class 美術堂 亞軍 24/10/2018

譚洛晴 幼兒B組 童畫創作室 Kids Drawing Workshop 亞軍 24/10/2018

陳佩琳 幼兒B組 童畫創作室 Kids Drawing Workshop 亞軍 24/10/2018

趙柏添 幼兒B組 卓藝畫廊 季軍 24/10/2018

李意歡 幼兒B組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劉良驤紀念幼稚園芬妮繪培訓學校 季軍 24/10/2018

李文鋒 幼兒B組 豆丁畫室 季軍 24/10/2018

吳昕穎 幼兒B組 小王子音樂教室 季軍 24/10/2018

陸滿芝 幼兒B組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 意美畫室 季軍 24/10/2018

褚紀宜 幼兒B組 OCEAN ART海洋創作畫室 季軍 24/10/2018

褚沇珈 幼兒B組 OCEAN ART海洋創作畫室 季軍 24/10/2018

章穎芯 幼兒B組 OCEAN ART海洋創作畫室 季軍 24/10/2018

楊穎勛 幼兒B組 This Is Art Creative Studio 季軍 24/10/2018

陳以珩 幼兒B組 The Art Class 美術堂 季軍 24/10/2018

陳昱希 幼兒B組 The Art Class 美術堂 季軍 24/10/2018

梁恩僑 幼兒B組 Free Art Work Shop 季軍 24/10/2018

水, 粉,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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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宇晴 幼兒B組 童畫創作室 Kids Drawing Workshop 季軍 24/10/2018

李君陶 幼兒B組 3L Music 季軍 24/10/2018

雷鎧瞳 幼兒B組 童畫創作室 Kids Drawing Workshop 季軍 24/10/2018

張愷朗 幼兒B組 童畫創作室 Kids Drawing Workshop 季軍 24/10/2018

鄭心悠 幼兒B組 優異

林以千 幼兒B組 卓藝畫廊 優異

劉靜尤 幼兒B組 卓藝畫廊 優異

許梓晴 幼兒B組 卓藝畫廊 優異

尹海藍 幼兒B組 B&M藝術中心 優異

蔡蕙蕘 幼兒B組 B&M藝術中心 優異

鄭海楓 幼兒B組 Kentville Kindergarten Paper Drawing Class 優異

揭天藴 幼兒B組 田之創作室 優異

招若楠 幼兒B組 田之創作室 優異

朱善楓 幼兒B組 田之創作室 優異

張鎣珳 幼兒B組 生活藝術有限公司 優異

施玥晞 幼兒B組 藝術幼苗Art Farm(麗港城) 優異

陳承希 幼兒B組 3L Music 優異

孫千學 幼兒B組 C·Gallery 優異

陳柏豪 幼兒B組 OCEAN ART海洋創作畫室 優異

關芯 幼兒B組 The Art Class 美術堂 優異

李俊謙 幼兒B組 The Art Class 美術堂 優異

廖一涵 幼兒B組 Free Art Work Shop 優異

潘穎曦 幼兒B組 童畫創作室 Kids Drawing Workshop 優異

黃建鏘 幼兒B組 OCEAN ART海洋創作畫室 優異

鍾博皓 幼兒B組 OCEAN ART海洋創作畫室 優異

林靖 幼兒B組 OCEAN ART海洋創作畫室 優異

周容博 幼兒B組 英華小學 優異

梁苡澄 幼兒B組 Small Kids Big Art Center 優異

楊梓晴 幼兒B組 The Art Class 美術堂 優異

戚思睿 幼兒B組 The Art Class 美術堂 優異

黃正言 幼兒B組 童畫創作室 Kids Drawing Workshop 優異

余奕旻 幼兒B組 蘇浙幼稚園 良好

曾曉琦 幼兒B組 田之創作室 良好

陳志齊 幼兒B組 田之創作室 良好

梁德敏 幼兒B組 文娜雅拔國際幼兒園及幼稚園 良好

梁德敏 幼兒B組 文娜雅拔國際幼兒園及幼稚園 About Art 良好

郭芯攸 幼兒B組 田之創作室 良好

梁德敏 幼兒B組 文娜雅拔國際幼兒園及幼稚園 良好

何樂言 幼兒B組 香港布廠商會教育中心 良好

吳玥蕎 幼兒B組 小王子音樂教室 良好

張昭玥 幼兒B組 Small Kids Big Art Center 良好

譚彥晉 幼兒B組 童畫創作室 Kids Drawing Workshop 良好

潘亮途 幼兒B組 童畫創作室 Kids Drawing Workshop 良好

劉嫣柔 兒童A組 卓藝畫廊 卓娜 冠軍 23/10/2018

吳朗琪 兒童A組 C·Gallery Miss Charlie yuen 冠軍 23/10/2018

謝懿彤 兒童A組 卓藝畫廊 卓娜 冠軍 23/10/2018

方彥晴 兒童A組 覓藝坊 Madeline Wong 冠軍 23/10/2018

陳飛衡 兒童A組 B&M藝術中心 徐光仁 冠軍 23/10/2018

何思行 兒童A組 田之創作室 王小姐 冠軍 23/10/2018

彭子喬 兒童A組 This Is Art Creative Studio Eunice Chan 冠軍 23/10/2018

周李沛林 兒童A組 美學画室 张梁 冠軍 23/10/2018

蕭子聰 兒童A組 豆丁畫室 梁詠儀 冠軍 23/10/2018

何凱蕎 兒童A組 Small Kids Big Art Center Teacher Amanda 冠軍 23/10/2018

梁樂晴 兒童A組 Free Art Work Shop Chan Ping On 冠軍 23/10/2018

鄧芷恩 兒童A組 卓藝畫廊 亞軍 23/10/2018

古希 兒童A組 覓藝坊 亞軍 23/10/2018

張琋彤 兒童A組 OCEAN ART海洋創作畫室 亞軍 23/10/2018

林希雯 兒童A組 卓藝畫廊 亞軍 23/10/2018

陳心柔 兒童A組 覓藝坊 亞軍 23/10/2018

黃晉彥 兒童A組 海怡寶血小學 創作畫室 亞軍 23/10/2018

劉燁 兒童A組 卓藝畫廊 亞軍 23/10/2018

方嘉珊 兒童A組 卓藝畫廊 亞軍 23/10/2018

翁智朗 兒童A組 覓藝坊 亞軍 23/10/2018

郭穎珈 兒童A組 覓藝坊 亞軍 23/10/2018

馮天淳 兒童A組 B&M藝術中心 亞軍 23/10/2018

方泳濡 兒童A組 B&M藝術中心 亞軍 23/10/2018

郭希瞳 兒童A組 田之創作室 亞軍 23/10/2018

李文溥 兒童A組 豆丁畫室 亞軍 23/10/2018

劉芷晴 兒童A組 沙田路德會梁鉅鏐小學 亞軍 23/10/2018

陳伊婷 兒童A組 Small Kids Big Art Center 亞軍 23/10/2018

陳謙正 兒童A組 生活藝術有限公司 亞軍 23/10/2018

李沐萱 兒童A組 Free Art Work Shop 亞軍 23/10/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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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芷恩 兒童A組 Free Art Work Shop 亞軍 23/10/2018

陳展悠 兒童A組 季軍 23/10/2018

鄧思行 兒童A組 聖保祿天主教小學 季軍 23/10/2018

尹崇熙 兒童A組 卓藝畫廊 季軍 23/10/2018

施凱琪 兒童A組 卓藝畫廊 季軍 23/10/2018

羅心蕎 兒童A組 B&M藝術中心 季軍 23/10/2018

盧昊兒 兒童A組 田之創作室 季軍 23/10/2018

胡迪 兒童A組 硯田閣畫室 季軍 23/10/2018

黃卓韞 兒童A組 卓藝畫廊 季軍 23/10/2018

鄧漪霖 兒童A組 卓藝畫廊 季軍 23/10/2018

林晞朗 兒童A組 Free Art Work Shop 季軍 23/10/2018

溫梓晴 兒童A組 Small Kids Big Art Center 季軍 23/10/2018

吳思藍 兒童A組 卓藝畫廊 季軍 23/10/2018

高美晴 兒童A組 卓藝畫廊 季軍 23/10/2018

陳卓圻 兒童A組 田之創作室 季軍 23/10/2018

梁鈞甯 兒童A組 This Is Art Creative Studio 季軍 23/10/2018

梁倩琳 兒童A組 藝術幼苗Art Farm(麗港城) 季軍 23/10/2018

關嫚澄 兒童A組 卓藝畫廊 季軍 23/10/2018

黃安瀅 兒童A組 卓藝畫廊 季軍 23/10/2018

羅善庭 兒童A組 覓藝坊 季軍 23/10/2018

葉煦祈 兒童A組 覓藝坊 季軍 23/10/2018

尹天藍 兒童A組 B&M藝術中心 季軍 23/10/2018

楊逸心 兒童A組 田之創作室 季軍 23/10/2018

胡熒舫 兒童A組 嘉諾撒聖家學校(九龍塘) Paper Drawing Class 季軍 23/10/2018

謝浩昌 兒童A組 天角嘴天主教小學(海帆道) 胡洋畫室 季軍 23/10/2018

尹梓晞 兒童A組 3L Music 季軍 23/10/2018

林遠峰 兒童A組 意美畫室 季軍 23/10/2018

李俊欣 兒童A組 硯田閣畫室 季軍 23/10/2018

陳浚曉 兒童A組 Free Art Work Shop 季軍 23/10/2018

黃明瑜 兒童A組 Kingston International School 優異

劉鈺褀 兒童A組 卓藝畫廊 優異

余章含 兒童A組 卓藝畫廊 優異

吳嘉祺 兒童A組 覓藝坊 優異

李慧琦 兒童A組 B&M藝術中心 優異

柯柏彤 兒童A組 卓藝畫廊 優異

劉沛楹 兒童A組 卓藝畫廊 優異

蔡紫瑤 兒童A組 黃埔宣道小學 Manna Creative Studio Art Workshop 優異

陸滿諾 兒童A組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 意美畫室 優異

梁曼晞 兒童A組 OCEAN ART海洋創作畫室 優異

張心慧 兒童A組 卓藝畫廊 優異

李峖緹 兒童A組 卓藝畫廊 優異

江梓謙 兒童A組 卓藝畫廊 優異

劉靜文 兒童A組 卓藝畫廊 優異

盧思言 兒童A組 卓藝畫廊 優異

蕭雅沂 兒童A組 卓藝畫廊 優異

許嘉渝 兒童A組 卓藝畫廊 優異

張褫慧 兒童A組 3L Music 優異

安梓睿 兒童A組 美學画室 優異

余泳恩 兒童A組 豆丁畫室 優異

陳康瑩 兒童A組 卓藝畫廊 優異

劉姿言 兒童A組 卓藝畫廊 優異

錢俊穎 兒童A組 卓藝畫廊 優異

余灜信 兒童A組 覓藝坊 優異

邢佳欣 兒童A組 B&M藝術中心 優異

徐梓揚 兒童A組 奇彩創作室 優異

丘嘉敏 兒童A組 田之創作室 優異

林雪瑩 兒童A組 田之創作室 優異

朱顥強 兒童A組 田之創作室 優異

彭子悠 兒童A組 This Is Art Creative Studio 優異

葉梓晴 兒童A組 藝術幼苗Art Farm(麗港城) 優異

郭沛盈 兒童A組 Constance Lam 優異

冼頌雯 兒童A組 C·Gallery 優異

KELLY CHAN兒童A組 OCEAN ART海洋創作畫室 優異

林夆 兒童A組 OCEAN ART海洋創作畫室 優異

陳晞琳 兒童A組 硯田閣畫室 優異

羅瑋盈 兒童A組 硯田閣畫室 優異

劉芷淇 兒童A組 沙田路德會梁鉅鏐小學 \ 優異

李柏軒 兒童A組 Small Kids Big Art Center 優異

葉康喬 兒童A組 Free Art Work Shop 優異

成晞滌 兒童A組 Free Art Work Shop 優異

陳奕知 兒童A組 Sunny Gardern Smart Kids Centre 優異

陳諭恩 兒童A組 Greenery Music Ltd. (Kwai Fong)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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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芊如 兒童A組 黃埔宣道小學 良好

余奕豪 兒童A組 蘇浙小學 良好

黃怡君 兒童A組 卓藝畫廊 良好

曾卓凡 兒童A組 B&M藝術中心 良好

陳可言 兒童A組 B&M藝術中心 良好

羅樂薰 兒童A組 荔枝角天主教小學 享藝館 良好

彭梓樂 兒童A組 香港布廠商會教育中心 良好

曾沚朗 兒童A組 香港路德會增城兆霖學校 private teacher 良好

鄧以珈 兒童A組 B&M藝術中心 良好

 鄧卓婷 兒童A組 B&M藝術中心 良好

鄧卓芝 兒童A組 B&M藝術中心 良好

譚逸衡 兒童A組 藝術幼苗Art Farm(麗港城) 良好

曾瑗 兒童A組 C·Gallery 良好

張凱嵐 兒童A組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良好

黃玥寧 兒童A組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良好

吳泳桐 兒童A組 小王子音樂教室 良好

鄧詠殷 兒童A組 小王子音樂教室 良好

蔡宇軒 兒童A組 黃埔宣道小學 Manna Creative Studio Art Workshop 良好

盧梓朗 兒童A組 3L Music 良好

陳泊僖 兒童A組 童畫創作室 Kids Drawing Workshop 良好

周子軒 兒童B組 卓藝畫廊 卓娜 冠軍 23/10/2018

盧昊宏 兒童B組 田之創作室 王小姐 冠軍 23/10/2018

蕭泰誠 兒童B組 Music Art Profession Academy 李錦聰 冠軍 23/10/2018

馬夢璇 兒童B組 硯田閣畫室 田偉玲 冠軍 23/10/2018

陳炫恒 兒童B組 卓藝畫廊 卓娜 冠軍 23/10/2018

盧芷君 兒童B組 卓藝畫廊 卓娜 冠軍 23/10/2018

林詠堯 兒童B組 覓藝坊 Madeline Wong 冠軍 23/10/2018

林枳妤 兒童B組 創作畫室 Ricky Lai 冠軍 23/10/2018

鄭文洁 兒童B組 Free Art Work Shop Chan Ping On 冠軍 23/10/2018

崔宇涵 兒童B組 美學画室 亞軍 23/10/2018

吳子菲 兒童B組 瑪利曼小學 創作畫室 亞軍 23/10/2018

錢雙 兒童B組 卓藝畫廊 亞軍 23/10/2018

陳俊成 兒童B組 卓藝畫廊 亞軍 23/10/2018

唐樂潼 兒童B組 聖母小學 \ 亞軍 23/10/2018

歐陽愛霖 兒童B組 嘉諾撒聖心學校 創作畫室 亞軍 23/10/2018

容卓言 兒童B組 香港南區官立小學 Ray&Ricky's Workshop 亞軍 23/10/2018

盧念德 兒童B組 卓藝畫廊 亞軍 23/10/2018

孫靖哲 兒童B組 卓藝畫廊 亞軍 23/10/2018

翁智軒 兒童B組 覓藝坊 亞軍 23/10/2018

林晞樂 兒童B組 Free Art Work Shop 亞軍 23/10/2018

許瑋峰 兒童B組 Free Art Work Shop 亞軍 23/10/2018

顏諾晴 兒童B組 Mac Gallery 亞軍 23/10/2018

蔡天惠 兒童B組 聖嘉勒小學 創作畫室 亞軍 23/10/2018

王文詩 兒童B組 Free Art Work Shop 亞軍 23/10/2018

樊凱圻 兒童B組 眾畫坊 亞軍 23/10/2018

袁宁 兒童B組 美學画室 季軍 23/10/2018

錢熹 兒童B組 卓藝畫廊 季軍 23/10/2018

陳寶琳 兒童B組 卓藝畫廊 季軍 23/10/2018

劉心悠 兒童B組 覓藝坊 季軍 23/10/2018

何潔瑩 兒童B組 B&M藝術中心 季軍 23/10/2018

譚宇軒 兒童B組 卓藝畫廊 季軍 23/10/2018

蘇仲恩 兒童B組 卓藝畫廊 季軍 23/10/2018

吳怡 兒童B組 卓藝畫廊 季軍 23/10/2018

蔡蕙蕎 兒童B組 B&M藝術中心 季軍 23/10/2018

黃婉晴 兒童B組 卓藝畫廊 季軍 23/10/2018

詹雅文 兒童B組 卓藝畫廊 季軍 23/10/2018

簡灝晴 兒童B組 C·Gallery 季軍 23/10/2018

劉可悠 兒童B組 卓藝畫廊 季軍 23/10/2018

何美錞 兒童B組 卓藝畫廊 季軍 23/10/2018

盧偉熙 兒童B組 卓藝畫廊 季軍 23/10/2018

蔡蕙蔓 兒童B組 B&M藝術中心 季軍 23/10/2018

戴傲嵐 兒童B組 B&M藝術中心 季軍 23/10/2018

陳曦怡 兒童B組 田之創作室 季軍 23/10/2018

歐采蓓 兒童B組 田之創作室 季軍 23/10/2018

張桐嵐 兒童B組 盧峰藝術中心 季軍 23/10/2018

王一琳 兒童B組 Sunny Gardern Smart Kids Centre 季軍 23/10/2018

周靜妍 兒童B組 藝術幼苗Art Farm(麗港城) 季軍 23/10/2018

梁倩瑜 兒童B組 藝術幼苗Art Farm(麗港城) 季軍 23/10/2018

湯芷晞 兒童B組 樂天音樂藝術中心 季軍 23/10/2018

羅瑋萱 兒童B組 硯田閣畫室 季軍 23/10/2018

江蔓晴 兒童B組 硯田閣畫室 季軍 23/10/2018

李德信 兒童B組 Free Art Work Shop 季軍 23/10/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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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韓亮 兒童B組 Free Art Work Shop 季軍 23/10/2018

盧思澄 兒童B組 Free Art Work Shop 季軍 23/10/2018

吳羽希 兒童B組 硯田閣畫室 季軍 23/10/2018

王文樂 兒童B組 Free Art Work Shop 季軍 23/10/2018

劉奕彤 兒童B組 Free Art Work Shop 季軍 23/10/2018

莊蕊 兒童B組 C·Gallery 季軍 23/10/2018

李慕賢 兒童B組 田之創作室 季軍 23/10/2018

黃頌茵 兒童B組 瑩美創意 優異

余嘉琳 兒童B組 瑩美創意 優異

鄭卓朗 兒童B組 Y.Art Workshop 優異

翁諾瑤 兒童B組 保良局梁周順琴小學 優異

陈浩天 兒童B組 美學画室 優異

温甯鈞 兒童B組 卓藝畫廊 優異

王可晴 兒童B組 卓藝畫廊 優異

何芷瑩 兒童B組 卓藝畫廊 優異

劉珈熙 兒童B組 卓藝畫廊 優異

謝凱喬 兒童B組 B&M藝術中心 優異

蕭皓琳 兒童B組 香港中國婦女會丘佐榮學校 \ 優異

吳伊藍 兒童B組 卓藝畫廊 優異

周曉恩 兒童B組 卓藝畫廊 優異

鄭思言 兒童B組 卓藝畫廊 優異

徐希宏 兒童B組 奇彩創作室 優異

郭家明 兒童B組 田之創作室 優異

簡愷臻 兒童B組 卓藝畫廊 優異

陳子豪 兒童B組 卓藝畫廊 優異

駱俊熹 兒童B組 田之創作室 優異

周芯而 兒童B組 田之創作室 優異

陳俊銘 兒童B組 卓藝畫廊 優異

張澄軒 兒童B組 卓藝畫廊 優異

何泓豪 兒童B組 B&M藝術中心 優異

李慕生 兒童B組 田之創作室 優異

鄧雅雯 兒童B組 卓藝畫廊 優異

李彥㇐ 兒童B組 田之創作室 優異

王世賢 兒童B組 田之創作室 優異

關欣恩 兒童B組 瑪利曼小學 國際當代畫家協會 優異

陳朗 兒童B組 聖若瑟小學 國際當代畫家協會 優異

梁洛希 兒童B組 Sunny Gardern Smart Kids Centre 優異

張嘉瑜 兒童B組 太古小學 Cuckoo Arts Ltd. 優異

呂浩泓 兒童B組 拔萃小學 \ 優異

盧柏綾 兒童B組 Tsang Mui Millennium School 小宇宙創作空間 優異

霍曉正 兒童B組 Constance Lam 優異

程康泳 兒童B組 Constance Lam 優異

盧卓彤 兒童B組 Manna Creative Studio Art Workshop 優異

蕭應生 兒童B組 樂天音樂藝術中心 優異

KATIE CHAN 兒童B組 OCEAN ART海洋創作畫室 優異

陳卓穎 兒童B組 硯田閣畫室 優異

林熹 兒童B組 OCEAN ART海洋創作畫室 優異

許惠淇 兒童B組 硯田閣畫室 優異

陸芯言 兒童B組 硯田閣畫室 優異

李昊澧 兒童B組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優異

李浩家 兒童B組 3L Music 優異

劉冠儀 兒童B組 沙田梁鉅鏐路德會小學 優異

布凱蕎 兒童B組 Small Kids Big Art Center 優異

李司遠 兒童B組 硯田閣畫室 優異

郭正延 兒童B組 Free Art Work Shop 優異

錢泳橋 兒童B組 童畫創作室 Kids Drawing Workshop 優異

溫珮喬 兒童B組 硯田閣畫室 優異

袁健朗 兒童B組 硯田閣畫室 優異

何康瑜 兒童B組 Small Kids Big Art Center 優異

陳晞嵐 兒童B組 Free Art Work Shop 優異

張一喻 兒童B組 瑩美創意 良好

李皆润 兒童B組 美學画室 良好

林映澄 兒童B組 卓藝畫廊 良好

盧柏希 兒童B組 卓藝畫廊 良好

麥珮嘉 兒童B組 B&M藝術中心 良好

鄧浩晴 兒童B組 卓藝畫廊 良好

林巧玲 兒童B組 瑩美創意 良好

何欣卓 兒童B組 瑩美創意 良好

凌嘉希 兒童B組 卓藝畫廊 良好

林濬賢 兒童B組 B&M藝術中心 良好

方欣瑜 兒童B組 田之創作室 良好

陳紫怡 兒童B組 Sunny Gardern Smart Kids Centre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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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庭彰 兒童B組 粉嶺寶血會培靈學校 3L Music 良好

高和誠 兒童B組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良好

高和豊 兒童B組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良好

陳子柔 兒童B組 硯田閣畫室 良好

温甜懿 少年B組 卓藝畫廊 卓娜 冠軍 23/10/2018

馮司冲 少年A組 Music Art Profession Academy 亞軍 23/10/2018

邱智韻 少年A組 St. Paul's Convent School 亞軍 23/10/2018

林堃熹 少年A組 卓藝畫廊 季軍 23/10/2018

關心悅 少年A組 B&M藝術中心 季軍 23/10/2018

黃珮儀 少年A組 Greenery Music Ltd. (Kwai Fong) 季軍 23/10/2018

李玥曈 少年A組 鳴遠畫室 季軍 23/10/2018

黃庭茵 少年B組 筲箕灣東官立中學 季軍 23/10/2018

傅紫凝 少年B組 Greenery Music Ltd. (Kwai Fong) 季軍 23/10/2018

任韻姿 少年A組 卓藝畫廊 優異

蕭昊樑 少年A組 中華基金中學 優異

呂浩鋒 少年A組 啟思中學 優異

曾馨瑩 少年A組 Greenery Music Ltd. (Kwai Fong) 優異

鄧錦欣 少年A組 Greenery Music Ltd. (Kwai Fong) 優異

周恩霈 少年A組 樂天音樂藝術中心 優異

郭曉筠 少年A組 硯田閣畫室 優異

林濋鏸 少年B組 一學趣教育中心 優異

姓名 組別 學校名稱 指導中心 指導老師 成績 展覽日期

吳子諾 兒童A組 黃埔宣道小學 冠軍 1/11/2018

李瑾熙 兒童A組 黃埔宣道小學 冠軍 1/11/2018

林昕喬 兒童A組 亞軍 1/11/2018

李思哲 兒童A組 黃埔宣道小學 亞軍 1/11/2018

林梓晉 兒童A組 季軍 1/11/2018

許昭榮 兒童A組 耀中國際學校 季軍 1/11/2018

傅博涵 兒童A組 季軍 1/11/2018

程浩軒 兒童A組 耀中國際學校 季軍 1/11/2018

張美悅 幼兒B組 季軍 1/11/2018

譚至釗 兒童A組 季軍 1/11/2018

許靖雯 兒童A組 耀中國際學校 優異

程浚彥 兒童A組 青苗琴行 優異

胡庭瑋 兒童A組 至醒學群 優異

簡宇澤 兒童A組 PAPER DRAWING CLASS 優異

張明悅 兒童B組 冠軍 1/11/2018

陳泳芯 兒童B組 至醒學群 亞軍 1/11/2018

杨相国 兒童B組 美學画室 亞軍 1/11/2018

張桐嵐 兒童B組 盧峰藝術中心 季軍 1/11/2018

胡庭毓 兒童B組 至醒學群 季軍 1/11/2018

鄧君言 兒童B組 聖保祿天主教小學 優異

王志臻 兒童B組 美學画室 優異

黃詠彤 兒童B組 林大輝中學 學之舍 優異

钱泳言 兒童B組 美學画室 優異

袁乘宇 兒童B組 美學画室 優異

王勵修 少年A組 啟思中學 冠軍 1/11/2018

黎婉淇 少年A組 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 亞軍 1/11/2018

吳愷蓁 少年A組 Music Art Profession Academy 季軍 1/11/2018

余俊鋐 少年A組 中華基督教會基朗中學 香港見方藝術教育中心 優異

何安淇 少年A組 至醒學群 優異

陳芷咏 少年B組 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 優異

姓名 組別 學校名稱 指導中心 指導老師 成績 展覽日期

劉殷妤 幼兒A組 文娜雅拔國際幼兒園及幼稚園 冬甩  Josie So 冠軍 24/10/2018

劉啟樂 幼兒A組 The Art Class 美術堂 Gloria Chao 冠軍 24/10/2018

莫巧雯 幼兒A組 田之創作室 王小姐 冠軍 24/10/2018

劉殷妤 幼兒A組 文娜雅拔國際幼兒園及幼稚園 沙滩拖鞋 亞軍 24/10/2018

陳是知 幼兒A組 田之創作室 亞軍 24/10/2018

周雨洋 幼兒A組 香港布廠商會教育中心 亞軍 24/10/2018

潘子弘 幼兒A組 文娜雅拔國際幼兒園及幼稚園 亞軍 24/10/2018

蔡君涵 幼兒A組 The Art Class 美術堂 亞軍 24/10/2018

素描

工藝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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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予皓 幼兒A組 田之創作室 季軍 24/10/2018

馮靖嵐 幼兒A組 田之創作室 季軍 24/10/2018

劉殷妤 幼兒A組 文娜雅拔國際幼兒園及幼稚園 樱花 季軍 24/10/2018

莫雅咏 幼兒A組 The Art Class 美術堂 季軍 24/10/2018

韋柏言 幼兒A組 The Art Class 美術堂 季軍 24/10/2018

郭卓遙 幼兒A組 生活藝術 季軍 24/10/2018

游芯悅 幼兒A組 小小畢加索 優異

許伊堤 幼兒A組 國際英文幼稚園 小王子藝術中心 優異

劉芷蕎 幼兒A組 天主教聖葉理諾幼稚園 青協 優異

李睿晴 幼兒A組 田之創作室 優異

李彥澄 幼兒A組 田之創作室 優異

許程宇 幼兒A組 田之創作室 優異

鄭睿舜 幼兒A組 田之創作室 優異

鄭睿堯 幼兒A組 田之創作室 優異

劉殷妤 幼兒A組 文娜雅拔國際幼兒園及幼稚園 優異

劉殷妤 幼兒A組 文娜雅拔國際幼兒園及幼稚園 優異

岑政璋 幼兒A組 蘇浙幼稚園 優異

蔡梓銓 幼兒A組 香港布廠商會教育中心 優異

梁芷嵐 幼兒B組 民生書院幼稚園 Creative Kids Rachel Lam 冠軍 24/10/2018

陳亮致 幼兒B組 田之創作室 王小姐 冠軍 24/10/2018

楊柏禧 幼兒B組 卓藝畫廊 亞軍 24/10/2018

張子妤 幼兒B組 田之創作室 亞軍 24/10/2018

朱芷瑩 幼兒B組 The Art Class 美術堂 亞軍 24/10/2018

吳宗匯 幼兒B組 田之創作室 季軍 24/10/2018

郭嘉莉 幼兒B組 田之創作室 季軍 24/10/2018

莫雅晴 幼兒B組 The Art Class 美術堂 季軍 24/10/2018

高嘉瑩 幼兒B組 The Art Class 美術堂 季軍 24/10/2018

陳爾楠 幼兒B組 田之創作室 優異

鄭宇喬 幼兒B組 田之創作室 優異

衛俊賢 幼兒B組 田之創作室 優異

黃心言 幼兒B組 田之創作室 優異

盧金弦 兒童A組 卓藝畫廊 卓娜 冠軍 24/10/2018

劉海晴 兒童A組 The Art Class 美術堂 亞軍 24/10/2018

鄭思恆 兒童A組 卓藝畫廊 亞軍 24/10/2018

吳天恩 兒童A組 卓藝畫廊 季軍 24/10/2018

李明慧 兒童A組 聖保祿學校(小學部) 松風畫苑 季軍 24/10/2018

余熙晴 兒童A組 The Art Class 美術堂 季軍 24/10/2018

余穎志 兒童A組 卓藝畫廊 優異

余穎藍 兒童A組 卓藝畫廊 優異

劉柏言 兒童A組 卓藝畫廊 優異

楊懿晴 兒童A組 保良局錦泰小學 優異

羅頌恩 兒童B組 藝術幼苗Art Farm(麗港城) JACKY LIU 冠軍 24/10/2018

李卓霖 兒童B組 卓藝畫廊 亞軍 24/10/2018

鄭紫默 兒童B組 The Art Class 美術堂 亞軍 24/10/2018

楊堯嵐 兒童B組 卓藝畫廊 季軍 24/10/2018

劉倩珩 兒童B組 卓藝畫廊 季軍 24/10/2018

袁翰麟 兒童B組 卓藝畫廊 季軍 24/10/2018

郭海嵐 兒童B組 卓藝畫廊 優異

袁嬉恩 兒童B組 卓藝畫廊 優異

謝伊程 兒童B組 卓藝畫廊 優異

羅頌恩 兒童B組 藝術幼苗Art Farm(麗港城) 優異

黃婉恩 兒童B組 卓藝畫廊 優異

譚安蕎 兒童B組 嘉諾撒聖方濟各學校 創作畫室 優異

姓名 組別 學校名稱 指導中心 指導老師 成績 展覽日期

曾昊謙 兒童A組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冠軍 1/11/2018

 陳倩茹 兒童A組 B&M藝術中心 亞軍 1/11/2018

周以恆 兒童A組 油麻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 \ 亞軍 1/11/2018

譚茵名 幼兒B組 意美畫室 季軍 1/11/2018

陳峻烯 幼兒B組 意美畫室 季軍 1/11/2018

楊梓渝 兒童A組 B&M藝術中心 季軍 1/11/2018

周容博 幼兒B組 英華小學 \ 優異

劉軒如 兒童A組 B&M藝術中心 優異

朱忻善 兒童A組 青苗琴行 優異

陸美頤 兒童B組 卓藝畫廊 卓娜 冠軍 1/11/2018

朱樂怡 兒童B組 卓藝畫廊 亞軍 1/11/2018

陳姿盈 兒童B組 B&M藝術中心 亞軍 1/11/2018

梁穎妍 兒童B組 鳳溪創新小學 季軍 1/11/2018

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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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俊熹 兒童B組 卓藝畫廊 季軍 1/11/2018

謝福洋 兒童B組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優異

楊諾軒 兒童B組 B&M藝術中心 優異

盧彥妤 兒童B組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優異

俞韋成 兒童B組 意美畫室 優異

李威廉 兒童B組 鳳溪創新小學 優異

張筱彤 少年A組 B&M藝術中心 徐光仁 冠軍 1/11/2018

卓寶盈 少年B組 福建中學 亞軍 1/11/2018

楊洛兒 少年A組 B&M藝術中心 季軍 1/11/2018

周至昊 少年A組 大郡藝術工作室 優異

陳星雨 少年A組 B&M藝術中心 優異

姓名 組別 學校名稱 指導中心 指導老師 成績 展覽日期

翁綽言 兒童A組 主道體藝研習社 植浩星 冠軍 1/11/2018

譚晞琳 幼兒B組 主道體藝研習社 亞軍 1/11/2018

黃知行 兒童A組 主道體藝研習社 季軍 1/11/2018

葉洺涁 兒童A組 主道體藝研習社 季軍 1/11/2018

趙一匡 兒童A組 主道體藝研習社 優異

劉凱悅 兒童A組 主道體藝研習社 優異

林柏喬 兒童A組 主道體藝研習社 優異

曾曉程 兒童B組 同藝坊 黃彩珠 冠軍 1/11/2018

黃樂天 兒童B組 主道體藝研習社 亞軍 1/11/2018

周濼芯 兒童B組 同藝坊 亞軍 1/11/2018

羅諾柔 兒童B組 主道體藝研習社 季軍 1/11/2018

劉寶言 兒童B組 同藝坊 季軍 1/11/2018

劉寶誼 兒童B組 同藝坊 季軍 1/11/2018

袁逸杉 兒童B組 大郡藝術工作室 優異

何𨪜𣾷 兒童B組 主道體藝研習社 優異

梁樂山 兒童B組 主道體藝研習社 優異

朱浚濠 兒童B組 主道體藝研習社 優異

楊卓恩 兒童B組 主道體藝研習社 優異

趙禹程 兒童B組 大郡藝術工作室 優異

馬嘉藝 少年A組 同藝坊 黃彩珠 冠軍 1/11/2018

鄧啓情 少年A組 主道體藝研習社 亞軍 1/11/2018

雷嘉玲 少年A組 同藝坊 季軍 1/11/2018

黃玥 少年B組 同藝坊 季軍 1/11/2018

楊沛甄 少年A組 主道體藝研習社 季軍 1/11/2018

林曉敏 少年A組 同藝坊 優異

陳晉陞 少年A組 同藝坊 優異

劉君然 少年A組 同藝坊 優異

姓名 組別 學校名稱 指導中心 指導老師 成績 展覽日期

劉德諾 幼兒A組 金巴倫英文幼兒園 秦咏 冠軍 24/10/2018

呂浩鋒 少年A組 啟思中學 亞軍 24/10/2018

唐樂澄 兒童B組 聖母小學 季軍 24/10/2018

張嘉瑜 兒童B組 太古小學 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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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組或者少於四人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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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展覽及獎杯、獎牌、證書、作品領取方法及其他事宜:

1)是次大賽:冠軍、亞軍及季軍的作品於2018年10月23日(星期二)、10月24日(星期三)及11月1日(星期四)
                                在香港尖沙嘴文化中心E1和 E2展覽大堂展出
 展出時間為上午十時至下午八時半 ( 10:00 am - 8:30 pm )
 由於是次比賽參賽學生眾多, 而文化中心展覽場地有限, 是次展覽只展出- 冠, 亞, 季之作品及作品將會分別分組展出。
 請各位冠, 亞, 季得獎者及家長需留意:《冠, 亞, 季 得獎者成績旁的展覽日期, 此作品只會在此日期展出》

 2018年10月23日(星期二)展出: 水粉/水彩/粉彩作品的:兒童A組、B組及少年A、B組
 2018年10月24日(星期三)展出: 油畫、工藝畫、攝影作品及水粉/水彩/粉彩作品的: 幼兒A組、B組
 2018年11月1日(星期四)展出:  兒童畫、素描、中國畫、書法、漫畫作品

 是次展覽展出- 冠, 亞, 季之作品, 其他獎項的作品將不會展出

書法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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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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10日至12月20日在香港當代藝術學院領取,
   領取時,個人:必須出示得獎者的學生証/學生手冊/身份資料副本.

   領取地址:九龍紅磡民裕街37-45號凱旋工商中心1期8樓C2室.

3) 請各位参賽者/家長/中心團體負責人細心核對優勝者名單上參賽者的姓名, 及冠軍導師的姓名,
   所有証書會跟据此名單. 如有誤差,請於2018年10月20日前以E-mail或短訊致5366 2558通知.

4) 團體獎項:獲得"藝術教育榮譽獎" 證書的學校/團體,及獲得"最佳指導老師"獎的導師,證書將與學生證書一同派發

大會衷心感謝各學院/校、中心、團體.對此次比賽的大力支持及勇躍參與 ( 排名不分先後)
卓藝畫廊、田之創作室、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This Is Art Creative Studio、童藝舍、VkidS Creative 兩點水工作室、B&M藝術中心、覓藝坊、

The Art Class 美術堂、藝術幼苗Art Farm、 聖馬可堂白普理幼稚園、硯田閣畫 、Sunny Garden Smart Kids Centre、達芬奇教室、 瑩美創意、

香港國際小燕畫院、Nice Studio、OCEAN ART海洋創作畫室、Ms.Mandy Wong、Free Art Work Shop、Small Kids Big Art Center、Smart Studio、

主道體藝研習社、3L Music Paper Drawing Class、童畫創作室 Kids Drawing Workshop、Constance Lam、卓爾畫室、悅畫悅趣、 Only Arts Studio、

黃埔宣道小學、大群藝術工作室、同藝坊、演奏音樂藝術中心、C·Gallery、眾畫坊、文娜雅拔國際幼兒園及幼稚園、Art Always Innovation Centre、

The Fun Cheer Learning Ctr、青苗琴行、意美畫室、Music Art Profession Academy、Greenery Music Ltd、至醒學群、樂天音樂藝術中心

香港布廠商會教育中心、創作畫室、博文學藝中心、Color Smarties Education Centre、GooArtLand、Leaps & Bounds、YArt Workshop、豆丁畫室、

Sunshine Creative Art Studio、Manna Creative Studio、Art Workshop、小王子音樂教室、生活藝術有限公司、西具畫室、一學趣教育中心、

菁陽孩子教室、逸軒書畫藝術中心、 尖子室小圓圈藝術課程、品風鋼琴音樂學院

香港當代藝術學院
e-mail: inquiry@hkaca.com.hk
查詢電話:  23896255 / 27746255
辦公時間: 星期一: 10:00 am 至 2:00pm
          星期二至星期六10.00am- 1:00pm, 2:00- 7:00pm
          公眾假期休息

   中心/團體代取:出示公司BR副本或携帶公司章簽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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