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名 組別 就讀學校 指導中心 輔導老師 成績
鄭允希 幼兒A組 \  VkidS兩點水工作室   Stephen Chow 冠軍
鍾澄 幼兒A組 \ ART FARM藝術幼苗(將軍澳) Jacky Liu 冠軍
唐曉晴 幼兒A組 \ 樂恩藝術中心 陳玉蘭 冠軍
劉健霖 幼兒A組 \  VkidS兩點水工作室   Stephen Chow 冠軍
余沛螢 幼兒A組 \ 維思教室 Miss Chu 冠軍
顏家盈 幼兒A組 \ ART FARM藝術幼苗 (寶琳) 亞軍
李嘉汶 幼兒A組 聖詩德望天主教幼稚園 Focal Learning 亞軍
鄭汛庭 幼兒A組 \ 樂恩藝術中心 亞軍
陳敏萱 幼兒A組 \  VkidS兩點水工作室 亞軍
歐泓樂 幼兒A組 \ 想創作室 This Is Art Creative Studio 亞軍
鄭予曦 幼兒A組 聖公會幼稚園 Pica Pica Gallery 亞軍
彭建皓 幼兒A組 St. Catherine’s International Kindergarten 亞軍
許智僑 幼兒A組 \ 維思教室 亞軍
鄭峻灃 幼兒A組 \  VkidS兩點水工作室 亞軍
梁海慈 幼兒A組 \ 維思教室 亞軍
周巧千 幼兒A組 基督堂幼稚園 日月畫室 季軍
黃景朗 幼兒A組 \ Simply Art Studio 季軍
李嘉昕 幼兒A組 聖詩德望天主教幼稚園 Focal Learning 季軍
李心悅 幼兒A組 \ 樂恩藝術中心 季軍
彭澔珒 幼兒A組 \  VkidS兩點水工作室 季軍
羅樂晴 幼兒A組 \  VkidS兩點水工作室 季軍
區語欣 幼兒A組 \  VkidS兩點水工作室 季軍
袁汶蔚 幼兒A組 \ Vkids Creative 季軍
林令聞 幼兒A組 \ 想創作室 This Is Art Creative Studio 季軍
陳心悠 幼兒A組 救恩學校 季軍
梁堡嵐 幼兒A組 \  VkidS兩點水工作室 季軍
陳為君 幼兒A組 救恩學校 季軍
洪樂澄 幼兒A組 聖保祿幼稚園 季軍
連焯朗 幼兒A組 Masterpiece Clay Art Masterpiece Clay Art 季軍
謝卓妍 幼兒A組 \ 維思教室 季軍
謝濬彥 幼兒A組 \ 維思教室 季軍
姜丞倬 幼兒A組 \ 維思教室 季軍
勞德仁 幼兒A組 聖公會幼稚園 \ 優異
劉奕希 幼兒A組 \ ART FARM藝術幼苗(匯景) 優異
黃星晴 幼兒A組 \ 柔美子手作坊 優異
雷雪瑩 幼兒A組 \  VkidS兩點水工作室 優異
姚俊麒 幼兒A組 \  VkidS兩點水工作室 優異
黃晞瑜 幼兒A組 \  VkidS兩點水工作室 優異
莊佑祈 幼兒A組 聖公會聖三㇐堂曾肇添幼稚園 \ 優異
黃睿喬 幼兒A組 \ 晴天創意藝術 優異
黃樂晴 幼兒A組 \ 想創作室 This Is Art Creative Studio 優異
林澤軒 幼兒A組 \ 想創作室 This Is Art Creative Studio 優異
張熙曼 幼兒A組 Greenfield English International Kindergarten (Lohas Park) Little Print Art 優異
盧芷良 幼兒A組 根德園幼稚園 卓爾畫室 優異
陳號然 幼兒A組 培正小學幼稚園 優異
謝盛翹 幼兒A組 聖保羅堂幼稚園（北角） 優異
劉穎軒 幼兒A組 學之園(海翩康城校) Pica Pica Gallery 優異
洪樂澄 幼兒A組 聖保祿幼稚園 優異
林雲峰 幼兒A組 \ 維思教室 優異
劉夢淇 幼兒A組 \ 維思教室 優異
喬卓妍 幼兒A組 \ 維思教室 優異
余家騫 幼兒A組 \ 維思教室 優異
張聿喬 幼兒A組 \ ART FARM藝術幼苗(麗港城) 良好
許貽竣 幼兒A組 \  VkidS兩點水工作室 良好
林惠淇 幼兒A組 \  VkidS兩點水工作室 良好
黃智妍 幼兒A組 \  VkidS兩點水工作室 良好
梁楚康 幼兒A組 \ 想創作室 This Is Art Creative Studio 良好
 簡栩柔 幼兒A組 \ 想創作室 This Is Art Creative Studio 良好
陶鑫澤 幼兒A組 \ 研創藝術中心 Creative Art Center 良好
陳玥詠 幼兒A組 St. Catherine’s Kindergarten & International Nursery N/A 良好
李樂恆 幼兒A組 劍嗚幼稚園 良好
曹重孜 幼兒A組 St. Catherine's International Kindergarten Kids art HK 良好
鄭葦杭 幼兒A組 \ 維思教室 良好
黃晉懿 幼兒A組 \ 維思教室 良好

古建研 幼兒B組 \  VkidS兩點水工作室   Stephen Chow 冠軍
周秭安 幼兒B組 \ ART FARM藝術幼苗(匯景) Jacky Liu 冠軍
湯舒然 幼兒B組 \  VkidS兩點水工作室   Stephen Chow 冠軍
馮子宸 幼兒B組 \ Sunny Garden Smart Kids Centre 蘇德老師 冠軍
李旻滔 幼兒B組 \ 想創作室 This Is Art Creative Studio Miss Eunice Chan 冠軍
莊祉瑤 幼兒B組 \ 藍天畫室 Amazing Gallery 曾懷蓉老師 冠軍
許仲賢 幼兒B組 \ 西洋畫室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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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芷凝 幼兒B組 \ 柔美子手作坊 亞軍
許嚳之 幼兒B組 \  VkidS兩點水工作室 亞軍
林霏兒 幼兒B組 RITA CREATIVE ART RITA CREATIVE ART 亞軍
許皓桐 幼兒B組 \  VkidS兩點水工作室 亞軍
黃遨颺 幼兒B組 \  VkidS兩點水工作室 亞軍
李紀逸 幼兒B組 \ 想創作室 This Is Art Creative Studio 亞軍
陳彥瑜 幼兒B組 聖公會幼稚園 One Art Lab 亞軍
梁淏斐 幼兒B組 Hong Kong Soka Kindergarten 亞軍
何凱晴 幼兒B組 香港靈糧堂幼稚園 青苗中心（康怡） 季軍
陳芯玥 幼兒B組 \ 西洋畫室 季軍
蔡耀樂 幼兒B組 \ 樂恩藝術中心 季軍
潘靖淳 幼兒B組 \  VkidS兩點水工作室 季軍
馮貝媃 幼兒B組 \  VkidS兩點水工作室 季軍
吳鍶烆 幼兒B組 \  VkidS兩點水工作室 季軍
吳瑞兒 幼兒B組 RITA CREATIVE ART RITA CREATIVE ART 季軍
楊洺綸 幼兒B組 \  VkidS兩點水工作室 季軍
李芊恩 幼兒B組 博士山幼稚園 卓爾畫室 季軍
許皓庭 幼兒B組 \  VkidS兩點水工作室 季軍
方昫晴 幼兒B組 \  VkidS兩點水工作室 季軍
賈善如 幼兒B組 \ 想創作室 This Is Art Creative Studio 季軍
陳芷翹 幼兒B組 \ 藍天畫室 Amazing Gallery 季軍
張凱旋 幼兒B組 \ ART FARM藝術幼苗(將軍澳) 優異
劉梓瑩 幼兒B組 \  VkidS兩點水工作室 優異
羅樂曦 幼兒B組 \  VkidS兩點水工作室 優異
岑澤信 幼兒B組 \  VkidS兩點水工作室 優異
吳帆 幼兒B組 宣道國際學校 Focal Learning 優異
岑澤芯 幼兒B組 \  VkidS兩點水工作室 優異
譚嘉朗 幼兒B組 \  VkidS兩點水工作室 優異
葉勤森 幼兒B組 \  VkidS兩點水工作室 優異
曹正宇 幼兒B組 \  VkidS兩點水工作室 優異
袁藝珉 幼兒B組 \ 想創作室 This Is Art Creative Studio 優異
植崑泰 幼兒B組 九龍塘迦南幼稚園 小荳創藝工作室 優異
鄭維初 幼兒B組 \ 眾畫坊 優異
何卓琳 幼兒B組 聖母無玷聖心幼稚園 卓爾畫室 優異
李凱琳 幼兒B組 St Catherine International Kindergarten Only Arts Studio 優異
劉珈妤 幼兒B組 \  VkidS兩點水工作室 優異
林彥臻 幼兒B組 RITA CREATIVE ART RITA CREATIVE ART 優異
梁健恩 幼兒B組 RITA CREATIVE ART RITA CREATIVE ART 優異
林巧彤 幼兒B組 \ 藍天畫室 Amazing Gallery 優異
湯栢暠 幼兒B組 \  VkidS兩點水工作室 良好
梁淏舜 幼兒B組 \  VkidS兩點水工作室 良好
馬卓毅 幼兒B組 \  VkidS兩點水工作室 良好
郭穎錤 幼兒B組 \  VkidS兩點水工作室 良好
羅君翹 幼兒B組 \ 想創作室 This Is Art Creative Studio 良好
林思齊 幼兒B組 \ 想創作室 This Is Art Creative Studio 良好
章鍩浠 幼兒B組 九龍塘窩打老道迦南幼稚園 \ 良好
莊凱祈 幼兒B組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 良好
梅凱喬 幼兒B組 RITA CREATIVE ART RITA CREATIVE ART 良好
陳浚銘 幼兒B組 RITA CREATIVE ART RITA CREATIVE ART 良好

黃智燊 兒童A組 宣道會劉平齊紀念國際學校 \ \ 冠軍
劉煦林 兒童A組 \  VkidS兩點水工作室   Stephen Chow 冠軍
何雨恩 兒童A組 \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創意小學 譚妙玲主任 冠軍
翁信霖 兒童A組 S.K.H. Kei Oi Primary School Focal Learning \ 冠軍
吳梓珊 兒童A組 \  VkidS兩點水工作室   Stephen Chow 冠軍
陸愷文 兒童A組 \ 田之創作室 Artin Wong 冠軍
梁棹旗 兒童A組 \ 藍天畫室 Amazing Gallery 黃振賢 冠軍
陳駿霆 兒童A組 荃灣浸信會聯會小學 \ 亞軍
黃莉芸 兒童A組 \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創意小學 亞軍
梁智恩 兒童A組 RITA CREATIVE ART RITA CREATIVE ART 亞軍
蔣浚彥 兒童A組 黃埔宣道小學 亞軍
宋穎欣 兒童A組 \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創意小學 亞軍
陳諾 兒童A組 \  VkidS兩點水工作室 亞軍
鄭茵庭 兒童A組 \  VkidS兩點水工作室 亞軍
張子妤 兒童A組 \ 田之創作室 亞軍
張思言 兒童A組 \ 田之創作室 亞軍
蘇沁柔 兒童A組 大埔三水同鄉會禤景榮學校 亞軍
奧穗頤 兒童A組 \ 藍天畫室 Amazing Gallery 亞軍
勞德信 兒童A組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 季軍
李芮靜 兒童A組 \ 柔美子手作坊 季軍
譚子悠 兒童A組 \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創意小學 季軍
郭芯攸 兒童A組 \ 田之創作室 季軍
鄭雅文 兒童A組 \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創意小學 季軍
阮琬 兒童A組 \ 田之創作室 季軍
倪㇐巧 兒童A組 \  VkidS兩點水工作室 季軍
馮詠琅 兒童A組 \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創意小學 季軍
蔡健龍 兒童A組 \  VkidS兩點水工作室 季軍
黃傲雪 兒童A組 \  VkidS兩點水工作室 季軍



山下美娜 兒童A組 \ Miss Chan Chan 季軍
陳世銳 兒童A組 \ 創藝軒 季軍
朱灝康 兒童A組 \ 田之創作室 季軍
劉緖璦 兒童A組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School Artiste Studio 季軍
馮詩樺 兒童A組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School (HK) 季軍
黃俊諺 兒童A組 黃埔宣道小學 季軍
譚詠芝 兒童A組 RITA CREATIVE ART RITA CREATIVE ART 季軍
賴仲熙 兒童A組 黃埔宣道小學 季軍
何汶暄 兒童A組 \ 藍天畫室 Amazing Gallery 季軍
周祉希 兒童A組 \ ART FARM藝術幼苗(匯景) 優異
譚雅之 兒童A組 \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創意小學 優異
林悅心 兒童A組 \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創意小學 優異
鄭塏澄 兒童A組 \ 田之創作室 優異
李芯攸 兒童A組 \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創意小學 優異
劉晞雯 兒童A組 \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創意小學 優異
孔祥謙 兒童A組 \  VkidS兩點水工作室 優異
吳梓珊 兒童A組 \  VkidS兩點水工作室 優異
吳詩雅 兒童A組 \  VkidS兩點水工作室 優異
陳敬謙 兒童A組 \  VkidS兩點水工作室 優異
黃傲雪 兒童A組 \  VkidS兩點水工作室 優異
葉宇翀 兒童A組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優異
張藝嚴 兒童A組 \ 眾畫坊 優異
黎書行 兒童A組 \ 田之創作室 優異
符凱喬 兒童A組 RITA CREATIVE ART RITA CREATIVE ART 優異
杜柏彥 兒童A組 \ 田之創作室 優異
張希銘 兒童A組 \ 田之創作室 優異
何倩蕎 兒童A組 \ 想創作室 This Is Art Creative Studio 優異
李凱晴 兒童A組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Only Arts Studio 優異
楊穎怡 兒童A組 黄埔宣道小學 優異
陳曉瑜 兒童A組 黃埔宣道小學 優異
庚鶱月 兒童A組 \ 藍天畫室 Amazing Gallery 優異
邱俊塱 兒童A組 \ ART FARM藝術幼苗(將軍澳) 良好
馮詠琳 兒童A組 \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創意小學 良好
利德玲 兒童A組 \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創意小學 良好
張穎茵 兒童A組 \  VkidS兩點水工作室 良好
招嘉皓 兒童A組 \  VkidS兩點水工作室 良好
鄧卓賢 兒童A組 \  VkidS兩點水工作室 良好
付柏贤 兒童A組 \ Miss Chan Chan 良好
伍卓㪫 兒童A組 獻主會聖馬善樂小學 \ 良好
揭天蘊 兒童A組 \ 田之創作室 良好
林柏晴 兒童A組 \ 田之創作室 良好
羅瑋翹 兒童A組 \ 想創作室 This Is Art Creative Studio 良好
章晞琳 兒童A組 九龍城聖家小學 \ 良好
鄔凱雯 兒童A組 宣道會台山陳元喜小學 卓爾畫室 良好
駱心恩 兒童A組 黃埔宣道小學 良好
侯淇瀚 兒童A組 黃埔宣道小學 良好
曾善芯 兒童A組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良好
黃梓昊 兒童A組 \ 藍天畫室 Amazing Gallery 良好

余卓翹 兒童B組 黃埔宣道小學 \ \ 冠軍
王友晴 兒童B組 \ 育賢學校 陳恩蕎 冠軍
王㇐諾 兒童B組 黃埔宣道小學 \ \ 冠軍
曾善盈 兒童B組 \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創意小學 譚妙玲主任 冠軍
楊凱欣 兒童B組 \ 田之創作室 Artin Wong 冠軍
馮思菡 兒童B組 \ Sunny Garden Smart Kids Centre 亞軍
吳珈睿 兒童B組 \ \ 亞軍
張芯瑈 兒童B組 \ ART FARM藝術幼苗(麗港城) 亞軍
區栩敏 兒童B組 \ 卓藝畫廊 亞軍
葉晞哲 兒童B組 \  VkidS兩點水工作室 亞軍
鄧恩健 兒童B組 \ 田之創作室 亞軍
陳紫瑩 兒童B組 黃埔宣道小學 黃埔宣道小學 亞軍
梁凱晴 兒童B組 黃埔宣道小學 亞軍
徐語瀠 兒童B組 \ 藍天畫室 Amazing Gallery 亞軍
周泳孜 兒童B組 \ ART FARM藝術幼苗(匯景) 季軍
黎心柔 兒童B組 黃埔宣道小學 季軍
利蘊睿 兒童B組 \ ART FARM藝術幼苗(麗港城) 季軍
梁文涵 兒童B組 \ 育賢學校 季軍
林鑫怡 兒童B組 \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創意小學 季軍
楊泯軒 兒童B組 \ 卓藝畫廊 季軍
孔祥禮 兒童B組 \  VkidS兩點水工作室 季軍
李頌恩 兒童B組 \  VkidS兩點水工作室 季軍
招嘉信 兒童B組 \  VkidS兩點水工作室 季軍
許樂旋 兒童B組 黃埔宣道小學 \ 季軍
潘鐿琳 兒童B組 天主教伍華小學 季軍
黃天朗 兒童B組 / / 季軍
張可悠 兒童B組 黄埔宣道小學 季軍
曾晞雯 兒童B組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季軍
郭晞朗 兒童B組 漢華中學(小學部) 季軍



郭靜曈 兒童B組 \ 田之創作室 季軍
謝潼 兒童B組 \ 藍天畫室 Amazing Gallery 季軍
韋沁寧 兒童B組 \ 藍天畫室 Amazing Gallery 季軍
黃思澄 兒童B組 \ ART FARM藝術幼苗(匯景) 優異
蔡紫琪 兒童B組 \ 育賢學校 優異
陳芷琪 兒童B組 \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創意小學 優異
周頌銘 兒童B組 \  VkidS兩點水工作室 優異
姜自豪 兒童B組 \  VkidS兩點水工作室 優異
關咸朗 兒童B組 黃埔宣道小學 \ 優異
劉衍昇 兒童B組 \ Sunny Garden Smart Kids Centre 優異
黃心柔 兒童B組 \ Sunny Garden Smart Kids Centre 優異
朱弈臣 兒童B組 Harrow International School Chloe Art Planet 優異
程希允 兒童B組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卓爾畫室 優異
高琪涵 兒童B組 黃埔宣道小學 優異
謝以琳 兒童B組 英基清水灣小學 優異
許奕謙 兒童B組 黃埔宣道小學 優異
吳穎琳 兒童B組 黃埔宣道小學 優異
盧韻心 兒童B組 黃埔宣道小學 優異
楊穎晴 兒童B組 黄埔宣道小學 優異
陳政可 兒童B組 黃埔宣道小學 優異
胡雅靜 兒童B組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優異
章青嵐 兒童B組 \ 藍天畫室 Amazing Gallery 優異
趙致遠 兒童B組 \ 藍天畫室 Amazing Gallery 優異
曾嘉銘 兒童B組 \ \ 良好
古建晞 兒童B組 \  VkidS兩點水工作室 良好
高愷頌 兒童B組 \  VkidS兩點水工作室 良好
安芮 兒童B組 \ 明愛聖若瑟中學 良好
黃天行 兒童B組 / / 良好
殷愷唯 兒童B組 黃埔宣道小學 NA 良好
吳善珩 兒童B組 聖安當小學 良好
李以信 兒童B組 Alliance Primary School Whampoa 良好
冼佩霖 兒童B組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良好
洪子惠 兒童B組 \ 藍天畫室 Amazing Gallery 良好

陳雅詩 少年A組 \ 明愛聖若瑟中學 譚錦濤老師 冠軍
吳錦玲 少年A組 \ 陳校⾧免費補習天地 亞軍
楊恩浩 少年A組 \  VkidS兩點水工作室 季軍
陳芷烯 少年A組 \ 田之創作室 季軍
余宣蓉 少年B組 \ 陳校⾧免費補習天地 季軍
李祉滺 少年A組 \  VkidS兩點水工作室 優異
雷詠雪 少年A組 \  VkidS兩點水工作室 優異
吳善萱 少年A組 聖傑靈女子中學 優異
梁德橋 少年A組 ST Stephen’s College 優異
劉縉熹 少年A組 \ 藍天畫室 Amazing Gallery 優異
姜樂臻 少年A組 \ 藍天畫室 Amazing Gallery 優異
陳嘉瑩 少年B組 \ 陳校⾧免費補習天地 優異

中文名 組別 就讀學校 指導中心 輔導老師 成績
梁倬嘉 幼兒A組 \ 木棉花水墨畫室 Alice Hui 冠軍
黃心玥 幼兒A組 \ 木棉花水墨畫室 亞軍
梁凱嵐 幼兒A組 \ 木棉花水墨畫室 亞軍
劉尚澧 幼兒A組 Kentville Kindergarten 苡善坊 亞軍
張喜程 幼兒A組 \ 木棉花水墨畫室 季軍
鄧昕妤 幼兒A組 \ 木棉花水墨畫室 季軍
劉茜瑤 幼兒A組 \ 木棉花水墨畫室 季軍
朱貝蕊 幼兒A組 \ 想創作室 This Is Art Creative Studio 季軍
杜心悅 幼兒A組 \ 想創作室 This Is Art Creative Studio 季軍
林芯寧 幼兒A組 St. Catherine international kindergarten 季軍
葉祐婷 幼兒A組 \ ART FARM藝術幼苗(麗港城) 優異
湯嘉軒 幼兒A組 \ 木棉花水墨畫室 優異
楊千汶 幼兒A組 \ 木棉花水墨畫室 優異
衞盈曦 幼兒A組 \ 木棉花水墨畫室 優異
陳穎柔 幼兒A組 \ 木棉花水墨畫室 優異
陳立曦 幼兒A組 \ 想創作室 This Is Art Creative Studio 優異
陳首斐 幼兒A組 \ 想創作室 This Is Art Creative Studio 優異
周學致 幼兒A組 聖公會幼稚園 Art Moment Creative Studio 優異
吳恩蕎 幼兒A組 \ 木棉花水墨畫室 良好
陳紫瑜 幼兒A組 \ 木棉花水墨畫室 良好
彭建皓 幼兒A組 St. Catherine’s International Kindergarten 良好

李汶洛 幼兒B組 \ 木棉花水墨畫室 Alice Hui 冠軍
鄺祖萱 幼兒B組 \ 想創作室 This Is Art Creative Studio Miss Eunice Chan 冠軍
伍紫慧 幼兒B組 \ 卓藝畫廊 亞軍
霍謙麒 幼兒B組 \ 木棉花水墨畫室 亞軍
鄧綵翹 幼兒B組 \ 木棉花水墨畫室 亞軍
梁溢正 幼兒B組 \ 想創作室 This Is Art Creative Studio 亞軍

中國畫



吳約信 幼兒B組 \ 角落工作室 亞軍
劉尚羲 幼兒B組 Kentvill Kindergarten 苡善坊 亞軍
張詩弦 幼兒B組 康怡維多利亞幼稚園 \ 季軍
明紫萱 幼兒B組 \ 創作畫室 季軍
吳菀津 幼兒B組 \ 卓藝畫廊 季軍
陳尚治 幼兒B組 \ 木棉花水墨畫室 季軍
山下裕樹 幼兒B組 \ Miss Chan Chan 季軍
王籽喬 幼兒B組 \ 木棉花水墨畫室 季軍
王芊詠 幼兒B組 \ 木棉花水墨畫室 季軍
陳琛予 幼兒B組 \ 想創作室 This Is Art Creative Studio 季軍
陳熹琳 幼兒B組 香港培道小學幼稚園 \ 優異
林司渝 幼兒B組 \ ART FARM藝術幼苗(匯景) 優異
何卓燊 幼兒B組 \ 木棉花水墨畫室 優異
黃曦石 幼兒B組 \ 創作畫室 優異
楊岳霖 幼兒B組 \ 木棉花水墨畫室 優異
馬卓攸 幼兒B組 \ 木棉花水墨畫室 優異
陳穎澄 幼兒B組 \ 木棉花水墨畫室 優異
徐貝兒 幼兒B組 \ 木棉花水墨畫室 優異
易見知 幼兒B組 \ 木棉花水墨畫室 優異
李子諺 幼兒B組 \ 想創作室 This Is Art Creative Studio 優異
江杺頤 幼兒B組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Rainbow Creative Arts (Yuen Long) 優異
吳紫睿 幼兒B組 北角衛理堂幼稚園 Art Moment Creative Studio 優異
鍾嘉怡 幼兒B組 \ ART FARM藝術幼苗 (寶琳) 良好
黃彥喬 幼兒B組 \ 木棉花水墨畫室 良好
胡嚴天 幼兒B組 \ 木棉花水墨畫室 良好

謝霆熹 兒童A組 英華小學 GMC 龐月娥 冠軍
黃貝兒 兒童A組 \ ART FARM藝術幼苗(麗港城) Jacky Liu 冠軍
黃迦蕎 兒童A組 \ 田之創作室 亞軍
徐翊豐 兒童A組 Rosaryhill School 朝花夕墨 亞軍
曾愷雪 兒童A組 \ ART FARM藝術幼苗(匯景) 季軍
康芷悠 兒童A組 黃埔宣道小學 季軍
蔡潁芯 兒童A組 \ ART FARM藝術幼苗(麗港城) 季軍
李文发 兒童A組 \ Miss Chan Chan 季軍
馬梓軒 兒童A組 \ 卓藝畫廊 優異
傅棣榮 兒童A組 \ Miss Chan Chan 優異
 歐泓廷 兒童A組 \ 想創作室 This Is Art Creative Studio 優異
洪偲瑜 兒童A組 寶血小學 優異
張翕妍 兒童A組 黃埔宣道小學 優異
陳適融 兒童A組 \ 創藝軒 良好
何忠瀚 兒童A組 \ 想創作室 This Is Art Creative Studio 良好

陳梓朗 兒童B組 \ 木棉花水墨畫室 Alice Hui 冠軍
許諾妍 兒童B組 \ 研創藝術中心 Creative Art Center 亞軍
蔡沅喬 兒童B組 \ ART FARM藝術幼苗(匯景) 季軍
葉璟康 兒童B組 \ 木棉花水墨畫室 季軍
陳俊佑 兒童B組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 優異
呂洛維 兒童B組 \ 卓藝畫廊 優異
張舒桐 兒童B組 蘇浙小學 優異

潘梓豪 少年A組 \ 研創藝術中心 Creative Art Center 唐華君Juny 冠軍
陳儒淇 少年A組 \ 創藝軒 亞軍
黃梓瑜 少年A組 \ 研創藝術中心 Creative Art Center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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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異

中文名 組別 就讀學校 指導中心 輔導老師 成績
甘子銓 幼兒A組 \ 小星星藝術中心 鄭穎蔚老師 冠軍
李栩澄 幼兒A組 \ 小星星藝術中心 亞軍
連浩鉦 幼兒A組 \ 小星星藝術中心 季軍
劉俊彥 幼兒A組 \ 小星星藝術中心 優異
蕭浠殷 幼兒A組 \ 小星星藝術中心 優異
劉峻喬 幼兒A組 \ 田之創作室 良好

楊徽 幼兒B組 \ 小星星藝術中心 鄭穎蔚老師 冠軍
冼銳俞 幼兒B組 三水同鄉會禤景榮學校 三水同鄉會禤景榮學校 \ 冠軍
李千睿 幼兒B組 \ 小星星藝術中心 亞軍
鮑嘉恩 幼兒B組 \ 小星星藝術中心 亞軍
甘子懿 幼兒B組 \ 小星星藝術中心 季軍
趙容 幼兒B組 \ 樂學堂 季軍
甘京霖 幼兒B組 \ 小星星藝術中心 季軍
區翰庭 幼兒B組 \ 小星星藝術中心 季軍
馮凱琳 幼兒B組 \ 小星星藝術中心 季軍
陳可澄 幼兒B組 拔萃女小學 Art Moment Creative Studio 季軍
李綺澄 幼兒B組 \ 小星星藝術中心 優異
林臻翹 幼兒B組 \ 小星星藝術中心 優異

油畫/塑膠彩



麥舜甯 幼兒B組 \ 小星星藝術中心 優異
龍天恩 幼兒B組 \ 小星星藝術中心 優異
譚曉翔 幼兒B組 \ 小星星藝術中心 優異
張維臻 幼兒B組 \ 小星星藝術中心 優異
莊喻博 幼兒B組 \ 小星星藝術中心 優異
陳可霖 幼兒B組 拔萃女小學 Art Moment Creative Studio 優異
楊景淘 幼兒B組 \ 田之創作室 良好
江杺頤 幼兒B組 優才 (楊殷有娣)書院 小學部 Rainbow Creative Arts (Yuen Long) 良好

陳可浵 兒童A組 拔萃女小學 Art Moment Creative Studio Josie So 冠軍
林美臻 兒童A組 \ Tina畫室 亞軍
米知俍 兒童A組 \ Miss Chan Chan 季軍
周梓悠 兒童A組 \ 樂學堂 優異

LO TING KAN 兒童A組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優異

陳芷喬 兒童B組 \ 田之創作室 Artin Wong 冠軍
陳展悠 兒童B組 \ \ 亞軍
譚凱文 兒童B組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Drawer Art Studio 季軍
符國熙 兒童B組 黃埔宣道小學 季軍
蔡子晴 兒童B組 \ 樂學堂 優異
陳翊寶 兒童B組 \ 樂學堂 優異
鄧洛之 兒童B組 \ Tina畫室 優異
麥嘉瑤 兒童B組 \ 陳校⾧免費補習天地 良好
朱晶晶 兒童B組 \ 研創藝術中心 Creative Art Center 良好

樊凱圻 少年B組 \ 眾畫坊 歐銀 冠軍
謝栩彤 少年A組 \ 寫意藝術中心 亞軍
謝栩彤 少年A組 \ 寫意藝術中心 季軍
丘慧恩 少年A組 聖公會莫壽增中學 學校 優異
方蕾 少年B組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迦南書院 \ 優異
任寶恩 少年A組 滬江維多利亞學校 Victoria Shanghai Academy 良好

中文名 組別 就讀學校 指導中心 輔導老師 成績
梁竣睎 幼兒A組 \ The Art Class 美術堂(旺角) Chan Lok Lam 冠軍
彭羿詩 幼兒A組 Kornhill Victoria Kindergarten 亞軍
古定欣 幼兒A組 \ The Art Class 美術堂 季軍
譚丞軒 幼兒A組 \ The Art Class 美術堂(旺角) 優異

林庭欣 幼兒B組 \ 卓藝畫廊 卓娜 冠軍
朱俊彥 幼兒B組 北角衛理堂幼稚園 Art Moment Creative Studio Josie So 冠軍
梁倬嘉 幼兒B組 \ 卓藝畫廊 亞軍
姚沛言 幼兒B組 \ The Art Class 美術堂 亞軍
楊芷欣 幼兒B組 \ The Art Class 美術堂 亞軍
莊茵喬 幼兒B組 德望小學 Art Moment Creative Studio 季軍
金信堯 幼兒B組 \ The Art Class 美術堂(旺角) 季軍
許晴寶 幼兒B組 \ 卓藝畫廊 季軍
武穎琪 幼兒B組 \ 小星星藝術中心 季軍
鄧恩祈 幼兒B組 \ 田之創作室 季軍
朱穎琳 幼兒B組 \ The Art Class 美術堂(旺角) 季軍
余鎧翹 幼兒B組 \ The Art Class 美術堂(旺角) 季軍
蒲玥兒 幼兒B組 \ 樂學堂 優異
梁卓謙 幼兒B組 \ 卓藝畫廊 優異
吳浚銘 幼兒B組 \ 卓藝畫廊 優異
區瑋婷 幼兒B組 \ 小星星藝術中心 優異
王焯瑤 幼兒B組 \ 田之創作室 優異
陳星兒 幼兒B組 \ The Art Class 美術堂 優異
曾梓灝 幼兒B組 \ The Art Class 美術堂 優異
鄧朗喬 幼兒B組 \ The Art Class 美術堂(旺角) 優異
杜廷彥 幼兒B組 \ 田之創作室 優異
蔡迦倩 幼兒B組 \ The Art Class 美術堂(旺角) 優異
蔡庭騫 幼兒B組 \ The Art Class 美術堂(旺角) 優異
戴筠兒 幼兒B組 Victoria (Homantin) International Kindergarten 優異
鄧博軒 幼兒B組 JoyfulArt Studio Limited JoyfulArt Studio Limited 優異
林睿翹 幼兒B組 \ 創作畫室 良好
尹子舜 幼兒B組 \ The Art Class 美術堂(旺角) 良好
劉梓瑜 幼兒B組 \ The Art Class 美術堂(旺角) 良好
劉逸橋 幼兒B組 \ The Art Class 美術堂(旺角) 良好

徐琪惠 兒童A組 \ Miss Chan Chan Miss Chan Chan 冠軍
范佑康 兒童A組 \ 卓藝畫廊 卓娜 冠軍
莊善喬 兒童A組 德望小學 Art Moment Creative Studio 亞軍
孫艾瑪 兒童A組 \ Miss Chan Chan 亞軍
許如雙 兒童A組 \ 卓藝畫廊 亞軍
葉卓軒 兒童A組 \ Free Art Work Shop 季軍
方巧晴 兒童A組 \ 創作畫室 季軍

水, 粉, 彩



廖澤西 兒童A組 \ Miss Chan Chan 季軍
杜若昕 兒童A組 \ Tina畫室 季軍
嚴在心 兒童A組 \ 卓藝畫廊 季軍
鄧皓升 兒童A組 \ 樂恩藝術中心 季軍
符妙婷 兒童A組 \ 田之創作室 優異
鄧皓心 兒童A組 \ 樂恩藝術中心 優異
黃曉蔚 兒童A組 \ 卓藝畫廊 優異
林靜兒 兒童A組 \ 卓藝畫廊 優異
陳嘉臨 兒童A組 黃埔宣道小學 優異
許梓晴 兒童A組 \ 卓藝畫廊 優異
曾晞婷 兒童A組 黃埔宣道小學 優異
黃浩軒 兒童A組 \ 卓藝畫廊 良好
吳靜曦 兒童A組 \ Tina畫室 良好
游芯悅 兒童A組 路德會梁鉅鏐小學 火炭畫薈 良好

葉允晴 兒童B組 \ Free Art Work Shop Chan Ping On    冠軍
李謹熙 兒童B組 黃埔宣道小學 \ 彭素雯主任 冠軍
黃安瀅 兒童B組 \ 卓藝畫廊 亞軍
莊梓瑜 兒童B組 \ 卓藝畫廊 亞軍
陳晞晴 兒童B組 \ Free Art Work Shop 亞軍
譚稀慈 兒童B組 \ Free Art Work Shop 亞軍
吳慮 兒童B組 聖士提反書院 \ 亞軍
林靖然 兒童B組 \ 卓藝畫廊 季軍
邵琬晴 兒童B組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卓爾畫室 季軍
余章含 兒童B組 \ 卓藝畫廊 季軍
吳詠茵 兒童B組 \ 卓藝畫廊 季軍

CHENG CHEUK YAT 兒童B組 黃埔宣道小學 季軍
吳天恩 兒童B組 \ 卓藝畫廊 季軍
金曉程 兒童B組 Find Arts Studio Find Arts Studio 季軍
葉㇐彬 兒童B組 \ 小王子音樂教室 優異
葉君蕎 兒童B組 \ 卓藝畫廊 優異
黃芷穎 兒童B組 \ 陳校⾧免費補習天地 優異
袁紀柔 兒童B組 \ 樂恩藝術中心 優異
劉沛楹 兒童B組 \ 卓藝畫廊 優異
王錝霖 兒童B組 \ 卓藝畫廊 優異
梁諾霏 兒童B組 \ 卓藝畫廊 優異
江梓龍 兒童B組 \ 卓藝畫廊 優異
呂承康 兒童B組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優異
黃怡君 兒童B組 \ 卓藝畫廊 優異
蔡依庭 兒童B組 \ 卓藝畫廊 優異
麥悅生 兒童B組 德望小學 Xpressive Art 優異
江梓謙 兒童B組 \ 卓藝畫廊 良好
鄔凱霖 兒童B組 民生書院小學 卓爾畫室 良好
何倩瑩 兒童B組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良好

李卓霖 少年A組 \ 卓藝畫廊 卓娜 冠軍
王景霖 少年A組 \ 卓藝畫廊 亞軍
鄭卓令 少年A組 聖保羅男女中學 青苗琴行 亞軍
陳子璐 少年A組 \ 陳校⾧免費補習天地 季軍
劉鈺祺 少年A組 \ 卓藝畫廊 季軍
吳優 少年A組 聖士提反書院 \ 季軍
李穎兒 少年A組 \ 陳校⾧免費補習天地 優異
張翡珊 少年A組 \ 卓藝畫廊 優異
范頌康 少年A組 \ 卓藝畫廊 優異
黃文詩 少年A組 \ Free Art Work Shop 優異
劉珈熙 少年A組 \ 卓藝畫廊 良好

關悅妍 少年B組 \ 卓藝畫廊 卓娜 冠軍
劉泳瑜 少年B組 \ 卓藝畫廊 亞軍
陳瀅而 少年B組 \ 陳校⾧免費補習天地 季軍
盧俊廷 少年B組 寧波公學 \ 優異
葉思欣 少年B組 \ 卓藝畫廊 優異
梁逸晞 少年B組 \ Tina畫室 優異
江卓蔚 少年B組 \ 研創藝術中心 Creative Art Center 優異

中文名 組別 就讀學校 指導中心 輔導老師 成績
姚宗翰 兒童B組 蘇浙小學 \ \ 冠軍
竺亞坤 兒童A組 \ 樂學堂 亞軍
羅婧文 兒童A組 啟思國際學校 \ 季軍
吳綽錤 兒童B組 \ 樂學堂 優異
徐睿辰 兒童A組 \ Miss Chan Chan 優異
陳嘉棋 兒童B組 \ 陳校⾧免費補習天地 優異

區子鍵 少年A組 \ 樂學堂 Miss Niki 冠軍
許瑋峰 少年A組 \ Free Art Work Shop 亞軍

素描



陳儒淇 少年A組 \ 創藝軒 季軍
林靖晞 少年A組 \ 卓藝畫廊 優異
溫雅淇 少年A組 \ Miss Chan Chan 優異
黃文樂 少年A組 \ Free Art Work Shop 優異

中文名 組別 就讀學校 指導中心 輔導老師 成績
劉舒晴 幼兒A組 \ 小星星藝術中心 鄭穎蔚老師 冠軍
余卓曈 幼兒A組 \ 小星星藝術中心 亞軍

陳筠堯      幼兒A組 \ Free Art Work Shop 季軍
林君彥 幼兒A組 \ ART FARM藝術幼苗(匯景) 優異
歐雋謙 幼兒A組 \ The Art Class 美術堂 優異

查希怡 幼兒B組 \ The Art Class 美術堂(旺角) Ma Sin Yung 冠軍
陳沁妍 幼兒B組 \ The Art Class 美術堂 亞軍

李以愛 幼兒B組 \ Free Art Work Shop 季軍
黃允兒 幼兒B組 \ Free Art Work Shop 季軍
劉怡德 幼兒B組 \ 小星星藝術中心 優異
余卓昕 幼兒B組 \ The Art Class 美術堂 優異
馮玥穎 幼兒B組 \ The Art Class 美術堂 優異
伍天㇠ 幼兒B組 \ ART FARM藝術幼苗 (寶琳) 良好
麥翔竣 幼兒B組 \ ART FARM藝術幼苗(麗港城) 良好
江杺頤 幼兒B組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良好

馮敏嘉 兒童A組 \ The Art Class 美術堂 Miss Elaine Tam 冠軍
黃悅銘 兒童A組 \ ART FARM藝術幼苗(匯景) 亞軍
何寶燕 兒童A組 \ 樂學堂 季軍
黃梓麟 兒童A組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季軍
李牧言 兒童A組 \ ART FARM藝術幼苗(麗港城) 優異
王秀妤 兒童A組 \ Studio M 優異
利康蕎 兒童A組 \ The Art Class 美術堂(旺角) 優異
余知非 兒童A組 \ Miss Chan Chan 良好
李文发 兒童A組 \ Miss Chan Chan 良好

劉昉庭 少年A組 林大輝中學 林大輝中學 王小帆老師 冠軍
區子鍵 少年A組 \ 樂學堂 亞軍
蔡以琳 少年A組 \ Studio M 季軍
龔紫善 少年A組 \ Studio M 優異
鄭柏言 少年A組 \ Studio M 優異

中文名 組別 就讀學校 指導中心 輔導老師 成績
張綽恩 兒童B組 保良局雨川小學 卓爾畫室 鄧泳蘭 冠軍
王友晴 兒童B組 \ 育賢學校 亞軍
楊梓彤 兒童B組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季軍
李思哲 兒童B組 黃埔宣道小學 \ 季軍
唐意涵 兒童A組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美術寶 優異
許嘉渝 兒童B組 \ 卓藝畫廊 優異

林雪濴 少年B組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 \ 冠軍
何樂施 少年A組 賽馬會體藝中學 卓爾畫室 亞軍
祁詠琪 少年A組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 季軍
陳心盈 少年A組 創知中學 優異

中文名 組別 就讀學校 指導中心 輔導老師 成績
鄭卓令 少年A組 聖保羅男女中學 \ 陳金賢 冠軍
馬浩軒 少年A組 香港弘立書院 大郡工作室 亞軍
游睿敏 少年A組 顺德联谊总会谭伯羽中学 季軍
林嘉慧 少年A組 \ 明愛聖若瑟中學 優異
王屹宸 兒童B組 蘇浙小學 \ 優異
張舒桐 兒童B組 蘇浙小學 優異

關悅妍 少年B組 \ 卓藝畫廊 卓娜 冠軍
蘇穎 少年B組 \ 明愛聖若瑟中學 亞軍
謝慧珊 少年B組 \ 明愛聖若瑟中學 季軍
單鑕棋 少年B組 \ 明愛聖若瑟中學 優異

中文名 組別 就讀學校 指導中心 輔導老師 成績
崔卓韜 少年A組 \ 陳校⾧免費補習天地 \ 冠軍
黃思燚 少年B組 \ 明愛聖若瑟中學 亞軍

工藝畫

漫畫

書法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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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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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杯、獎牌、證書、作品領取方法及其他事宜:

1) 所有是次比賽的證書/作品,及冠軍的獎杯,亞,季軍之獎牌於2022年5月15日至6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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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內地疫情管控, 獎杯/獎牌或會有所延誤，若有延誤，將於網上通知，請留意我們網站更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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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5日前以E-mail或Whatsapp至5366 2558通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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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因應2019冠狀病毒病的最新情況，香港文化中心將會繼續暫停開放。期間所有展覽／活動將會取消，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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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kidS兩點水工作室, 卓藝畫廊, 木棉花水墨畫室, 小星星藝術中心, 田之創作室, 想創作室This Is Art Creative Studio,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創意小學,

Miss Chan Chan, The Art Class, 美術堂(旺角), ART FARM藝術幼苗(匯景), Free Art Work Shop, The Art Class 美術堂,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樂學堂, RITA CREATIVE ART, 卓爾畫室, ART FARM藝術幼苗(麗港城), Art Moment Creative Studio, 明愛聖若瑟中學, 樂恩藝術中心, 

研創藝術中心, Creative Art Center,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Tina畫室, Focal Learning, Studio M,眾畫坊,維思教室

Sunny Garden Smart Kids Centre, 育賢學校, 創作畫室, 創藝軒, ART FARM藝術幼苗 (寶琳), ART FARM藝術幼苗(將軍澳), 柔美子手作坊, 苡善坊, 

藍天畫室Amazing Gallery

香港當代藝術學院

e-mail: inquiry@hkaca.com.hk
查詢電話: 23896255 / 27746255/ 53662558
辦公時間: 星期二及星期日: 2:30 pm 至 6:30pm
         星期三至星期六10.00 am- 1:00pm, 2:00- 7: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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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