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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屆國際兒童繪畫比賽暨公開攝影比賽> 本地組別初級組得獎名單 

本地組別 組別 獎項 得獎編號 姓名 畫苑/學校 

本地組別 初級組 冠軍 1 余信穎 畫藝創作中心有限公司 

本地組別 初級組 亞軍 1 袁嘉希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本地組別 初級組 季軍 1 洪熙楠 劍鳴幼稚園 

本地組別 初級組 優異 1 巫沛鏗 畫藝創作中心有限公司 

本地組別 初級組 優異 2 蔡玟萱  

本地組別 初級組 優異 3 梁琛 Joy Art Gallery 

本地組別 初級組 優異 4 鄭琛諭 民生書院幼稚園 

本地組別 初級組 優異 5 葉俊泓 Joy Art Gallery 

本地組別 初級組 優異 6 朱清言 仁愛堂陳鄭玉而幼稚園 

本地組別 初級組 優異 7 張博鈞 燕子畫苑 

本地組別 初級組 優異 8 林晉言 布斯圖藝術王國 

本地組別 初級組 優異 9 李翊綾 鑽石山靈糧幼稚園 

本地組別 初級組 優異 10 陳萌漪 燕子畫苑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1 陳睿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2 陳置衡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3 鄧詩婷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4 周思行 柏斯音樂藝術學院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5 鄭雋曦 布斯圖藝術王國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6 楊家睿 St. Catherine Internal Kindergarden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7 尹焯悠 Joy Art Gallery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8 張芯瑜 HELLO SUNSHINE LEARNING CENTRE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9 林維濤 迦南幼稚園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10 林祐詩 柏斯音樂藝術學院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11 張政熙 Skyhigh Child Education Company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12 梁詩詩 春田畫室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13 梅樂甜 畫藝創作中心有限公司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14 吳禎殷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15 楊安 Joy Art Gallery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16 林千雪 真光幼稚園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17 盧弘尊 禮賢會幼稚園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18 蔡思琳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19 盧獻科 香港紅卍字會屯門卍慈小學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20 鄭梓安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21 舒峙誠 畫藝創作中心有限公司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22 甄梓喬 明慧國際幼稚園 (太子分校)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23 嚴日鍵 燕子畫苑文化中心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24 吳竣平 Skyhigh Child Education Company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25 陳慧媛 HELLO SUNSHINE LEARNING CENTRE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26 徐康蕎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27 伍朗琦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28 高靖喬 Joy Art Gallery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29 潘文亮 香港道教聯合會飛雁幼稚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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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30 李炫龍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31 吳駿霖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32 曾延熙 保良局田家炳兆康幼稚園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33 黃銥穎 九龍城灣仔堂基道小學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34 劉凱婷 柏斯音樂藝術學院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35 陳美瑩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36 高佑煊 迦南幼稚園 (黃埔花園)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37 薜淮天 CREATIVE WONDERLAND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38 黃焯筵 CREATIVE WONDERLAND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39 黃穎芯 畫藝創作中心有限公司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40 李家希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41 黃逸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42 Vanessa Chan 畫上空間 Upper Art Ltd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43 王詩瑤 燕子畫苑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44 陳志恒 保良局田家炳兆康幼稚園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45 林琛媃 HELLO SUNSHINE LEARNING CENTRE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46 周雨洋 迦南幼稚園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47 Gemma Way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48 鍾思澄 Skyhigh Child Education Company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49 張越 Skyhigh Child Education Company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50 Jacob Studio 83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51 杜釺潁 Joy Art Gallery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52 王希言 布斯圖藝術王國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53 王冪怡 柏斯音樂藝術學院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54 王尉霖 燕子畫苑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55 陳昕圻 Skyhigh Child Education Company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56 林樂琦 Fairy Tales 童畫王國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57 黎譽文 柏斯音樂藝術學院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58 詹子瑜 Joy Art Gallery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59 陳緯謙 Artistic Kiddies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60 陳玥晴 em art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61 陸海晴 Joy Art Gallery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62 Leanna Lam Studio 83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63 張浩文 布斯圖藝術王國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64 韋洺榛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65 何羲堯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66 李心瀅 啟基學校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67 伍思維 Skyhigh Child Education Company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68 蘇灝森 保良局田家炳兆康幼稚園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69 韓璐 畫藝創作中心有限公司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70 麥浚霖 Joy Art Gallery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71 袁凱怡 em art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72 馮焯霖 保良局田家炳兆康幼稚園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73 古俊康 畫藝創作中心有限公司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74 黃巧凝 粉嶺神召會幼稚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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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75 陳思涵 元朗朗屏邨東莞學校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76 何曉昕 柏斯音樂藝術學院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77 林心懿 Good Hope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78 林藝潼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79 黃信然 劍鳴幼稚園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80 冼晴 學之園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81 張芯桐 Yeah Study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82 楊君凰 畫藝創作中心有限公司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83 江怡德 Joy Art Gallery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84 蔡昭嵐 劍鳴幼稚園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85 劉芷彤 劍鳴幼稚園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86 馬惜仁 Joy Art Gallery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87 蔡栢妍 九龍城浸信會幼稚園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88 李晉杰 HELLO SUNSHINE LEARNING CENTRE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89 姜栢曦 後山美術社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90 陳心盈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91 黎睿熹 柏斯音樂藝術學院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92 梁淳彥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93 鄭子駿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94 石樂謙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95 莊思語 Skyhigh Child Education Company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96 黃若彤 Arts Castle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97 陳怡叡 HELLO SUNSHINE LEARNING CENTRE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98 陳祉叡 HELLO SUNSHINE LEARNING CENTRE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99 彭知言 啟基學校 

本地組別 初級組 良好 100 雷卓峰 Em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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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屆國際兒童繪畫比賽暨公開攝影比賽> 本地組別中級組得獎名單 

本地組別 組別 獎項 得獎編號 姓名 畫苑/學校 

本地組別 中級組 
冠軍 

/中級組世界冠軍 
1 王紫希 布斯圖藝術王國 

本地組別 中級組 亞軍 1 林葦晴 啟基學校 

本地組別 中級組 季軍 1 馬樂君 後山美術社 

本地組別 中級組 優異 1 葛笑霞 元朗朗屏邨東莞學校 

本地組別 中級組 優異 2 鍾思樹 畫藝創作中心有限公司 

本地組別 中級組 優異 3 潘逸希 紅磡黃埔葛量洪 

本地組別 中級組 優異 4 邱峻軒 後山美術社 

本地組別 中級組 優異 5 嚴絲雨 畫藝創作中心有限公司 

本地組別 中級組 優異 6 何祉瑩 啟基學校 

本地組別 中級組 優異 7 潘晴 啟基學校 

本地組別 中級組 優異 8 文祉蓁 啟基學校 

本地組別 中級組 優異 9 陳曉嵐 畫藝創作中心有限公司 

本地組別 中級組 優異 10 朱超澎 元朗朗屏邨東莞學校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1 周凱欣 侯懷佳畫室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2 劉栢熹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 (九龍塘)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3 潘逸朗 黃埔葛洪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4 施宇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5 林柏舜 英華小學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6 張諾希 英華小學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7 黃藹民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8 何元治 啟基學校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9 沙卓瞳 中華基督基灣小學 (愛蝶灣)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10 何善賢 畫上空間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11 陳以俐 聖多馬小學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12 古善芝 畫藝創作中心有限公司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13 陳琛懿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14 馬彥彬 畫藝創作中心有限公司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15 黃子翹 畫藝創作中心有限公司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16 杜諾珩 畫藝創作中心有限公司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17 陳家楹 畫藝創作中心有限公司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18 曹振南 侯懷佳畫室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19 鄺琸鈞 聖保羅書院小學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20 朱雪瞳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21 施玟希 Artistic Kiddies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22 劉雨鑫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23 李明欣 畫上空間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24 江緻喬 畫上空間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25 蔡卓燊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26 鄭熙童 Fairy Tales 童畫王國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27 劉軻鑫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28 盧亦飛 廬峰藝術中心 (天后) 



 

聯絡人: 第四十屆國際兒童繪畫比賽暨公開攝影比賽籌委會主席 曾瑋峻先生 / 電話: 63831315 / E-mail: hjc_drawing@hjc.org.hk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29 吳悅行 培基小學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30 簡愷陶 啟基學校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31 李浩東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32 郭慧恩 元氣堂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33 黃靖雯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34 張豪珀 HELLO SUNSHINE LEARNING CENTRE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35 馬浩仁 Joy Art Gallery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36 彭巧熒 燕子畫苑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37 蔣樂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38 黃稚桐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39 袁紹嵐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40 王淳希 Fairy Tales 童畫王國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41 吳蘂妍 I-CREATION STUDIO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42 陳玥頣 ARTZWORK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43 張力陽 香港浸會大學王錦煇中小學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44 容宇晴 燕子畫苑文化中文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45 李政霖 燕子畫苑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46 林心悅 燕子畫苑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47 戴卓謙 學野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48 伍悅澄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49 白浩冉 Artistic Kiddies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50 歐芷彤 德望小學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51 黎芯愉 元朗朗屏邨東莞學校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52 陸昕 畫藝創作中心有限公司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53 殷熙桐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54 林平彥 光明英來學校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55 吳芷瑩 Yeah Study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56 李墨泓 天水圍循道衛理小學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57 李墨泓 天水圍循道衛理小學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58 肯日紅 元朗朗屏邨東莞學校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59 梁浩翔 聖公會基愛小學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60 陳穎芯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61 高婧 畫藝創作中心有限公司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62 羅雍婷 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63 蔡一意 侯懷佳畫室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64 何芷萁 Joy Art Gallery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65 黃楚天 Arts Castle Ltd.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66 王森怡 侯懷佳畫室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67 蔡政行 燕子畫苑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68 余思彤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69 李婧行 畫藝創作中心有限公司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70 黃君琳 ST. PAUL'S CONVENT SCHOOL (PRIMARY SECTION)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71 林健烽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72 蔡凱琳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73 劉睿辰 香港潮陽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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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74 謝逸晉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75 馮允祈 畫藝創作中心有限公司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76 黃鈉筵 畫藝創作中心有限公司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77 曹肇國 元朗朗屏邨東莞學校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78 蔡娊諰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79 蕭鎮聲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80 梁兆晴 聖公會基顯小學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81 秦睿婷 畫藝創作中心有限公司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82 石井蘭 Arts Castle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83 邱子駿 元朗朗屏邨東莞學校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84 周文灝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85 關民浚 燕子畫苑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86 徐凱然 燕子畫苑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87 盧寶成 侯懷佳畫室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88 胡孜毅 畫藝創作中心有限公司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89 朱程 ARTZWORK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90 周淇軒 後山美術社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91 黃頌覺 燕子畫苑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92 黃逸豐 SWCS YMCA of HONG KONG CHRISTIAN SCHOOL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93 繆竣軒 啟基學校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94 郭詩雅 侯懷佳畫室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95 趙柏喬 Yeah Study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96 黃聖軒 Fairy Tales 童畫王國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97 林嘉盈 Artistic Kiddies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98 伍言之 CAIS 宣道國際學校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99 劉昆熹 Yeah Study 

本地組別 中級組 良好 100 鄧泳嘉 聖羅撒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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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屆國際兒童繪畫比賽暨公開攝影比賽> 本地組別高級組得獎名單 

本地組別 組別 獎項 得獎編號 姓名 畫苑/學校 

本地組別 高級組 冠軍 1 馮俊達 畫上空間 

本地組別 高級組 亞軍 1 周樂樺 I-CREATION STUDIO 

本地組別 高級組 季軍 1 陳梓軒 燕子畫苑 

本地組別 高級組 優異 1 林哲心 畫藝創作中心有限公司 

本地組別 高級組 優異 2 劉思瑜 Yeah Study 

本地組別 高級組 優異 3 張茜柔  

本地組別 高級組 優異 4 趙穎瑜 畫藝創作中心有限公司 

本地組別 高級組 優異 5 蔡葆怡 畫藝創作中心有限公司 

本地組別 高級組 優異 6 鍾兆晴 畫藝創作中心有限公司 

本地組別 高級組 優異 7 蔡曉玥 畫藝創作中心有限公司 

本地組別 高級組 優異 8 劉鍵曦 畫藝創作中心有限公司 

本地組別 高級組 優異 9 曾慕慈 畫藝創作中心有限公司 

本地組別 高級組 優異 10 Adrei Tabuac Art and Fun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1 麥德穎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2 周凱晴 侯懷佳畫室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3 何俊希 KTSS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4 葉顥甄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5 利雅懿 荃灣商會學校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6 梁凱堯 ST. CLARE PRIMARY SCHOOL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7 汪王盈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8 周俊熙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9 梁祖希 畫藝創作中心有限公司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10 黃詠賢 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11 鄺子銦 畫藝創作中心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12 李妍葦 畫藝創作中心有限公司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13 陳嘉敏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14 馮毓霖 畫藝創作中心有限公司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15 曹稀琳 畫藝創作中心有限公司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16 楊正鈺 畫藝創作中心有限公司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17 廖浚然 元氣堂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18 陳朗軒 燕子畫苑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19 陳靖 啟基學校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20 陳惠淇 元氣堂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21 郭子喬 東華三院姚達之小學 (元朗)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22 楊子滺 畫藝創作中心有限公司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23 陳珏光 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24 譚以琛 啟基學校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25 蔡旭 燕子畫苑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26 董梓晴 畫藝創作中心有限公司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27 吳卓泳 畫藝創作中心有限公司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28 馮家誠 畫藝創作中心有限公司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29 林柏堯 英華小學 



 

聯絡人: 第四十屆國際兒童繪畫比賽暨公開攝影比賽籌委會主席 曾瑋峻先生 / 電話: 63831315 / E-mail: hjc_drawing@hjc.org.hk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30 梁思健 聖公會基愛小學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31 張澤思 畫藝創作中心有限公司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32 鄭彩伶 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33 黎雪晴 香港浸會大學附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34 曾詩詠 畫藝創作中心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35 林樂瑤 童畫王國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36 張苑儀 I-Creation Stuido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37 羅巧澄 FarmRoad Gov PrimarySchool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38 張泊桸 童畫王國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39 霍靖汶 啟基學校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40 嚴若斐 燕子畫苑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41 龐緩丹 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42 鄒佑丞 燕子畫苑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43 潘可可 UpperArt Ltd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44 徐心想 畫藝創作中心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45 林雪怡 畫藝創作中心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46 張欣悅 畫藝創作中心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47 石智充 童畫王國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48 鄺芷糅 畫藝創作中心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49 黃綽庭 UpperArt Ltd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50 綾音 後山美術社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51 王進航 童畫王國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52 林靖潼 啟基學校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53 羅心依 童畫王國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54 施巧詩 優師教育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55 馮心怡 UpperArt Ltd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56 梁栢謙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57 陳煒煒 主風小學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58 張瑞程 侯懷佳畫室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59 歐陽璟軒 香港耀能協會東九龍家長資源中心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60 蕭延霖 優師教育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61 張祉悠 Art Castle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62 王穎嫻 EM ART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63 劉心兒 葵盛信義學校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64 盧樂庭 協和中學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65 周心愉 啟基學校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66 謝逸朗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67 郭思源 CCC.Heep Woh Primary School (Cheung Sha Wan)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68 陳煒錡 後山美術社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69 梁皓婷 佛教陳榮根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70 蔣曉彤 畫藝創作中心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71 陳思諾 燕子畫苑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72 陳子柔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73 林司浚 Upper Art Limited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74 許芷昕 Artistic kid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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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75 吳婷兒 畫藝創作中心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76 鍾珈敏 童畫王國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77 陳籽硯 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78 凌楚翹 燕子畫苑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79 吳嘉寶 燕子畫苑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80 關芷睿 燕子畫苑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81 張子晴 侯懷佳畫室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82 劉芯 啟基學校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83 關至皓 燕子畫苑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84 梁芊茹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85 歐翱翹 信義會信義中學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86 李卓遠 畫藝創作中心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87 吳雪晴 啟基學校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88 江嘉欣 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89 李小軒 I-Creation Stuido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90 陳禮東 東華三院姚達之紀念小學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91 余承晉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92 Regina Studio 83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93 鍾綺晴 畫藝創作中心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94 李司遠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95 鄭米琪 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96 曾諾恩 Artistic kiddies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97 陳錦豪 I-Creation Stuido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98 鍾宛汐 啟基學校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99 余卓桐 燕子畫苑 

本地組別 高級組 良好 100 江俊豪  

 

 

 

 

 

 

 

 

 

 

 

 

 

 

 

 

 



 

聯絡人: 第四十屆國際兒童繪畫比賽暨公開攝影比賽籌委會主席 曾瑋峻先生 / 電話: 63831315 / E-mail: hjc_drawing@hjc.org.hk 

<第四十屆國際兒童繪畫比賽暨公開攝影比賽> 本地組別親子組得獎名單 

本地組別 親子組 冠軍 1 區玳熹  漢華中學 (小學部) 

本地組別 親子組 亞軍 1 何樂麟  BOBO NURSERY SCHOOL 

本地組別 親子組 季軍 1 盧思雅  St. Mary's Canossian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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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屆國際兒童繪畫比賽暨公開攝影比賽> 本地組別關愛組得獎名單 

本地組別 關愛組 冠軍 1 蔡芷晴  Artistic Kiddies 

本地組別 關愛組 亞軍 1 陳浩龍  屯門卍慈小學 

本地組別 關愛組 季軍 1 朱彥譯  樂信兒童慈善遊戲治療中心 

本地組別 關愛組 優異 1 溫浩斐  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堂啓愛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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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屆國際兒童繪畫比賽暨公開攝影比賽> 國際組別初級組得獎名單 

國際組別 組別 獎項 得獎編號 姓名 畫苑/學校 畫苑/學校 代表國家 代表分會/地區畫苑 

國際組別 初級組 
冠軍/ 

初級組世界冠軍 
1 ひらの みう (133) 6 金沢大學附屬幼稚園  日本 JCI KANAZAWA 

國際組別 初級組 亞軍 1 ラム レイ嶺 Lamb Rei (127) 6 金沢大學附屬幼稚園 日本 JCI KANAZAWA 

國際組別 初級組 季軍 1 區芷菱 5 觀山苑 中國 童窩藝術 

國際組別 初級組 優異 1 劉美其 6 N/A 中國 童窩藝術 

國際組別 初級組 優異 2 楊浩 6 N/A 中國 童窩藝術 

國際組別 初級組 優異 3 張焚靈 4 N/A 中國 童窩藝術 

國際組別 初級組 優異 4 劉城睿 6 童窩藝術 中國 童窩藝術 

國際組別 初級組 優異 5 杜順 6 中華 中國 童窩藝術 

國際組別 初級組 優異 6 郭柏鈞 6 宏欣幼稚園 台灣 KAOHSIUNG LADIES JC 

國際組別 初級組 優異 7 郗斌 5 童窩藝術 中國 童窩藝術 

國際組別 初級組 優異 8 歐陽梓萱 5 逸景 中國 童窩藝術 

國際組別 初級組 優異 9 Tran Le Thuy An - Nam 6 N/A 越南 JCI SOUTH SAIGON 

國際組別 初級組 優異 10 加藤瑞己 (121) 5 金沢大學附屬幼稚園 日本 JCI KANAZAWA 

國際組別 初級組 優異 11 Nguyen Ngoc Gia Han 6 N/A 越南 JCI SOUTH SAIGON 

國際組別 初級組 優異 12 謝蕊彤 6 童窩藝術 中國 童窩藝術 

國際組別 初級組 優異 13 魏志垒 4 赤崗 中國 童窩藝術 

國際組別 初級組 優異 14 王梓琳 6 童窩藝術 中國 童窩藝術 

國際組別 初級組 優異 15 溫婧玥 6 菁童 中國 童窩藝術 

國際組別 初級組 優異 16 宮野 廉太郎 (65) 6 藤蔭幼稚園 日本 JCI KANAZAWA 

國際組別 初級組 優異 17 Heidi Aluarado 6 N/A 玻利維亞 JCI LA PAZ 

國際組別 初級組 優異 18 やました さと (144) 5 つばた 佳吉こども園 日本 JCI KANAZAWA 

國際組別 初級組 優異 19 Sabrina Putri Salsabila (419) 4-6 N/A 印尼 JCI CENTRAL JAVA 

國際組別 初級組 優異 20 Ara Shaula Putri Haryudi 4-6 N/A 印尼 JCI CENTRAL J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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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屆國際兒童繪畫比賽暨公開攝影比賽> 國際組別中級組得獎名單 

國際組別 組別 獎項 得獎編號 姓名 畫苑/學校 畫苑/學校 代表國家 代表分會/地區畫苑 

國際組別 中級組 冠軍 1 Cristian Ignacio Mérida Gutierrez  9 N/A 玻利維亞 JCI LA PAZ 

國際組別 中級組 亞軍 1 Dang Nguyen Ngoc Tran 8 N/A 越南 JCI SOUTH SAIGON 

國際組別 中級組 季軍 1 廖俞宣 9 登發國小 台灣 KAOHSIUNG LADIES JC 

國際組別 中級組 優異 1 Tran Ngoc Chau Antt 8 VIETNAM 越南 JCI SOUTH SAIGON 

國際組別 中級組 優異 2 郭芯語 9 村東國小 台灣 KAOHSIUNG LADIES JC 

國際組別 中級組 優異 3 丁梓博 8 梅花園 中國 童窩藝術 

國際組別 中級組 優異 4 Miguel Mamani Flores 7 N/A 玻利維亞 JCI LA PAZ 

國際組別 中級組 優異 5 吳聖瑩 9 童窩藝術 中國 童窩藝術 

國際組別 中級組 優異 6 吳桂平 9 童窩藝術 中國 童窩藝術 

國際組別 中級組 優異 13 吳承祐 9 登發國小 中國 童窩藝術 

國際組別 中級組 優異 8 Nguyen Tran Dang Khanh 7 N/A 越南 JCI SOUTH SAIGON 

國際組別 中級組 優異 9 Ha Phuong Linh 9 N/A 越南 JCI SOUTH SAIGON 

國際組別 中級組 優異 10 Hodet Milagrios Huanca (20) 8 N/A 玻利維亞 JCI LA PAZ 

國際組別 中級組 優異 11 道越 千鶴 (69) 2 年 2 組 中央小學校 日本 JCI KANAZAWA 

國際組別 中級組 優異 12 洪巧筠 9 登發國小 台灣 KAOHSIUNG LADIES JC 

國際組別 中級組 優異 13 吳承祐 9 登發國小 台灣 KAOHSIUNG LADIES JC 

國際組別 中級組 優異 14 Emanuel Ramos (88) 7 N/A 玻利維亞 JCI LA PAZ 

國際組別 中級組 優異 15 広沢 佳步 (100) 9 三馬小學校 日本 JCI KANAZAWA 

國際組別 中級組 優異 16 丘辰 9 童窩藝術 中國 童窩藝術 

國際組別 中級組 優異 17 Do Bich Ngoc 9 N/A 越南 JCI SOUTH SAIGON 

國際組別 中級組 優異 18 溫晨廷 9 鹿港鎮頂番國民小學 台灣 KAOHSIUNG LADIES JC 

國際組別 中級組 優異 19 陳禹縉 7 登發國小 台灣 KAOHSIUNG LADIES JC 

國際組別 中級組 優異 20 黃峻鋒 8 童窩藝術 中國 童窩藝術 

 

 

 

 

 

 

 

 

 

 

 

 

 

 

 

 

 



 

聯絡人: 第四十屆國際兒童繪畫比賽暨公開攝影比賽籌委會主席 曾瑋峻先生 / 電話: 63831315 / E-mail: hjc_drawing@hjc.org.hk 

<第四十屆國際兒童繪畫比賽暨公開攝影比賽> 國際組別高級組得獎名單 

國際組別 組別 獎項 得獎編號 姓名 畫苑/學校 畫苑/學校 代表國家 代表分會/地區畫苑 

國際組別 高級組 
冠軍/ 

高級組世界冠軍 
1 Paulo Andresline Yujra (152) 10 N/A 玻利維亞 JCI LA PAZ 

國際組別 高級組 亞軍 1 傳奕臻 10 鳯雄國小 台灣 KAOHSIUNG LADIES JC 

國際組別 高級組 季軍 1 Do Nguyen Bao 12 N/A 越南 JCI SOUTH SAIGON 

國際組別 高級組 優異 1 Dang Nguyen Ngoc Tram 11 N/A 越南 JCI SOUTH SAIGON 

國際組別 高級組 優異 2 千果 11 童窩藝術 中國 童窩藝術 

國際組別 高級組 優異 3 Phan MyAnh 12 N/A 越南 JCI SOUTH SAIGON 

國際組別 高級組 優異 4 張丞妤 11 登發國小 台灣 KAOHSIUNG LADIES JC 

國際組別 高級組 優異 5 周映彤 10 N/A 中國 童窩藝術 

國際組別 高級組 優異 6 李怡昕 12 登發國小 台灣 KAOHSIUNG LADIES JC 

國際組別 高級組 優異 7 陳安美 12 鳯雄國小 台灣 KAOHSIUNG LADIES JC 

國際組別 高級組 優異 8 つちはし きき (99) 10 N/A 日本 JCI KANAZAWA 

國際組別 高級組 優異 9 Nguyen Ngoc Teran 13 N/A 越南 JCI SOUTH SAIGON 

國際組別 高級組 優異 10 としおか かえ (92) 13 アートクラブ 日本 JCI KANAZAWA 

國際組別 高級組 優異 11 Andrea Guzman (84) 10 N/A 玻利維亞 JCI LA PAZ 

國際組別 高級組 優異 12 小山千夏 (90) 6 年 3 組 高松小學校 日本 JCI KANAZAWA 

國際組別 高級組 優異 13 Le Chuc Anh 12 N/A 越南 JCI SOUTH SAIGON 

國際組別 高級組 優異 14 Alesandra Xiamara Flores Yura (145) 10 N/A 玻利維亞 JCI LA PAZ 

國際組別 高級組 優異 15 Marco Antonio Mamani (45) 13 N/A 玻利維亞 JCI LA PAZ 

 

 

 

 

 

 

 

 

 

 

 

 

 

 

 

 

 

 

 

 

 



 

聯絡人: 第四十屆國際兒童繪畫比賽暨公開攝影比賽籌委會主席 曾瑋峻先生 / 電話: 63831315 / E-mail: hjc_drawing@hjc.org.hk 

<第四十屆國際兒童繪畫比賽暨公開攝影比賽> 國際組別關愛組得獎名單 

國際組別 組別 獎項 得獎編號 姓名 畫苑/學校 代表國家 

國際組別 關愛組 冠軍 1 Luz Maria Mamani (2) 玻利維亞 JCI LA PAZ 

國際組別 關愛組 亞軍 1 Sonia Velasco (1) 玻利維亞 JCI LA PAZ 

國際組別 關愛組 季軍 1 Marco Poma (5) 玻利維亞 JCI LA PAZ 

國際組別 關愛組 優異 1 Monica Irene Chura (12) 玻利維亞 JCI LA PAZ 

國際組別 關愛組 優異 2 Lidia Herlinda (10) 玻利維亞 JCI LA PAZ 
 

 

 

 

 

 

 

 

 

 

 

 

 

 

 

 

 

 

 

 

 

 

 

 

 

 

 

 

 

 

 

 

 



 

聯絡人: 第四十屆國際兒童繪畫比賽暨公開攝影比賽籌委會主席 曾瑋峻先生 / 電話: 63831315 / E-mail: hjc_drawing@hjc.org.hk 

<第四十屆國際兒童繪畫比賽暨公開攝影比賽> 世界冠軍得獎名單 

國際組別 初級組 冠軍 1 ひらの みう (133) 6 金沢大學附屬幼稚園  

本地組別 中級組 冠軍 1 王紫希  布斯圖藝術王國 

國際組別 高級組 冠軍 1 Paulo Andresline Yujra (152) 10 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