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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銳澄 幼兒A組 \ Nice Studio Flora Cheung 冠軍 2021年11月16日

楊洺綸 幼兒A組 \ 兩點水工作室 梁菀文 冠軍 2021年11月16日

鍾卓誠 幼兒A組 \ Fancy Art Studio Limited 冠軍 2021年11月16日

梁展瑋 幼兒A組 \ 小星星創作園地 星星老師 冠軍 2021年11月16日

李籽澄 幼兒A組 \ 小星星創作園地 星星老師 冠軍 2021年11月16日

周洛希 幼兒A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Carey Lam 冠軍 2021年11月16日

劉子彤 幼兒A組 \ Nice Studio Flora Cheung 冠軍 2021年11月16日

邱耀華 幼兒A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Rachel Sem 冠軍 2021年11月16日

LAM NGA MAN 幼兒A組 \ Miss Oreo Studio CHAO KAM YAN GLORIA 冠軍 2021年11月16日

袁睿康 幼兒A組 \ Art Farm (麗港城) Jacky Liu 冠軍 2021年11月16日

尹鈞御 幼兒A組 \ Artist Mind 創匯藝術教室 Lau Wing Kei 冠軍 2021年11月16日

李藹樺 幼兒A組 \ Nice Studio 亞軍 2021年11月16日

林禧宜 幼兒A組 \ Nice Studio 亞軍 2021年11月16日

柳卓熙 幼兒A組 \ Nice Studio 亞軍 2021年11月16日

陳芯玥 幼兒A組 \ 西洋畫室 亞軍 2021年11月16日

黃奕心 幼兒A組 \ 兩點水工作室 亞軍 2021年11月16日

羅頌祈 幼兒A組 \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亞軍 2021年11月16日

蔡耀樂 幼兒A組 \ 樂恩藝術中心 亞軍 2021年11月16日

湯牧謙 幼兒A組 \ Fancy Art Studio Limited 亞軍 2021年11月16日

雷芯悠 幼兒A組 \ 小星星創作園地 亞軍 2021年11月16日

祝睿琳 幼兒A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亞軍 2021年11月16日

王凱彤 幼兒A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亞軍 2021年11月16日

林阡悅 幼兒A組 嘉諾撒聖心幼稚園 Little Kate Art center 亞軍 2021年11月16日

吳子誦 幼兒A組 朗思國際幼稚園 (馬鞍山) 亞軍 2021年11月16日

危庭希 幼兒A組 \ Froggies CatLLeRY 亞軍 2021年11月16日

AU WING YUET 幼兒A組 \ Miss Oreo Studio 亞軍 2021年11月16日

LAM HEI TUNG 幼兒A組 \ Miss Oreo Studio 亞軍 2021年11月16日

麥翔竣 幼兒A組 \ Art Farm (麗港城) 亞軍 2021年11月16日

吳子嫣 幼兒A組 \ Nice Studio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劉芊悦 幼兒A組 \ Nice Studio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劉昭彤 幼兒A組 \ Nice Studio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鍾欣朗 幼兒A組 \ Nice Studio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楊凱喬 幼兒A組 \ 兩點水工作室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陳浩政 幼兒A組 \ 兩點水工作室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蕭子睿 幼兒A組 \ 兩點水工作室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林芷萱 幼兒A組 \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梁睎璇 幼兒A組 \ 樂恩藝術中心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操之休 幼兒A組 \ Fancy Art Studio Limited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王婧潼 幼兒A組 \ 小月亮創作室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吳子柔 幼兒A組 \ 小月亮創作室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李洲華 幼兒A組 \ 眾畫坊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王凱晴 幼兒A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黃君柔 幼兒A組 根德園幼稚園 Aaliyah Art Studio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Kathleen Lydia Mong 幼兒A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林蘭牧 幼兒A組 CCKG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朱俊彥 幼兒A組 北角衛理堂幼稚園 Art Moment Creative Studio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何晞晴 幼兒A組 \ Froggies CatLLeRY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CHEUK HON LAM 幼兒A組 \ Miss Oreo Studio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梁樂霖 幼兒A組 \ Nice Studio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张悉惜 幼兒A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YUNG SHU KIU 幼兒A組 \ Miss Oreo Studio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林君言 幼兒A組 \ Art Farm (匯景)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戴梓詠 幼兒A組 \ Artist Mind 創匯藝術教室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余沛螢 幼兒A組 \ 維思教室(中環)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戚峻睿 幼兒A組 \ Nice Studio 優異
羅蔚思 幼兒A組 \ 趣意畫坊 Fanny's Art 優異
許美喬 幼兒A組 \ Nice Studio 優異
黃筱藍 幼兒A組 \ Nice Studio 優異
周學致 幼兒A組 聖公會幼稚園 Art Moment Creative Studio 優異
池奕諺 幼兒A組 GIS - 優異
葉心頤 幼兒A組 \ Nice Studio 優異
鈴木善 幼兒A組 \ Nice Studio 優異
謝智朗 幼兒A組 \ Nice Studio 優異
尹鎧翹 幼兒A組 \ Nice Studio 優異
陳穎妤 幼兒A組 香港培道小學幼稚園 Art Vacation 優異
江逸桐 幼兒A組 \ 西洋畫室 優異
鄭琛頤 幼兒A組 \ 兩點水工作室 優異
林惠淇 幼兒A組 \ 兩點水工作室 優異
羅樂晴 幼兒A組 \ 兩點水工作室 優異
蔣曉禔 幼兒A組 \ 兩點水工作室 優異
王俙晴 幼兒A組 \ 兩點水工作室 優異
陳韻淇 幼兒A組 \ 卓爾藝術教育中心 優異
余汶恩 幼兒A組 \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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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信霖 幼兒A組 \ 樂恩藝術中心 優異
區瑋婷 幼兒A組 \ 小星星藝術中心 優異
徐柏睿 幼兒A組 \ 小月亮創作室 優異
徐雅妍 幼兒A組 \ 小月亮創作室 優異
李姵妍 幼兒A組 \ 小月亮創作室 優異

Paige Madison Cohen 幼兒A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優異
顏頌依 幼兒A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優異
陳睿燊 幼兒A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優異
邱耀德 幼兒A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優異
楊溢希 幼兒A組 劍鳴幼稚園 優異
陳笑頤 幼兒A組 國際英文幼稚園 優異
雷雪瑩 幼兒A組 St Catherine’s Vkids creative 優異
黃㇐心 幼兒A組 智樂坊 優異
郭詠㇐ 幼兒A組Creative Primary School's Kindergarten 優異
郭俊謙 幼兒A組 民生幼稚園 Aaliyah Art Studio 優異
陳臻洛 幼兒A組 \ Froggies CatLLeRY 優異
胡熙琳 幼兒A組 \ Froggies CatLLeRY 優異

 CHAN HEI CHUN 幼兒A組 \ Miss Oreo Studio 優異
TSE JAC 幼兒A組 \ Miss Oreo Studio 優異

YIP CHIN YAU 幼兒A組 \ Miss Oreo Studio 優異
TO LOK TING 幼兒A組 \ Miss Oreo Studio 優異
李芯柔 幼兒A組 \ Ms Mandy Wong 優異
陳以仁 幼兒A組 \ 趣意畫坊 Fanny's Art 優異
劉銘彥 幼兒A組 \ 趣意畫坊 Fanny's Art 優異
張梓宏 幼兒A組 \ 趣意畫坊 Fanny's Art 優異
鄧皓文 幼兒A組 \ Art Farm (將軍澳) 優異
葉祐婷 幼兒A組 \ Art Farm (麗港城) 優異
張聿喬 幼兒A組 \ Art Farm (麗港城) 優異
吳泇澄 幼兒A組 \ Nice Studio 良好
關梓滶 幼兒A組 \ Nice Studio 良好
池玥霏 幼兒A組 \ 兩點水工作室 良好
陳尚鍏 幼兒A組 大埔循道衛理幼稚園 \ 良好
黃敏迪 幼兒A組 \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良好
陳希瑜 幼兒A組 \ 小星星藝術中心 良好
周貝頣 幼兒A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良好
王翊珈 幼兒A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良好
蔡祉聆 幼兒A組 香港真光中學幼稚園 良好
黄爾荍 幼兒A組 德望 良好
董紋妤 幼兒A組 \ 趣意畫坊 Fanny's Art 良好
吳晞瑜 幼兒A組 \ 創藝堡壘兒童藝術中心creative castle 良好

鄭焯瑩 幼兒B組 \ Nice Studio Flora Cheung 冠軍 2021年11月16日

劉熹晨 幼兒B組 \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梁子恩老師 冠軍 2021年11月16日

陳道昭 幼兒B組 \ 小月亮創作室 汶汶老師 冠軍 2021年11月16日

蘇美霖 幼兒B組 \ Nice Studio Flora Cheung 冠軍 2021年11月16日

劉樂希 幼兒B組 \ 兩點水工作室 謝艷婷 冠軍 2021年11月16日

賴美穎 幼兒B組 \ 卓爾藝術教育中心 鄧老師 冠軍 2021年11月16日

李懷晞 幼兒B組 \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梁子恩老師 冠軍 2021年11月16日

唐柔謙 幼兒B組 \ Fancy Art Studio Limited Daisy Ding 冠軍 2021年11月16日

劉芷希 幼兒B組 \ The Art Class Lai Sam Fan 冠軍 2021年11月16日

楊靖 幼兒B組 \ 趣意畫坊 Fanny's Art Fanny Ho 冠軍 2021年11月16日

關煦莎 幼兒B組 \ Artist Mind 創匯藝術教室 Lau Wing Kei 冠軍 2021年11月16日

李和樺 幼兒B組 \ Nice Studio 亞軍 2021年11月16日

周樂澄 幼兒B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亞軍 2021年11月16日

林晉灝 幼兒B組 \ Nice Studio 亞軍 2021年11月16日

楊懿嘉 幼兒B組 Harrow International School Personal Tutor 亞軍 2021年11月16日

梁文彥 幼兒B組 \ Nice Studio 亞軍 2021年11月16日

莫凱喬 幼兒B組 \ 兩點水工作室 亞軍 2021年11月16日

藍心妤 幼兒B組 \ 卓爾藝術教育中心 亞軍 2021年11月16日

黃思涵 幼兒B組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亞軍 2021年11月16日

郭懿漫 幼兒B組 \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亞軍 2021年11月16日

胡靖琳 幼兒B組 \ 優Art藝術 亞軍 2021年11月16日

吳清璇 幼兒B組 \ Fancy Art Studio Limited 亞軍 2021年11月16日

吳思行 幼兒B組 \ 小月亮創作室 亞軍 2021年11月16日

廖蔚森 幼兒B組 \ 小星星創作園地 亞軍 2021年11月16日

陳昱晴 幼兒B組 \ The Art Class 亞軍 2021年11月16日

梁子滔 幼兒B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亞軍 2021年11月16日

莫曉霖 幼兒B組 遵道幼稚園 亞軍 2021年11月16日

吳樂瀅 幼兒B組 \ Art Farm (匯景) 亞軍 2021年11月16日

吳子睿 幼兒B組 港大同學會小學 亞軍 2021年11月16日

文昭懿 幼兒B組 \ Artist Mind 創匯藝術教室 亞軍 2021年11月16日

戴展呈 幼兒B組 基督教神召會梁省德小學 亞軍 2021年11月16日

施達謙 幼兒B組 \ Artist Mind 創匯藝術教室 亞軍 2021年11月16日

方珮琦 幼兒B組 \ Nice Studio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林彥晞 幼兒B組 \ Nice Studio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賴睿行 幼兒B組 \ 小星星創作園地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段奕辰 幼兒B組 \ Nice Studio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麥天諾 幼兒B組 \ Nice Studio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廖知秋 幼兒B組 \ Nice Studio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湯舒然 幼兒B組 \ 兩點水工作室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馬博弦 幼兒B組 \ 兩點水工作室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傅淖妍 幼兒B組 \ 卓爾藝術教育中心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黃承林 幼兒B組 \ 小圓圈藝術課程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陳祉辰 幼兒B組 \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陳靜翹 幼兒B組 \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陳冠明 幼兒B組 \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陳希瑜 幼兒B組 \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張清虹 幼兒B組 \ Fancy Art Studio Limited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李芷萱 幼兒B組 \ Fancy Art Studio Limited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杜苡晴 幼兒B組 \ The Art Class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陳爾翹 幼兒B組 \ Picground Kids Gallery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馬梓凝 幼兒B組 \ 小月亮創作室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沈柏賢 幼兒B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凌卓立 幼兒B組 根德園幼稚園 Aaliyah Art Studio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歐佩思 幼兒B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王翊晉 幼兒B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陳紫晴 幼兒B組 ELCHK Lutheran School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許晴昊 幼兒B組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Art Moment Creative Studio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文銘唯 幼兒B組 \ Froggies CatLLeRY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羅允孜 幼兒B組 \ Art Farm (匯景)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林貝珈 幼兒B組 \ 趣意畫坊 Fanny's Art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李智恩 幼兒B組 \ Artist Mind 創匯藝術教室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周律言 幼兒B組 \ Nice Studio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陳梓穎 幼兒B組 \ Artist Mind 創匯藝術教室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劉雅晴 幼兒B組 \ Artist Mind 創匯藝術教室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王冠堯 幼兒B組 \ 維思教室(中環)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陳沁妍 幼兒B組 \ \ 優異
李懿恩 幼兒B組 \ Nice Studio 優異
林 屾 幼兒B組 \ Nice Studio 優異
黃家鈺 幼兒B組 \ 眾畫坊 優異
胡愷晴 幼兒B組 \ Nice Studio 優異
楊焯稀 幼兒B組 \ Nice Studio 優異
劉希晴 幼兒B組 \ Nice Studio 優異

Wong Tsz Nok 幼兒B組 \ Aplus Universal Art Studio 優異
劉芊悠 幼兒B組 \ Nice Studio 優異
鄭善尤 幼兒B組 \ 森研藝社 優異
鍾子晴 幼兒B組 \ Nice Studio 優異
魏苡晴 幼兒B組 \ Nice Studio 優異
關梓炫 幼兒B組 \ Nice Studio 優異
吳旻瑜 幼兒B組 \ Da Vinci Art Room 優異
郭穎錤 幼兒B組 \ 兩點水工作室 優異
吳曦兒 幼兒B組 \ 兩點水工作室 優異
梁家銘 幼兒B組 \ 兩點水工作室 優異
陸雋恩 幼兒B組 \ 兩點水工作室 優異
莊浩銘 幼兒B組 \ 卓爾藝術教育中心 優異
曹敬謙 幼兒B組 \ 卓爾藝術教育中心 優異
郭亦嵐 幼兒B組 仁德天主教小學 \ 優異
吳夏奈 幼兒B組 \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優異
陳渃喬 幼兒B組 \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優異
王翊晉 幼兒B組 \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優異

Seth J Yiu 幼兒B組 \ Aplus Universal Art Studio 優異
張熙愛 幼兒B組 \ Fancy Art Studio Limited 優異
劉怡墨 幼兒B組 \ Fancy Art Studio Limited 優異
陳祉僖 幼兒B組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School \ 優異
鄧旨雅 幼兒B組 \ The Art Class 優異

Yiu Hoi Ki 幼兒B組 \ Mo Love And Kids Draw 優異
何沛榆 幼兒B組 \ 眾畫坊 優異
劉倬維 幼兒B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優異
簡瑋伶 幼兒B組 \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優異
丁梓童 幼兒B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優異

Charlotte Tin 幼兒B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優異
陳鍏霆 幼兒B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優異
黃秀玟 幼兒B組 Kellett School NA 優異
吳紫睿 幼兒B組 北角衛理堂幼稚園 Art Moment Creative Studio 優異
葉子墨 幼兒B組 \ Froggies CatLLeRY 優異
盧捷男 幼兒B組 \ Froggies CatLLeRY 優異
田佳宜 幼兒B組 \ Art Farm (匯景) 優異
林司渝 幼兒B組 \ Art Farm (匯景) 優異
陳以諾 幼兒B組 \ 趣意畫坊 Fanny's Art 優異
陳睿珈 幼兒B組 \ Art Farm (將軍澳) 優異
嚴文樂 幼兒B組 \ Artist Mind 創匯藝術教室 優異
莊正謙 幼兒B組 \ Artist Mind 創匯藝術教室 優異
潘梓熙 幼兒B組 \ Artist Mind 創匯藝術教室 優異
吳雅妍 幼兒B組 \ Artist Mind 創匯藝術教室 優異
王心兒 幼兒B組 \ Artist Mind 創匯藝術教室 優異
危櫟樺 幼兒B組 \ Artist Mind 創匯藝術教室 優異
吳心萓 幼兒B組 \ Nice Studio 良好
陳明諄 幼兒B組 \ Nice Studio 良好



黎信曦 幼兒B組 \ 兩點水工作室 良好
劉熙桓 幼兒B組 \ 卓爾藝術教育中心 良好
高曉醞 幼兒B組 黃埔宣道小學 \ 良好
張祐曦 幼兒B組 \ 小圓圈藝術課程 良好
陳栢逸 幼兒B組 維多利亞幼稚園 \ 良好
張淽睿 幼兒B組 \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良好
黃悅言 幼兒B組 \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良好
梁昊楓 幼兒B組 \ 樂恩藝術中心 良好
呂婕寧 幼兒B組 \ Fancy Art Studio Limited 良好
譚子瑤 幼兒B組 \ Artin Creative Workshop 良好
石焯賢 幼兒B組 \ 小月亮創作室 良好
陳道穆 幼兒B組 \ 小月亮創作室 良好
 周禮軒 幼兒B組 \ 小月亮創作室 良好
古靜曈 幼兒B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良好
祝皓彥 幼兒B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良好

李詩柔 兒童A組 \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譚妙玲主任 冠軍 2021年11月16日

馬梓雲 兒童A組 \ 兩點水工作室 陳安娜 冠軍 2021年11月16日

湛心柔 兒童A組 \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梁子恩老師 冠軍 2021年11月16日

馮銘言 兒童A組 \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梁子恩老師 冠軍 2021年11月16日

方家熙 兒童A組 \ 卓藝畫廊 卓娜 冠軍 2021年11月16日

陳海寧 兒童A組 \ Fancy Art Studio Limited MA Roucheng 冠軍 2021年11月16日

黃熙恩 兒童A組 \ Artin Creative Workshop Artin Wong 冠軍 2021年11月16日

吳天恩 兒童A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Rachel Sem 冠軍 2021年11月16日

勞恬兒 兒童A組 \ Art Farm (將軍澳) Jacky Liu 冠軍 2021年11月16日

王凱琳 兒童A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Rachel Sem 冠軍 2021年11月16日

陳煦悦 兒童A組 \ Froggies CatLLeRY Wiki Leung 冠軍 2021年11月16日

莊希曈 Cheong Hei Tung 兒童A組 \ Aplus Universal Art Studio 鄔嫡柯 冠軍 2021年11月16日

施玥晞 兒童A組 \ Art Farm (麗港城) 亞軍 2021年11月16日

容墁均 兒童A組 \ The Art Class 亞軍 2021年11月16日

陳可兒 兒童A組 \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亞軍 2021年11月16日

楊俊傑 兒童A組 \ 兩點水工作室 亞軍 2021年11月16日

唐家烺 兒童A組 \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亞軍 2021年11月16日

黃芯悠 兒童A組 \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亞軍 2021年11月16日

許如雙 兒童A組 \ 卓藝畫廊 亞軍 2021年11月16日

Cheung Sum Yu Vania 兒童A組 \ Aplus Universal Art Studio 亞軍 2021年11月16日

周嘉桐 兒童A組 \ Fancy Art Studio Limited 亞軍 2021年11月16日

陳紫岐 兒童A組 \ Artist Mind 創匯藝術教室 亞軍 2021年11月16日

Chu Ching Yin Sharlene 兒童A組 \ Fancy Art Studio Limited 亞軍 2021年11月16日

霍康妮 兒童A組 \ Fancy Art Studio Limited 亞軍 2021年11月16日

郭芯攸 兒童A組 \ Artin Creative Workshop 亞軍 2021年11月16日

鍾至珵 兒童A組 \ Artin Creative Workshop 亞軍 2021年11月16日

李洲平 兒童A組 \ 眾畫坊 亞軍 2021年11月16日

李在林 兒童A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亞軍 2021年11月16日

楊梓榆 兒童A組 \ Art Farm (將軍澳) 亞軍 2021年11月16日

何㇐宏 兒童A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亞軍 2021年11月16日

黃韻而 兒童A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亞軍 2021年11月16日

鍾琳 兒童A組 保良局馮晴紀念小學 亞軍 2021年11月16日

黃智燊 兒童A組 宣道會劉平齋紀念國際學校 亞軍 2021年11月16日

潘睿昕 兒童A組 \ Froggies CatLLeRY 亞軍 2021年11月16日

羅曉桐 兒童A組 \ Art Farm (將軍澳) 亞軍 2021年11月16日

劉心穎 兒童A組 \ Artist Mind 創匯藝術教室 亞軍 2021年11月16日

曹希慈 兒童A組 \ 維思教室(中環) 亞軍 2021年11月16日

林結希 兒童A組 \ 小星星創作園地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黃靖喜 兒童A組 \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譚子悠 兒童A組 \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蕭子月 兒童A組 \ 兩點水工作室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何昀螢 兒童A組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ARTTRA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黃傲雪 兒童A組 \ 兩點水工作室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莊明慧 兒童A組 \ 卓爾藝術教育中心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鄺嘉蕎 兒童A組 \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宋穎欣 兒童A組 \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嚴子淳 兒童A組 \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岑卓琳 兒童A組 \ 森研藝社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黃悅丞 兒童A組 \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李淳曦 兒童A組 \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葉樂途 兒童A組 \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黃浩陽 兒童A組 \ 卓藝畫廊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林靜兒 兒童A組 \ 卓藝畫廊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Choi Tsz Lam 兒童A組 \ Aplus Universal Art Studio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Tse Ching Laam 兒童A組 \ 優Art藝術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焦樂群 兒童A組 \ Fancy Art Studio Limited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陳霖澔 兒童A組 \ Fancy Art Studio Limited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劉梓涵 兒童A組 \ Fancy Art Studio Limited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韓敏言 兒童A組 \ Art Farm (將軍澳)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江凱淇 兒童A組 天水圍官立小學 育藝園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俞喬昕 兒童A組 \ Fancy Art Studio Limited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倉琋喬 兒童A組 \ Fancy Art Studio Limited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李志燁 兒童A組 \ Fancy Art Studio Limited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梁心曦 兒童A組 \ Artin Creative Workshop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梁心曦 兒童A組 \ Artin Creative Workshop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鄭芷盈 兒童A組 \ Mo Love And Kids Draw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陳奕翹 兒童A組 \ Picground Kids Gallery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梅琋瑜 兒童A組 \ 小月亮創作室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羅曉恩 兒童A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張靖妍 兒童A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梁嘉文 兒童A組 \ 創藝堡壘兒童藝術中心creative castle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梅瑋云 兒童A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謝㇐諾 兒童A組 \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張正愷 兒童A組 \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梅朗瑜 兒童A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譚懿亭 兒童A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郭柏朗 兒童A組 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吳晞朗 兒童A組 \ Froggies CatLLeRY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NG HOI NAM 兒童A組 \ Miss Oreo Studio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曾以蕎 兒童A組 \ Art Farm (將軍澳)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梁懿昕 兒童A組 \ Artist Mind 創匯藝術教室 季軍 2021年11月16日

馬善珩 兒童A組 \ Nice Studio 優異
張希銘 兒童A組 \ Artin Creative Workshop 優異
黃莉 兒童A組 \ Nice Studio 優異
蔡信希 兒童A組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Two Stops Studio 優異
吳思聖 兒童A組 \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優異
陳昱希 兒童A組 \ The Art Class 優異
譚雅之 兒童A組 \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優異

Pun Shun Hei 兒童A組 \ Aplus Universal Art Studio 優異
吳學豐 兒童A組 \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優異
方富軒 兒童A組 \ 兩點水工作室 優異
歐嘉溋 兒童A組 \ 穎蔓畫室 優異
方富俊 兒童A組 \ 兩點水工作室 優異
施柏豪 兒童A組 葛量洪校友會黃埔學校 傑藝畫室 優異
蔡靖翹 兒童A組 路德會梁鉅鏐小學 \ 優異
喬子瑩 兒童A組 \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優異
林兆敏 兒童A組 \ Da Vinci Art Room 優異
沈柏薪 兒童A組 \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優異
莫芷嫣 兒童A組 \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優異
鍾日朗 兒童A組 \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優異
黃洛琳 兒童A組 \ 森研藝社 優異
馬浚哲 兒童A組 \ 小星星創作園地 優異
馬浚日 兒童A組 \ 小星星創作園地 優異
吳懿翹 兒童A組 \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優異
徐栢昊 兒童A組 \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優異
吳梓源 兒童A組 \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優異
郭藹瑤 兒童A組 \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優異
陳芷茵 兒童A組 \ 卓藝畫廊 優異
郭海楓 兒童A組 \ 卓藝畫廊 優異
鄒寶君 兒童A組 \ B&M 藝術中心 優異
何玥瑩 兒童A組 \ B&M 藝術中心 優異

Tse Hau Laam 兒童A組 \ 優Art藝術 優異
張新雨 兒童A組 \ Fancy Art Studio Limited 優異
楊簡夏 兒童A組 \ Fancy Art Studio Limited 優異
趙晟堯 兒童A組 \ Fancy Art Studio Limited 優異

Jamie Chow 兒童A組 \ Fancy Art Studio Limited 優異
石靖淇 兒童A組 \ Fancy Art Studio Limited 優異
何修桐 兒童A組 \ Fancy Art Studio Limited 優異
倉琋愛 兒童A組 \ Fancy Art Studio Limited 優異
賀志淳 兒童A組 \ Fancy Art Studio Limited 優異
伍卓叡 兒童A組 獻主會聖馬善樂小學 \ 優異
王冠智 兒童A組 般咸道官立小學 \ 優異
黃熙恩 兒童A組 \ Artin Creative Workshop 優異
朱灝康 兒童A組 \ Artin Creative Workshop 優異
揭天蘊 兒童A組 \ Artin Creative Workshop 優異
陳思羽 兒童A組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 優異
郭恩悦 兒童A組 \ Mo Love And Kids Draw 優異
林弘約 兒童A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優異
黃信銘 兒童A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優異
孔穎琳 兒童A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優異
唐梓婷 兒童A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優異
駱梓澄 兒童A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優異
黃昭穎 兒童A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優異
陳朗悦 兒童A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優異
黃筱恩 兒童A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優異
溫可馨 兒童A組 保良局朱正賢小學 優異
蔡承恩 兒童A組 真道書院 優異
潘睿曦 兒童A組 \ Froggies CatLLeRY 優異

TAM WAI WO 兒童A組 \ Miss Oreo Studio 優異
蔡沅喬 兒童A組 \ Art Farm (匯景) 優異
黃悅銘 兒童A組 \ Art Farm (匯景) 優異
邱俊塱 兒童A組 \ Art Farm (將軍澳) 優異



麥懿蕎 兒童A組 \ Artist Mind 創匯藝術教室 優異
劉梓晉 兒童A組 \ Aaliyah Art Studio 優異
彭睿璽 兒童A組 培僑書院 \ 良好
吳蕊聖 兒童A組 \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良好
陳炘妤 兒童A組 大埔崇德黃建常紀念學校 \ 良好
董筱彤 兒童A組 \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良好
陳孜泓 兒童A組 \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良好
黎芓瑩 兒童A組 \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良好
范佑康 兒童A組 \ 卓藝畫廊 良好
張藝楚 兒童A組 \ 研創藝術中心 良好
吳梓朗 兒童A組 \ Artin Creative Workshop 良好
盧熙文 兒童A組 \ 森研藝社 良好
柳芊雪 兒童A組 \ Artin Creative Workshop 良好
黃詩婷 兒童A組 \ 小月亮創作室 良好
陳柏熙 兒童A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良好
 古鎧榮 兒童A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良好
鄭希柔 兒童A組 天水圍天主教小學 企鵝畫室 良好
蔡祉昕 兒童A組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良好
盧柏誠 兒童A組 \ 森研藝社 良好
曾珈悠 兒童A組 \ Froggies CatLLeRY 良好
謝沛諭 兒童A組 \ Art Farm (麗港城) 良好
謝濬琳 兒童A組 \ 維思教室(中環) 良好

蘇美諭 兒童B組 \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譚妙玲主任 冠軍 2021年11月17日

張凱悠 兒童B組 \ 卓藝畫廊 卓娜 冠軍 2021年11月17日

胡家寶 兒童B組 \ Artin Creative Workshop Artin Wong 冠軍 2021年11月17日

張綽珈 兒童B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Carey Lam 冠軍 2021年11月17日

秦樂晴 兒童B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Rachel Sem 冠軍 2021年11月17日

李曉茹 兒童B組 \ Froggies CatLLeRY Wiki Leung 冠軍 2021年11月17日

黎柰雪 兒童B組 \ Ms Mandy Wong 王兆敏 冠軍 2021年11月17日

楊芊芊 兒童B組 \ 大郡藝術工作室 趙志軍 冠軍 2021年11月17日

黃睿琳 兒童B組 \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亞軍 2021年11月17日

陳力予 兒童B組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創作畫室 Ray&Ricky's Workshop 亞軍 2021年11月17日

梁憲彰 兒童B組 \ 卓藝畫廊 亞軍 2021年11月17日

陳心予 兒童B組 港大同學會書院 創作畫室 Ray&Ricky's Workshop 亞軍 2021年11月17日

侯逸晴 兒童B組 \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亞軍 2021年11月17日

莫詠嵐 兒童B組 \ 卓藝畫廊 亞軍 2021年11月17日

陳亮宇 兒童B組 \ The Art Class 亞軍 2021年11月17日

葉君蕎 兒童B組 \ 卓藝畫廊 亞軍 2021年11月17日

Chan Wing Nan 兒童B組 \ Aplus Universal Art Studio 亞軍 2021年11月17日

Chan Hoi Kiu 兒童B組 \ 優Art藝術 亞軍 2021年11月17日

Maxwell Chen Mumm 兒童A組 \ Fancy Art Studio Limited 亞軍 2021年11月17日

許洛 兒童B組 \ Artin Creative Workshop 亞軍 2021年11月17日

莊珈晞 兒童B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亞軍 2021年11月17日

梅瑋麟 兒童B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亞軍 2021年11月17日

林芷韻 兒童B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亞軍 2021年11月17日

譚舒晴 兒童B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亞軍 2021年11月17日

鄭㇐楠 兒童B組 潘道書院 亞軍 2021年11月17日

文梓柔 兒童B組 \ Froggies CatLLeRY 亞軍 2021年11月17日

樓沚澄 兒童B組 \ Ms Mandy Wong 亞軍 2021年11月17日

周子正 兒童B組 \ Art Farm (麗港城) 亞軍 2021年11月17日

歐泳浠 兒童B組 五旬節靳茂生小學 聚妍藝術畫苑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蔡治平 兒童B組 港澳信義會小學 Two Stops Studio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陳恩榮 兒童B組 \ 兩點水工作室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江曼萍 兒童B組 \ 卓藝畫廊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陳康哲 兒童B組 \ 兩點水工作室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黃玥寧 兒童B組 \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江家祈 兒童B組 \ 森研藝社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唐杏榆 兒童B組 \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劉沛楹 兒童B組 \ 卓藝畫廊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吳天恩 兒童B組 \ 卓藝畫廊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黃怡君 兒童B組 \ 卓藝畫廊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許躍藍 兒童B組 \ Fancy Art Studio Limited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王子萱 兒童B組 \ Fancy Art Studio Limited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張鳳婷 兒童B組 曾梅千禧學校 \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陳睿軒 兒童B組 \ Artin Creative Workshop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梁紫詠 兒童B組 \ The Art Class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李昇諭 兒童B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林穎宜 兒童B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李楓悠 兒童B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劉曉林 兒童B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彭頌萱 兒童B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葉家寶 兒童B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馬嘉蔚 兒童B組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明愛中心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戴展揚 兒童B組 播道書院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趙敏言 兒童B組 \ Ms Mandy Wong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劉承縉 兒童B組 \ Ms Mandy Wong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翁卓詩 兒童B組 \ Art Farm (匯景)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徐紫嵐 兒童B組 \ Artist Mind 創匯藝術教室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姚柏瑋 兒童B組 元朗商會小學 \ 優異
黃英通 兒童B組 \ Nice Studio 優異
黃思嵐 兒童B組 \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優異
劉樂晴 兒童B組 \ 兩點水工作室 優異
謝伊程 兒童B組 \ 卓藝畫廊 優異
甄子巽 兒童B組 \ 兩點水工作室 優異
楊晴嵐 兒童B組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美術寶 優異
曾立怡 兒童B組 \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優異
曾樂淘 兒童B組 \ The Art Class 優異
葉朗程 兒童B組 \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優異
梁綺娜 兒童B組 \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優異
余章含 兒童B組 \ 卓藝畫廊 優異
林穎彤 兒童B組 \ 卓藝畫廊 優異
章羡儀 兒童B組 \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優異
陳梓軒 兒童B組 \ 卓藝畫廊 優異
莊梓瑜 兒童B組 \ 卓藝畫廊 優異
葉承希 兒童B組 \ Artin Creative Workshop 優異
江梓謙 兒童B組 \ 卓藝畫廊 優異
張芯瑜 兒童B組 \ 卓藝畫廊 優異
楊泯軒 兒童B組 \ 卓藝畫廊 優異
謝嘉怡 兒童B組 \ 卓藝畫廊 優異

Rene Lam 兒童B組 \ Aplus Universal Art Studio 優異
石靖瑤 兒童B組 \ Fancy Art Studio Limited 優異
李卓源 兒童B組 \ Fancy Art Studio Limited 優異
柯欣彤 兒童B組 沙田官立小學 Glow藝術畫廊 優異
葉天晴 兒童B組 \ 小星星創作園地 優異
魏梓熹 兒童B組 \ 小星星創作園地 優異
楊凱欣 兒童B組 \ Artin Creative Workshop 優異
鄧恩健 兒童B組 \ Artin Creative Workshop 優異
游凱晴 兒童B組 \ Artin Creative Workshop 優異
余正翹 兒童B組 \ Artin Creative Workshop 優異
謝宗賜 兒童B組 \ 眾畫坊 優異
黃靖心 兒童B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優異
黃謙 兒童B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優異
馮千千 兒童B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優異
李㇐猷 兒童B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優異
何㇐樂 兒童B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優異
譚琬澄 兒童B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優異
譚楚穎 兒童B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優異
周璟駿 兒童B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優異
陳㇐心 兒童B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優異
田恩菱 兒童B組 聖公會德田李兆強小學 優異
江柏燊 兒童B組 天水圍官立小學 育藝園 優異
崔媛嵐 兒童B組 \ Ms Mandy Wong 優異
劉曉嵐 兒童B組 \ Aaliyah Art Studio 優異
陳幸悠 兒童B組 \ Ms Mandy Wong 優異
伍學成 兒童B組 \ 研創藝術中心 優異
梁迦睿 兒童B組 \ Ms Mandy Wong 優異
郭希怡 兒童B組 \ Art Farm (匯景) 優異
陳靖潼 兒童B組 \ Art Farm (將軍澳) 優異
吳晴 兒童B組 \ Art Farm (麗港城) 優異
劉恩晴 兒童B組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 良好
陳康翹 兒童B組 \ 兩點水工作室 良好
蔡傲政 兒童B組 路德會梁鉅鏐小學 \ 良好
吳玨崘 兒童B組St. Stephen's College Preparatory School Swiss Art 良好
許奕謙 兒童B組 \ 研創藝術中心 良好
丘嘉敏 兒童B組 \ Artin Creative Workshop 良好
謝宗恩 兒童B組 \ 眾畫坊 良好
何宗衡 兒童B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良好
丁梓峻 兒童B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良好
譚靖潼 兒童B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良好
梁梓喻 兒童B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良好
梁瑋琋 兒童B組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良好
蔡承希 兒童B組 真道書院 良好

沈承毅 少年A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Rachel Sem 冠軍 2021年11月17日

王景霖 少年A組 \ 卓藝畫廊 亞軍 2021年11月17日

李芊慧 少年A組 \ Art Farm (匯景) 亞軍 2021年11月17日

范頌康 少年A組 \ 卓藝畫廊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劉安娜 少年A組 啟基學校（港島） Manna Center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胡稀泳 少年A組 \ 優Art藝術 優異
黃敏 少年A組 \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優異
劉栩彤 少年A組 \ Ms Mandy Wong 優異
崔旖伶 少年A組 \ Ms Mandy Wong 良好

中文名 組別 就讀學校 指導中心 輔導老師 成績 展覽日期

吳樂兒 幼兒A組 \ Art Farm (匯景) Jacky Liu 冠軍 2021年11月17日

陳熹琳 幼兒A組 培道小學幼稚園 \ 亞軍 2021年11月17日

中國畫



林曦汛 幼兒A組 \ 趣意畫坊 Fanny's Art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高寶盈 幼兒A組 \ 木棉花水墨畫室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Woo Tsz Yuet 幼兒A組 \ 研創藝術中心 優異
楊舒婷 幼兒A組 \ 趣意畫坊 Fanny's Art 優異
王卓翹 幼兒A組 \ Picground Kids Gallery 良好

Woo Tsz Yau 幼兒B組 \ 研創藝術中心 唐華君 冠軍 2021年11月17日

羅希夷 幼兒B組 \ 大郡藝術工作室 亞軍 2021年11月17日

梁耀文 幼兒B組 \ 卓藝畫廊 亞軍 2021年11月17日

Aliyah So 幼兒B組 \ 研創藝術中心 亞軍 2021年11月17日

 山下裕樹 幼兒B組 \ Miss Chan Chan 亞軍 2021年11月17日

梁羽鎧 幼兒B組 \ 卓藝畫廊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黃律言 幼兒B組 \ 趣意畫坊 Fanny's Art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李政謙 幼兒B組 \ 卓藝畫廊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姜聿兒 幼兒B組 \ 趣意畫坊 Fanny's Art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蘇卓然 幼兒B組 \ 卓藝畫廊 優異
潘喜兒 幼兒B組 \ 卓藝畫廊 優異
吳浚銘 幼兒B組 \ 卓藝畫廊 優異
謝明欣 幼兒B組 \ 小星星藝術中心 優異
梁思進 幼兒B組 \ Art Farm (匯景) 優異
黃芊睿 幼兒B組 \ 趣意畫坊 Fanny's Art 優異
唐玥 幼兒B組 \ Art Farm (麗港城) 優異
黎日朗 幼兒B組 \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良好
劉恬伽 幼兒B組 \ Froggies CatLLeRY 良好

周芷瑩 兒童A組 \ B&M 藝術中心 徐光仁 冠軍 2021年11月17日

吳彥宏 兒童A組 \ Sunny Garden Smart Kids Centre 梁玉玲老師 冠軍 2021年11月17日

李佩諭 兒童A組 \ B&M 藝術中心 亞軍 2021年11月17日

薛青蒲 兒童A組 \ Fancy Art Studio Limited 亞軍 2021年11月17日

曾曉綸 兒童A組 \ 趣意畫坊 Fanny's Art 亞軍 2021年11月17日

米知俍 兒童A組 \ Miss Chan Chan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Woo Tsz Ching 兒童A組 \ 研創藝術中心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廖澤西 兒童A組 \ Miss Chan Chan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李文发 兒童A組 \ Miss Chan Chan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許懿揚 兒童A組 香港加拿大國際學校 青蛙畫室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趙乾程 兒童A組 \ 大郡藝術工作室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嚴之彤 兒童A組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NA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魏章錦 兒童A組 太古小學 \ 優異
陳韻涵 兒童A組 \ 卓爾藝術教育中心 優異
司徒浠琳 兒童A組 \ 卓藝畫廊 優異
童心韻 兒童A組 \ Fancy Art Studio Limited 優異
鄧恩祈 兒童A組 \ 畫出彩虹工作室 優異
余知非 兒童A組 \ Miss Chan Chan 優異
吳彥霆 兒童A組 \ Sunny Garden Smart Kids Centre 優異
錢雅琳 兒童A組 \ Miss Chan Chan 優異
鄭之韻 兒童A組 Sscps 優異
羅曉桐 兒童A組 \ Art Farm (將軍澳) 優異
羅恩祈 兒童A組 \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良好
趙浩添 兒童A組 \ 卓藝畫廊 良好

洪智楷 兒童B組 \ 眾畫坊 歐銀 冠軍 2021年11月17日

蔡若曦 兒童B組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蔡雍藝術工作室 蔡雍 冠軍 2021年11月17日

湯傑旭 兒童B組 \ B&M 藝術中心 亞軍 2021年11月17日

譚詩澄 兒童B組 \ 眾畫坊 亞軍 2021年11月17日

楊芊芊 兒童B組 \ 大郡藝術工作室 亞軍 2021年11月17日

梁詩慧 兒童B組 \ 卓藝畫廊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潘梓豪 兒童B組 \ 研創藝術中心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陳熙瑤 兒童B組 \ 眾畫坊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許諾妍 兒童B組 \ 研創藝術中心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易禴衡 兒童B組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 春暉藝舍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謝俊希 兒童B組 \ 卓藝畫廊 優異
盧金弦 兒童B組 \ 卓藝畫廊 優異
張舒桐 兒童B組 蘇浙小學 無 優異
李詩漩 兒童B組 林村公立黃福鑾紀念學校 蔡雍藝術工作室 優異
孫筠婷 兒童B組 蔡繼有 優異
孫佑中 兒童B組 蔡繼有 優異
羅希言 兒童B組 \ 大郡藝術工作室 優異
鄧國義 兒童B組 \ 小星星創作園地 良好

劉婷玉 少年A組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 苡善坊 尹秀萍 冠軍 2021年11月17日

賴曉程 少年B組 田家炳中學 \ 亞軍 2021年11月17日

林健煒 少年A組 囿玄學院第二中學 蔡雍藝術工作室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盧念德 少年A組 \ 卓藝畫廊 優異
洪智皓 少年A組 \ 眾畫坊 優異
易愷攸 少年A組 KOREAN INTERNATIONAL SCHOOL 春暉藝舍 優異
黃梓瑜 少年A組 \ 研創藝術中心 優異

中文名 組別 就讀學校 指導中心 輔導老師 成績 展覽日期

油畫/塑膠彩



朱達飛 幼兒A組 \ Picground Kids Gallery 譚潔瑩老師 冠軍 2021年11月17日

冼皓晴 幼兒A組 \ 畫出彩虹工作室 林佩施 冠軍 2021年11月17日

區翰庭 幼兒A組 \ 小星星藝術中心 亞軍 2021年11月17日

高曉研 幼兒A組 \ Picground Kids Gallery 亞軍 2021年11月17日

招卓康 幼兒A組 \ 畫出彩虹工作室 亞軍 2021年11月17日

黃子桓 幼兒A組 \ Picground Kids Gallery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姜嘉瑗 幼兒A組 \ Picground Kids Gallery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文溵庭 幼兒A組 \ 畫出彩虹工作室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翁嘉陽 幼兒A組 \ Ocean Art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余卓曈 幼兒A組 \ 小星星藝術中心 優異
羅芊瑜 幼兒A組 \ Picground Kids Gallery 優異
鄭量之 幼兒A組 \ Picground Kids Gallery 優異
曾智潁 幼兒A組 \ Picground Kids Gallery 優異
陳宇熙 幼兒A組 \ Picground Kids Gallery 優異
陳心懿 幼兒A組 \ Picground Kids Gallery 優異
蕭子悠 幼兒A組 \ 畫出彩虹工作室 優異

李千睿 幼兒B組 \ 小星星藝術中心 鄭穎蔚老師 冠軍 2021年11月17日

鄭梓礽 幼兒B組 \ Picground Kids Gallery 譚潔瑩老師 冠軍 2021年11月17日

黃卓賢 幼兒B組 \ Picground Kids Gallery 譚潔瑩老師 冠軍 2021年11月17日

莊茵喬 幼兒B組Good Hope Primary cum Kindergarten(Primary Section)Art Moment Creative Studio 亞軍 2021年11月17日

魏宛柔 幼兒B組 \ Artin Creative Workshop 亞軍 2021年11月17日

陳淽蒑 幼兒B組 \ Picground Kids Gallery 亞軍 2021年11月17日

孟恩琳 幼兒B組 \ Picground Kids Gallery 亞軍 2021年11月17日

羅振堂 幼兒B組 \ 畫出彩虹工作室 亞軍 2021年11月17日

 陳羨妮 幼兒B組 \ Tina畫室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唐晨翔 幼兒B組 \ 小星星藝術中心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鄒星悅 幼兒B組 \ Picground Kids Gallery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陳可祈 幼兒B組 \ Picground Kids Gallery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周梓悠 幼兒B組 \ 樂學堂 Talented Place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許樂為 幼兒B組 \ Picground Kids Gallery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許樂亭 幼兒B組 \ Picground Kids Gallery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巫卓亨 幼兒B組 \ Picground Kids Gallery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何美姿 幼兒B組 \ 畫出彩虹工作室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劉怡德 幼兒B組 \ 畫出彩虹工作室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羅朗日 幼兒B組 維多利亞幼稚園 Art Moment Creative Studio 優異
黃鑰斐 幼兒B組 \ 卓爾藝術教育中心 優異
鄭穎芝 幼兒B組 \ 樂學堂 Talented Place 優異
趙容 幼兒B組 \ 樂學堂 Talented Place 優異
黃思凝 幼兒B組 \ Picground Kids Gallery 優異
湯芷瑜 幼兒B組 \ Picground Kids Gallery 優異
洪智明 幼兒B組 \ Picground Kids Gallery 優異
洪志強 幼兒B組 \ Picground Kids Gallery 優異
洪千翔 幼兒B組 \ Picground Kids Gallery 優異
李靖晞 幼兒B組 \ Picground Kids Gallery 優異
歐珀涂 幼兒B組 \ 畫出彩虹工作室 優異
蔡凱丞 幼兒B組 聖若瑟小學 Art Front Studio 優異
江婧孜 幼兒B組 \ Art Farm (將軍澳) 優異
廖㇐帆 幼兒B組 \ Picground Kids Gallery 良好
馮子宸 幼兒B組 \ Sunny Garden Smart Kids Centre 良好
汪幼瀠 幼兒B組 \ Picground Kids Gallery 良好
余逸嵐 幼兒B組 \ Picground Kids Gallery 良好

吳彥宏 兒童A組 \ Sunny Garden Smart Kids Centre 陳卓斯老師 冠軍 2021年11月17日

李愷珈 兒童A組 \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梁子恩老師 冠軍 2021年11月17日

張希嶠 兒童A組 \ Artin Creative Workshop Artin Wong 冠軍 2021年11月17日

吳彥霆 兒童A組 \ Sunny Garden Smart Kids Centre 亞軍 2021年11月17日

謝海晴 兒童A組 \ 穎蔓畫室 亞軍 2021年11月17日

馮筱敏 兒童A組 嘉諾撒聖瑪利小學 \ 亞軍 2021年11月17日

黎書言 兒童A組 \ Artin Creative Workshop 亞軍 2021年11月17日

馮筱敏 兒童A組 嘉諾撒聖瑪利小學 \ 亞軍 2021年11月17日

何凱晴 兒童A組 \ Artin Creative Workshop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晏若雅 兒童A組 \ 穎蔓畫室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劉昕靖 兒童A組 \ Picground Kids Gallery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李晞諾 兒童A組 \ 創藝堡壘兒童藝術中心creative castle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林曉瑩 兒童A組 \ Picground Kids Gallery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鄭伊彤 兒童A組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高懿澄 兒童A組 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小學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Tsang Suet Wing 兒童A組 \ 創藝堡壘兒童藝術中心creative castle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葉欣婷 兒童A組 保良局王賜豪(田心谷)小學 \ 優異
程匡悠 兒童A組 \ 樂學堂 Talented Place 優異
陳玥兒 兒童A組 \ Sunny Garden Smart Kids Centre 優異
虞慧心 兒童A組 \ Tina畫室 優異
林詩晴 兒童A組 \ 穎蔓畫室 優異
蔡梃駿 兒童A組 \ Picground Kids Gallery 優異
趙子華 兒童A組 \ Picground Kids Gallery 優異
關止傜 兒童A組 \ 創藝堡壘兒童藝術中心creative castle 優異
陳淽喬 兒童A組 \ Picground Kids Gallery 優異
林善瀠 兒童A組 \ Picground Kids Gallery 優異



何栢研 兒童A組 \ Picground Kids Gallery 優異
Sze Yeuk Sze 兒童A組 \ 創藝堡壘兒童藝術中心creative castle 優異
黎悅晴 兒童A組 \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良好
鄭皓謙 兒童A組 \ Tina畫室 良好
岑嘉謙 兒童A組 \ 創藝堡壘兒童藝術中心creative castle 良好

文栢翹 兒童B組 \ 創藝堡壘兒童藝術中心creative castle 黃培欣老師 冠軍 2021年11月17日

施宏澔 兒童B組 \ 穎蔓畫室 蔡培玲 冠軍 2021年11月17日

郭定恩 兒童B組 \ Sunny Garden Smart Kids Centre 亞軍 2021年11月17日

丘矞 兒童B組 卷舒堂教育及課程發展中心 \ 亞軍 2021年11月17日

黃柏皓 兒童B組 \ 穎蔓畫室 亞軍 2021年11月17日

李晞銘 兒童B組 \ 穎蔓畫室 亞軍 2021年11月17日

張海澄 兒童B組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陳以心 兒童B組 \ 盧峰畫廊(黃大仙)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麥詠妍 兒童B組 \ 穎蔓畫室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陳展悠 兒童B組 \ \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黎子立 兒童B組 \ 卓藝畫廊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馬萬祺 兒童B組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苡善坊工作室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馮思菡 兒童B組 \ Sunny Garden Smart Kids Centre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盧金弦 兒童B組 \ 卓藝畫廊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焦泊淇 兒童B組 \ Aplus Universal Art Studio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關健濤 兒童B組 \ 穎蔓畫室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趙子謙 兒童B組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孫世杰 兒童B組 耀中國際學校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莊尚兒 兒童B組 Paper Drawing Class Paper Drawing Class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楊穎曈 兒童B組 \ 卓爾藝術教育中心 優異
Lam Chung Yiu Brandon 兒童B組 \ Aplus Universal Art Studio 優異

周穎晴 兒童B組 \ 樂恩藝術中心 優異
蔡子晴 兒童B組 \ 樂學堂 Talented Place 優異
楊明博 兒童B組 聖若瑟小學 \ 優異
劉衍昇 兒童B組 \ Sunny Garden Smart Kids Centre 優異
施俊熙 兒童B組 \ 穎蔓畫室 優異
楊芷林 兒童B組 \ Sunny Garden Smart Kids Centre 優異
張善冰 兒童B組 \ \ 優異
洪子妍 兒童B組 \ 穎蔓畫室 優異
盧禧諺 兒童B組 \ 穎蔓畫室 優異
張凱穎 兒童B組 \ 畫出彩虹工作室 優異
施思 兒童B組 柴灣角天主教小學 / 優異
莊佳城 兒童B組 \ 穎蔓畫室 優異
姚宗翰 兒童B組 蘇浙小學 果果畫室 優異
姚宗翰 兒童B組 蘇浙小學 果果畫室 優異
王偲 兒童B組 聖保祿學校 優異
鄧以珈 兒童B組 青衣邨何澤芸小學 Art Points 優異
鄧雅丹 兒童B組 \ 創藝堡壘兒童藝術中心creative castle 優異
何靖桐 兒童B組 \ Picground Kids Gallery 良好
黃婷欣 兒童B組 \ 創藝堡壘兒童藝術中心creative castle 良好

陳炫恆 少年A組 \ 卓藝畫廊 卓娜 冠軍 2021年11月17日

司徒浩陽 少年A組 \ 兩點水工作室 亞軍 2021年11月17日

曾睿匡 少年A組 \ Artin Creative Workshop 亞軍 2021年11月17日

謝栩彤 少年A組 \ 寫意藝術中心 亞軍 2021年11月17日

吳文軒 少年A組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 研藝創意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蔡豫臻 少年A組 \ 卓藝畫廊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容美林 少年A組 \ 卓藝畫廊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梁洛浠 少年A組 \ Sunny Garden Smart Kids Centre 優異
江卓蔚 少年A組 \ 研創藝術中心 優異
白名豐 少年A組 聖道迦南書院 Artist Cradle Co.Ltd 優異
劉栢然 少年A組 \ 創藝堡壘兒童藝術中心creative castle 優異
劉婷玉 少年A組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 苡善坊 良好
曾皓堯 少年A組 聖士提反書院 \ 良好
洪芷晴 少年A組 \ 創藝堡壘兒童藝術中心creative castle 良好

關悦妍 少年B組 \ 卓藝畫廊 卓娜 冠軍 2021年11月17日

翁可言 少年B組 \ 2 Loops Arts 亞軍 2021年11月17日

吳逸濤 少年B組 \ 穎蔓畫室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歐芷希 少年B組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School 季軍 2021年11月17日

莫茗熙 少年B組 佛教黃允畋中學 \ 優異
劉泳瑜 少年B組 \ 卓藝畫廊 優異
方皓驅 少年B組 \ 樂恩藝術中心 優異
樊凱圻 少年B組 \ 眾畫坊 優異

中文名 組別 就讀學校 指導中心 輔導老師 成績 展覽日期

馮靖悠 幼兒A組 \ Artin Creative Workshop Artin Wong 冠軍 2021年11月18日

張楚晴 幼兒A組 \ 綠怡教育中心 亞軍 2021年11月18日

陸天洋 幼兒A組 \ 創藝堡壘兒童藝術中心creative castle 亞軍 2021年11月18日

王傳熙 幼兒A組 \ 趣意畫坊 Fanny's Art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黃麗蒑 幼兒A組 聖公會幼稚園 \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李亦善 幼兒A組 \ 創藝堡壘兒童藝術中心creative castle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水, 粉, 彩



夏琳煊 幼兒A組 寶山幼兒園 \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李天穎 幼兒A組 \ 趣意畫坊 Fanny's Art 優異
許椲林 幼兒A組 \ 小星星藝術中心 優異
甄啟臻 幼兒A組 學之園幼稚園 \ 優異
譚曉翔 幼兒A組 \ 小星星藝術中心 優異
陳廷熙 幼兒A組 \ The Art Class 優異
陳盈霏 幼兒A組 Manhabit Kindergarten Art Moment Creative Studio 優異
陳皓壹 幼兒A組 Manhabit Kindergarten Art Moment Creative Studio 優異
夏琳煊 幼兒A組 寶山幼兒園 \ 良好
周俊彤 幼兒A組 明我幼稚園（香港校） 良好
劉業廣 幼兒A組 \ 創藝堡壘兒童藝術中心creative castle 良好

黃思穎 幼兒B組 \ 卓藝畫廊 卓娜 冠軍 2021年11月18日

林希蕎 幼兒B組 \ 樂恩藝術中心 陳玉蘭 冠軍 2021年11月18日

姚善珩 幼兒B組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冠軍 2021年11月18日

王傳鏗 幼兒B組 \ 趣意畫坊 Fanny's Art Fanny Ho 冠軍 2021年11月18日

李嘉頤 幼兒B組 \ Da Vinci Art Room 亞軍 2021年11月18日

陳玥橋 幼兒B組 \ 卓藝畫廊 亞軍 2021年11月18日

謝凱寧 幼兒B組 \ 創藝堡壘兒童藝術中心creative castle 亞軍 2021年11月18日

林庭欣 幼兒B組 \ 卓藝畫廊 亞軍 2021年11月18日

邱咏瑜 幼兒B組 \ 小星星藝術中心 亞軍 2021年11月18日

盧善琪 幼兒B組 \ 小星星創作園地 亞軍 2021年11月18日

吳薾晴 幼兒B組 \ 卓藝畫廊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鮑嘉恩 幼兒B組 \ 小星星藝術中心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曾心 幼兒B組 \ 小星星創作園地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趙洛淳 幼兒B組 \ Artin Creative Workshop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徐賢珈 幼兒B組 \ 卓藝畫廊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柳紫玥 幼兒B組 \ Artin Creative Workshop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孫佳騏 幼兒B組 \ 創藝堡壘兒童藝術中心creative castle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郭嘉程 幼兒B組 \ 小星星藝術中心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簡可澄 幼兒B組 \ 創藝堡壘兒童藝術中心creative castle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吳梓桐 幼兒B組 \ 綠怡教育中心 優異
陳澍森 幼兒B組 \ Ocean Art 優異
吳菀津 幼兒B組 \ 卓藝畫廊 優異
何思諾 幼兒B組 \ Artin Creative Workshop 優異
劉芷嫣 幼兒B組 \ 卓藝畫廊 優異
項楚翹 幼兒B組 \ The Art Class 優異
張亦彤 幼兒B組 \ 卓藝畫廊 優異
周晞彤 幼兒B組St. Catherine’s International Kindergarten \ 優異
許晴寶 幼兒B組 \ 卓藝畫廊 優異
梁倬嘉 幼兒B組 \ 卓藝畫廊 優異
關因琋 幼兒B組 \ 樂恩藝術中心 優異
王澤莃 幼兒B組 \ Artin Creative Workshop 優異
黃浩軒 幼兒B組 \ 卓藝畫廊 優異
陸貝童 幼兒B組 \ Artin Creative Workshop 優異
徐心研 幼兒B組 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 Small Kids Big Art Center 優異
麥家悠 幼兒B組 保良局蔡冠深幼稚園 Little Artist Studio 優異
麥家悠 幼兒B組 保良局蔡冠深幼稚園 小畫家創作室 優異
高子翹 幼兒B組 北角聖彼得堂幼稚園 YatChunStudio 優異
李嘉揚 幼兒B組 \ 創藝堡壘兒童藝術中心creative castle 優異
楊徽 幼兒B組 \ 小星星藝術中心 優異
馬樂喻 幼兒B組 \ 創藝堡壘兒童藝術中心creative castle 優異
李勝柏 幼兒B組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 良好
李曉桓 幼兒B組 \ Tina畫室 良好
陳嘉琳 幼兒B組 \ 創藝堡壘兒童藝術中心creative castle 良好
李昕諾 幼兒B組 \ 創藝堡壘兒童藝術中心creative castle 良好

吳旻洛 兒童A組 \ Da Vinci Art Room Ms Wong 冠軍 2021年11月18日

黃湛淳 兒童A組 \ Free Art Work Shop Chan Ping On   冠軍 2021年11月18日

王錝霖 兒童A組 \ 卓藝畫廊 卓娜 冠軍 2021年11月18日

劉殷妤 兒童A組 Dalton School Hong Kong Art Moment Creative Studio Josie So 冠軍 2021年11月18日

米知俍 兒童A組 \ Miss Chan Chan Miss Chan Chan 冠軍 2021年11月18日

劉玥穎 兒童A組 \ 樂恩藝術中心 亞軍 2021年11月18日

葉卓軒 兒童A組 \ Free Art Work Shop 亞軍 2021年11月18日

黃曉蔚 兒童A組 \ 卓藝畫廊 亞軍 2021年11月18日

陳若研 兒童A組 \ Ocean Art 亞軍 2021年11月18日

林靖然 兒童A組 \ 卓藝畫廊 亞軍 2021年11月18日

洪靜喬 兒童A組 \ 樂恩藝術中心 亞軍 2021年11月18日

余奕旻 兒童A組 蘇浙小學 \ 亞軍 2021年11月18日

陳晉翹 兒童A組 \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亞軍 2021年11月18日

劉浩賢 兒童A組 \ Artin Creative Workshop 亞軍 2021年11月18日

 林資赞 兒童A組 \ Miss Chan Chan 亞軍 2021年11月18日

吳靜曦 兒童A組 \ Tina畫室 亞軍 2021年11月18日

張美悅 兒童A組 聖公會聖提摩太小學 \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鍾紫萱 兒童A組 \ The Art Class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李忻頤 兒童A組 \ Da Vinci Art Room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葉承晉 兒童A組 聖公會馬鞍山主風小學 \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梁恩僑 兒童A組 \ Free Art Work Shop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翁嘉駿 兒童A組 \ Ocean Art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鄧凱澄 兒童A組 \ 卓爾藝術教育中心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吳雨瞳 兒童A組 \ 卓藝畫廊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劉浩鐫 兒童A組 \ Artin Creative Workshop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劉心柔 兒童A組 \ 卓藝畫廊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張嘉豪 兒童A組 \ B&M 藝術中心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郭之弘 兒童A組 \ 樂恩藝術中心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傅棣榮 兒童A組 \ Miss Chan Chan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陳衍僑 兒童A組 \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賴睿思 兒童A組 \ 小星星創作園地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鄭伊荍 兒童A組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曾㇐政 兒童A組 元朗商會小學 育藝園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簡愷瑤 兒童A組 \ Froggies CatLLeRY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許塱逸 兒童A組 \ Free Art Work Shop 優異
林靖 兒童A組 \ Ocean Art 優異
符維真 兒童A組 \ 卓爾藝術教育中心 優異
鄭芷妮 兒童A組 \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優異
彭子柔 兒童A組 \ 卓藝畫廊 優異
黃韻翹 兒童A組 \ 畫出彩虹工作室 優異
陳玥 兒童A組 \ 卓藝畫廊 優異
林兆熙 兒童A組 \ Da Vinci Art Room 優異
許梓晴 兒童A組 \ 卓藝畫廊 優異
陳奕希 兒童A組 \ B&M 藝術中心 優異
何樂程 兒童A組 \ B&M 藝術中心 優異
關亦斯 兒童A組 \ 樂恩藝術中心 優異
梁詩慧 兒童A組 \ 卓藝畫廊 優異
盧心弦 兒童A組 \ 樂恩藝術中心 優異
徐睿辰 兒童A組 \ Miss Chan Chan 優異
 陳浩炘 兒童A組 \ Miss Chan Chan 優異

 山下美娜 兒童A組 \ Miss Chan Chan 優異
譚以昕 兒童A組 \ 小星星創作園地 優異
李以琳 兒童A組 \ 小星星創作園地 優異
廖海殷 兒童A組 \ 小星星創作園地 優異
陳希瑜 兒童A組 \ The Art Class 優異
鄭希柔 兒童A組 天水圍天主教小學 企鵝畫室 優異
蔡祉昕 兒童A組 True Light Middle School of Hong Kong (Primary Section) 優異
莊善喬 兒童A組 Good Hope Primary cum Kindergarten(Primary Section)Art Moment Creative Studio 優異
鄭詠彤 兒童A組 香港潮陽小學 育藝園 優異
鄧倩鈞 兒童A組 \ Froggies CatLLeRY 優異
范凱婷 兒童A組 \ 創藝堡壘兒童藝術中心creative castle 優異
鄔孝星 兒童A組 \ 創藝堡壘兒童藝術中心creative castle 優異
梁柏曦 兒童A組 \ 創藝堡壘兒童藝術中心creative castle 優異
黃裕淅 兒童A組 \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良好
張亦翹 兒童A組 \ 卓藝畫廊 良好
張凱晞 兒童A組 \ 卓藝畫廊 良好
錢雅琳 兒童A組 \ Miss Chan Chan 良好
林凱晴 兒童A組 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陽小學 良好
党文忻 兒童A組 蘇浙小學 良好
張力允 兒童A組 \ 創藝堡壘兒童藝術中心creative castle 良好
黎俊佑 兒童A組 \ 創藝堡壘兒童藝術中心creative castle 良好

譚稀慈 兒童B組 \ Free Art Work Shop Chan Ping On   冠軍 2021年11月18日

余奕豪 兒童B組 蘇浙小學 \ \ 冠軍 2021年11月18日

石殷渝 兒童B組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小學 育藝園 田偉玲老師 冠軍 2021年11月18日

 林資灏 兒童B組 \ Miss Chan Chan Miss Chan Chan 冠軍 2021年11月18日

鄔凱雯 兒童B組 \ 卓爾藝術教育中心 鄧老師 冠軍 2021年11月18日

唐昭灆 兒童B組 N/A Art Moment Creative Studio 亞軍 2021年11月18日

葉允晴 兒童B組 \ Free Art Work Shop 亞軍 2021年11月18日

梁志朗 兒童B組 \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亞軍 2021年11月18日

吳明睿 兒童B組 \ 愛畫室 亞軍 2021年11月18日

黃安瀅 兒童B組 \ 卓藝畫廊 亞軍 2021年11月18日

沈卓謙 兒童B組 \ 小星星創作園地 亞軍 2021年11月18日

陳愉澄 兒童B組 元朗公立中學 育藝園 亞軍 2021年11月18日

吳慮 兒童B組 St Stephen's College 亞軍 2021年11月18日

許珈悠 兒童B組 天水圍官立小學 育藝園 亞軍 2021年11月18日

李思哲 兒童B組 黃埔宣道小學 \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陳晞晴 兒童B組 \ Free Art Work Shop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陳浚曉 兒童B組 \ Free Art Work Shop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盧穎琪 兒童B組 \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張梓瑜 兒童B組 \ 卓藝畫廊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尹崇熙 兒童B組 \ 卓藝畫廊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羅心蕎 兒童B組 \ B&M 藝術中心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吳明睿 兒童B組 \ 愛畫室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鄧天樂 兒童B組 \ 樂恩藝術中心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陳嘉晴 兒童B組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 育藝園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周官霆 兒童B組 曾梅千禧學校 小小梵高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謝美薇 兒童B組 天水圍天主教小學 育藝園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魏以述 兒童B組 \ 創藝堡壘兒童藝術中心creative castle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李新悅 兒童B組 曾梅千禧學校 \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吳嗚琳 兒童B組 \ 畫出彩虹工作室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歐豈妡 兒童B組 St Francis Mr Paint brush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余津森 兒童B組 St.Paul Collega Primary School Art Moment Creative Studio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周卓藍 兒童B組 \ Free Art Work Shop 優異
吳玨嶸 兒童B組St. Stephen's College Preparatory School Swiss Art 優異
盧穎虹 兒童B組 \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優異
陳巧津 兒童B組 圓玄學院陳國超興德小學 意畫間 優異
袁浩朗 兒童B組 \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優異
盧柏澄 兒童B組 \ 卓藝畫廊 優異
曾熙雯 兒童B組 \ 卓藝畫廊 優異
鄔凱霖 兒童B組 \ 卓爾藝術教育中心 優異
林熙慧 兒童B組 \ 卓藝畫廊 優異
江梓龍 兒童B組 \ 卓藝畫廊 優異
王子嫣 兒童B組 培基小學 \ 優異
張嘉琪 兒童B組 \ The Art Class 優異
余日顥 兒童B組 世界龍岡學校劉德容紀念小學 \ 優異
周珺瑤 兒童B組 聖母玫瑰書院 大紅畫坊 優異
梁青藍 兒童B組 創知中學 \ 優異
楊芷澄 兒童B組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 優異
江憫晴 兒童B組 聖公會阮鄭夢芹小學 優異
陳琦婷 兒童B組 天水圍官立中學 育藝園 優異
張予淑 兒童B組 \ 研創藝術中心 優異
陳銘彤 兒童B組 趙聿修紀念中學 育藝園 優異
陳珮兒 兒童B組 天水圍官立小學 育藝園 優異
衞沛宜 兒童B組 大埔林村公立黃福鑾紀念學校 大埔美工創意 優異
郭含琳 兒童B組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優異
鄧俊彥 兒童B組 拔萃小學 \ 良好
陳芍穎 兒童B組 \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良好
徐朗耀 兒童B組 \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良好
錢啟楓 兒童B組 \ Miss Chan Chan 良好
丘矞 兒童B組 卷舒堂教育及課程發展中心 \ 良好
徐心愉 兒童B組 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 Small Kids Big Art Center 良好
區嘉麟 兒童B組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育藝園 良好

祁巧晴 少年A組 聖母玫瑰書院 潘宇清老師 冠軍 2021年11月18日

謝懿彤 少年A組 \ 卓藝畫廊 亞軍 2021年11月18日

祁巧晴 少年A組 聖母玫瑰書院 亞軍 2021年11月18日

陳悅翹 少年A組 ESF Sha Tin College Ting Art Studio 亞軍 2021年11月18日

陸恩 少年A組 \ 趣意畫坊 Fanny's Art 亞軍 2021年11月18日

陳卓均 少年A組 \ Artin Creative Workshop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周銦彤 少年A組 香港真光中學 \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王文詩 少年A組 \ Free Art Work Shop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盧天寶 少年B組 \ 卓藝畫廊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莫少鈞 少年A組 \ 卓藝畫廊 優異
劉珈熙 少年A組 \ 卓藝畫廊 優異
溫雅淇 少年A組 \ Miss Chan Chan 優異
葉曉晴 少年A組 五育中學 Starry Mao Studio 優異
石翠渝 少年A組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中學 育藝園 優異
劉俊宏 少年A組 \ B&M 藝術中心 優異
王依琳 少年A組 保祿六世書院 奧思畫室 優異
石翠渝 少年A組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宣昌中學 育藝園 優異
張凱棋 少年A組 \ 趣意畫坊 Fanny's Art 優異
葉思欣 少年B組 \ 卓藝畫廊 優異
吳優 少年A組 St Stephen's College 良好
趙思傑 少年A組 \ 趣意畫坊 Fanny's Art 良好
陳穎彤 少年B組 嘉諾撒聖家書院 \ 良好

中文名 組別 就讀學校 指導中心 輔導老師 成績 展覽日期

馮筱莛 兒童A組 德望小學暨幼稚園 \ 王含如 冠軍 2021年11月18日

廖俊賢 幼兒B組 \ 趣意畫坊 Fanny's Art 亞軍 2021年11月18日

王煜琪 兒童A組 \ \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馮筱莛 兒童A組 德望小學暨幼稚園 \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朱子揚 兒童A組 \ B&M 藝術中心 優異
馮筱莛 兒童A組 德望小學暨幼稚園 \ 優異
余知非 兒童A組 \ Miss Chan Chan 良好
馮筱敏 兒童A組 嘉諾撒聖瑪利小學 \ 良好

李瑾熙 兒童B組 \ \ \ 冠軍 2021年11月18日

姚宗翰 兒童B組 蘇浙小學 果果畫室 張老師 冠軍 2021年11月18日

李愷文 兒童B組 \ \ 亞軍 2021年11月18日

黎曉澄 兒童B組 \ 卓藝畫廊 亞軍 2021年11月18日

楊芊芊 兒童B組 \ 大郡藝術工作室 亞軍 2021年11月18日

陳堯 兒童B組 \ 卓藝畫廊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Ho King Hin 兒童B組 \ Aplus Universal Art Studio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李金恩 兒童B組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意畫間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許穎嵐 兒童B組 \ B&M 藝術中心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鄧洛之 兒童B組 \ Tina畫室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胡雨歆 兒童B組 St. Stephen's College 意畫間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盧金弦 兒童B組 \ 卓藝畫廊 優異

素描



Zhu Jing Jing Julie 兒童B組 \ 研創藝術中心 優異
張鳳婷 兒童B組 曾梅千禧學校 \ 優異
張鳳婷 兒童B組 曾梅千禧學校 \ 優異
陳叙宏 兒童B組 曾梅千禧學校 國立畫室 優異
洪詠玉 兒童B組 \ 穎蔓畫室 優異
蔡傲政 兒童B組 路德會梁鉅鏐小學 \ 良好
楊明博 兒童B組 聖若瑟小學 \ 良好

何潔瑩 少年A組 \ B&M 藝術中心 徐光仁 冠軍 2021年11月18日

歐芷希 少年B組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School Eliza Cheng Art 亞軍 2021年11月18日

鄭亦瑾 少年A組 聖士提反書院 戰國畫室(南京) 亞軍 2021年11月18日

何泓豪 少年A組 \ B&M 藝術中心 亞軍 2021年11月18日

盧天寶 少年B組 \ 卓藝畫廊 亞軍 2021年11月18日

王文樂 少年A組 \ Free Art Work Shop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鄭文洁 少年A組 \ Free Art Work Shop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李卓霖 少年A組 \ 卓藝畫廊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李彩兒 少年B組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胡雨萱 少年A組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意畫間 優異
劉奕彤 少年A組 \ Free Art Work Shop 優異
許瑋峰 少年A組 \ Free Art Work Shop 優異
陳寶琳 少年A組 \ 卓藝畫廊 優異
溫雅淇 少年A組 \ Miss Chan Chan 優異
賴巧翹 少年A組 香港培正中學 \ 優異
馬頴超 少年A組 聖士提反書院 St Stephen’s College 明愛中心 優異
林靖晞 少年A組 \ 卓藝畫廊 良好
祁詠琪 少年A組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頸鹿魔畫藝術樂園 良好

中文名 組別 就讀學校 指導中心 輔導老師 成績 展覽日期

何寶燕 幼兒B組 \ 樂學堂 Talented Place Eva Ng 冠軍 2021年11月18日

張明恩 幼兒A組 \ The Art Class 亞軍 2021年11月18日

趙容 幼兒B組 \ 樂學堂 Talented Place 亞軍 2021年11月18日

曾夢程 幼兒A組 根德園幼稚園 \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周孝祈 幼兒A組 聖公會聖三㇐堂曾肇添幼稚園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陸天洋 幼兒A組 \ 創藝堡壘兒童藝術中心creative castle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鍾婉筠 幼兒B組 \ Ms Mandy Wong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楊頌㇐ 幼兒A組 Keen mind kindergarten 優異
周孝祈 幼兒A組 聖公會聖三㇐堂曾肇添幼稚園 優異
鍾日朗 幼兒A組 \ Ms Mandy Wong 優異
蔡靜怡 幼兒A組 \ Art Farm (匯景) 優異
鄭筠琳 幼兒A組 香港真光幼稚園 \ 良好
黃敬睎 幼兒A組 \ Art Farm (匯景) 良好
王子晙 幼兒B組 \ APEX International Art Gallery 良好

謝卓穎 兒童A組 \ The Art Class Chan Lok Lam 冠軍 2021年11月18日

Harold Hu 兒童A組 \ 愛畫室 亞軍 2021年11月18日

趙柏添 兒童A組 \ 卓藝畫廊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鄭梓洛 兒童A組 \ The Art Class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郭子琪 兒童A組 \ Aplus Universal Art Studio 優異
余思澄 兒童A組 \ APEX International Art Gallery 優異
陳樂庭 兒童A組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 優異
陳樂榕 兒童A組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 優異

蔡依庭 兒童B組 \ 卓藝畫廊 卓娜 冠軍 2021年11月18日

余晞澄 少年A組 \ APEX International Art Gallery 亞軍 2021年11月18日

盧金弦 兒童B組 \ 卓藝畫廊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馮卓雯 兒童B組 \ 卓藝畫廊 優異
Chan Wing Kei 兒童B組 \ Aplus Universal Art Studio 優異
王雅琳 少年A組 \ APEX International Art Gallery 優異

中文名 組別 就讀學校 指導中心 輔導老師 成績 展覽日期

廖顯程 幼兒B組 \ 趣意畫坊 Fanny's Art Fanny Ho 冠軍 2021年11月18日

許哲愷 幼兒A組 \ 趣意畫坊 Fanny's Art 亞軍 2021年11月18日

鄭建平 幼兒A組 \ 趣意畫坊 Fanny's Art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羅旭森 幼兒A組 \ 趣意畫坊 Fanny's Art 優異
李斯妍 幼兒B組 \ 眾畫坊 優異

譚至釗 兒童A組 \ \ \ 冠軍 2021年11月18日

王穎恩 兒童A組 \ 卓藝畫廊 亞軍 2021年11月18日

趙阡羽 兒童A組 \ 卓爾藝術教育中心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黃晞榆 兒童A組 \ 卓爾藝術教育中心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何卓瑩 兒童A組 \ 卓爾藝術教育中心 優異
馮筱敏 兒童A組 嘉諾撒聖瑪利小學 \ 優異
黃遠牽 兒童A組 \ B&M 藝術中心 優異

黎曉澄 兒童B組 \ 卓藝畫廊 卓娜 冠軍 2021年11月18日

Lau Tsan For 兒童B組 \ Aplus Universal Art Studio 鄔嫡柯 冠軍 2021年11月18日

莊柏灝 兒童B組 \ 眾畫坊 歐銀 冠軍 2021年11月18日

工藝畫

漫畫



謝嘉豪 兒童B組 \ 卓藝畫廊 亞軍 2021年11月18日

許嘉渝 兒童B組 \ 卓藝畫廊 亞軍 2021年11月18日

楊梓渝 兒童B組 \ B&M 藝術中心 亞軍 2021年11月18日

鍾皓如 兒童B組 \ 眾畫坊 亞軍 2021年11月18日

金曉程 兒童B組 Sacred Heart Canossian School 亞軍 2021年11月18日

傅博涵 兒童B組 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 \ 亞軍 2021年11月18日

許樂旋 兒童B組 黃埔宣道小學 \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彭晴 兒童B組 \ 卓爾藝術教育中心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張恩晞 兒童B組 \ 卓爾藝術教育中心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計佳琪 兒童B組 \ Aplus Universal Art Studio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鄧曉彤 兒童B組 \ B&M 藝術中心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余佩姿 兒童B組 \ B&M 藝術中心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邱鏏嘉 兒童B組 \ 眾畫坊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邱彥臻 兒童B組 \ 眾畫坊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李可晴 兒童B組 \ 卓爾藝術教育中心 優異
王妤之 兒童B組 \ B ART GALLERY 芘畫室 優異
羅浩瑜 兒童B組 \ 卓藝畫廊 優異
呂俗蓁 兒童B組 \ 卓藝畫廊 優異
樊碧棋 兒童B組 \ 卓藝畫廊 優異
劉軒如 兒童B組 \ B&M 藝術中心 優異
孔梓而 兒童B組 \ Artin Creative Workshop 優異
謝頌禧 兒童B組 \ 眾畫坊 優異
郭美杉 兒童B組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意畫間 優異
張文星 兒童B組 \ 趣意畫坊 Fanny's Art 優異
林夆 兒童B組 \ Ocean Art 良好
勞醞然 兒童B組 \ 眾畫坊 良好

劉倩珩 少年A組 \ 卓藝畫廊 卓娜 冠軍 2021年11月18日

方愷霖 少年A組 \ 卓爾藝術教育中心 亞軍 2021年11月18日

劉鎧翹 少年B組 \ 卓爾藝術教育中心 亞軍 2021年11月18日

劉鎧澄 少年A組 \ 卓爾藝術教育中心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郭海嵐 少年A組 \ 卓藝畫廊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何樂施 少年A組 \ 卓爾藝術教育中心 優異
謝凱喬 少年A組 \ B&M 藝術中心 優異
黃悦琹 少年B組 \ B&M 藝術中心 優異
林熹 少年A組 \ Ocean Art 良好
盧天寶 少年B組 \ 卓藝畫廊 良好

中文名 組別 就讀學校 指導中心 輔導老師 成績 展覽日期

關悦妍 少年B組 \ 卓藝畫廊 卓娜 冠軍 2021年11月18日

梁詩慧 兒童B組 \ 卓藝畫廊 亞軍 2021年11月18日

何靖怡 兒童B組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馮思菡 兒童B組 \ Sunny Garden Smart Kids Centre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黃麗蒑 幼兒A組 聖公會幼稚園 \ 優異
李卓姿 幼兒B組 \ 木棉花水墨畫室 優異
魏章錦 兒童A組 太古小學 \ 優異
陳梓軒 兒童B組 \ 卓藝畫廊 優異
馬頴超 少年A組 聖士提反書院 明愛中心 優異

中文名 組別 就讀學校 指導中心 輔導老師 成績 展覽日期

黃麗蒑 幼兒A組 聖公會幼稚園 \ \ 冠軍 2021年11月18日

黃彥駱 兒童B組 神召會梁省德小學 \ 亞軍 2021年11月18日

楊洺綸 幼兒A組 HARTS PRESCHOOL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楊晨好 兒童B組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季軍 2021年11月18日

*指導老師獎只適用於冠軍得獎者的指導老師.

*若組別中只有一至四人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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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報名表資料與作品背面之標籤不相符，將以作品背面標籤的資料作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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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16日(星期二), 11月17日(星期三), 11月18日(星期四) 在香港尖沙嘴

文化中心E2展覽大堂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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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之作品及分項目及組别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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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1月16日(星期二)展出: 兒童畫 ( 幼兒A組、幼兒B組, 兒童A組) 作品

 2021年11月17日(星期三)展出: 兒童畫 ( 兒童B組、少年A組、少年B組) 及中國畫、油畫/塑膠彩作品

 2021年11月18日(星期四)展出: 水粉/水彩/粉彩 、素描、工藝畫、 漫畫、書法、攝影作品

 展出時間為上午十時至下午八時 ( 10:00 am - 8:00 pm )

*如以電子形式報名，請在11月5日前把展覽畫作交到香港當代藝術學院。

若未能在上述日期內補交，將被視作自動放棄權利而不作展出，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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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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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30日至12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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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紅磡馬頭圍道39號紅磡商業中心A座8樓4室.

3) 請各位參賽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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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証書會跟據此名單. 如有誤差,請於2021年11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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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ive Fish Arts Studio, B ART GALLERY, Nice Studio, Picground Kids Gallery, Artin Creative Workshop , Art Farm, 

兩點水工作室, 童夢保壘教育中心, 趣意畫坊, Fanny's Art, 卓爾畫室, B&M 藝術中心, Artist Mind 創匯藝術教室, 育藝園, 

小星星創作園地, 眾畫坊, Froggies CatLLeRY, The Art Class, Aplus Universal Art Studio, 穎蔓畫室, Free Art Work Shop,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樂恩藝術中心, 小月亮創作室, 小星星藝術中心, 研創藝術中心, Art Moment Creative Studio, 

Sunny Garden Smart Kids Centre, 畫出彩虹工作室, , Miss Oreo Studio, Ocean Art, 樂學堂, Da Vinci Art Room,

Tina畫室, 大郡藝術工作室, 森研藝社, Aaliyah Art Studio, 優Art藝術, APEX International Art Gallery, 維思教室(中環), 

Mo Love And Kids Draw, 愛畫室, Fancy Art Studio Limited,

香港當代藝術學院

e-mail: inquiry@hkaca.com.hk

查詢電話:  23896255 / 27746255/ 53662558

取畫時間: 星期二: 3:00pm 至 7:00pm 

          星期三至星期六:10:00am - 1:00pm, 2:00- 7:00pm

          星期日: 2:00 pm 至 6:00pm, 星期一及公眾假期休息

中心/團體代取:出示公司BR副本或携帶公司章簽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