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選名單及特別獎名單 

 

是次比賽參加者非常踴躍，水準甚佳。鑒於初選入選名額有限，評審團感到難

以取捨，故大會接受評審團意見，增設特別獎。 

入選決賽參加者注意事項:  

⚫ 入選者(每組別各有 15位) 需親身出席決賽，即席揮毫作畫。 

⚫ 參賽作品必須為中國畫，決賽作品須符合主題目。 

⚫ 決賽畫題“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5周年” 

⚫ 決賽用畫紙規格為 - 小學組 30x40cm， 中學组 40x60cm 

⚫ 畫紙、顏料及筆墨等用具由參賽者自備 (清水由主辦單位提供) 。 

⚫ 決賽場地及時間： 

➢ 日期：2022 年 9 月 24 日(六) 

➢ 時間：下午 2:30-4:30 

➢ 地點：亞洲國際博覽館 

⚫ 入選作品將於 2022 年 9月 23至 25 日在亞洲國際博覽館展場內公開展出，入選

學生姓名及其就讀學校名稱亦將登載於宣傳刊物上。 

特別獎獲獎者注意事項: 

⚫ 獲獎者須親身出席頒獎典禮領獎，同時出示有效身份證明文件，在讀小學生需

由家長陪同領獎。 

⚫ 頒獎典禮： 

➢ 日期：2022 年 9 月 25 日(日) 

➢ 時間：下午 2:00 

➢ 地點：亞洲國際博覽館 

⚫ 獲獎作品將於 2022 年 9 月 23 至 25 日在亞洲國際博覽館展場內公開展出，獲獎

學生姓名及其就讀學校名稱亦將登載於宣傳刊物上。 

⚫ 獲獎者可於 2022 年 9 月 25 日頒獎禮後(下午 5 時前)，取回畫作，逾時作放棄論。 

由南天畫會、善德基金會及訊通展覽公司聯合主辦之全港中小學中國畫比賽

所公布的入選名單及賽果資料，為主辦機構獨家擁有，任何人士或團體未經主

辦機構書面授權，不得抄襲或竊用，如有違反，主辦機構將保留法律追究權利。 



 

 

 

 

(初小組) 入選決賽名單 
Ref no. 姓名 學校 

J015 黃譽 港大同學會小學 

J035 鄧瑜 培僑小學 

J050 鄺盈進 喇沙小學 

J054 吳翊菲 香港創美書畫院 

J055 張皓然 聖公會青衣邨何澤芸小學 

J058 廖詠晞 聖公會聖彼得小學 

J106 王曦雯 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J236 鍾曉懿 木棉花水墨畫室 

J237 陳心悅 木棉花水墨畫室 

J242 方恩翹 木棉花水墨畫室 

J251 呂卓蔚 木棉花水墨畫室 

J252 李彥樑 木棉花水墨畫室 

J263 沈詩涵 木棉花水墨畫室 

J270 葉思言 木棉花水墨畫室 

J272 余定因 木棉花水墨畫室 

(高小組) 入選決賽名單 
Ref no. 姓名 學校 

J006 張棋翔 林村公立黃福鑾紀念學校 

J009 彭芊澄 弘立書院 

J012 李采頤 嘉諾撒聖方濟各學校 

J029 謝沛明 弘立書院 

J030 陳嘉晴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J064 黃凌越 培僑書院小學部 

J109 陳子蕎 St Stephen's College Preparatory  

J124 蘇卓慈 鴨脷洲街坊學校 

J156 李彥始 東華三院冼次雲小學 

J192 周家瑜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J199 陳芷喬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J232 陳樑懿 木棉花水墨畫室 

J233 陳姿霖 木棉花水墨畫室 

J257 潘茜堤 木棉花水墨畫室 

J269 葉明蓁 木棉花水墨畫室 

 

 

 



 

 

 

 

(初中組) 入選決賽名單 
Ref no. 姓名 學校 

S002 陳叡瑩 協恩中學 

S003 馮小柔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S011 朱可澄 趙聿修紀念中學 

S012 朱子夢 德望學校 

S058 蔡穎欣 匯基書院 

S063 陳芷彤 趙聿修紀念中學 

S064 盧泓熠 香港創美書畫院 

S066 Hung Chi Ho ST.PAUL’S COLLEGE 

S072 劉芷穎 協恩中學 

S075 李司遠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 

S077 施雅琳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 

S099 蔡旭 衛理中學（小西灣） 

S100 李依諾 滬江維多利亞學校 

S123 陳顯津 ST STEPHEN’S COLLEGE 

S147 梁詩珩 木棉花水墨畫室 

(高中組) 入選決賽名單 
Ref no. 姓名 學校 

S046 劉晧怡 粉嶺禮賢會中學 

S055 吳敏滎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 

S053 李敏瑤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 

S065 麥心兒 港澳信義會慕德中學 

S074 葉仲蕎 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 

S076 關悅妍 德望學校 

S078 梁靖旻 德望學校 

S083 黃俊諾  播道書院  

S084 陳芷瑩 佛教大雄中學 

S094 吳學琛 滬江維多利亞學校 

S103 陳曉陽 香港真光書院 

S118 呂以琳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S140 黃楚淇 中華基金中學 

S149 李卓諺 木棉花水墨畫室 

S152 許樂兒 木棉花水墨畫室 
   

 

 
  



 

(初小組) 特別獎 
Ref no. 姓名 學校 

J007 熊恩婷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J031 李喆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J051 畢子蕎 沙田循道衛理小學 

J061 王美懿 滬江小學 

J128 李昊鳴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小學 

J131 黃思澄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J132 朱思霖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J133 許懿揚 香港加拿大國際學校 

J148 謝家樂 農圃道官立小學 

J244 關睿鈞 木棉花水墨畫室 

J246 洪靖依 木棉花水墨畫室 

J247 許依雯 木棉花水墨畫室 

J258 潘天胤 木棉花水墨畫室 

J264 鄧義 木棉花水墨畫室 

J273 余玥因 木棉花水墨畫室 

(高小組) 特別獎 
Ref no. 姓名 學校 

J056 任芷萱 和富慈善基金會李宗德小學 

J105 梁藝文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月華街） 

J138 梁尚韜 聖公會靈愛小學 

J141 謝熒烽 聖公會聖米迦勒小學 

J203 馮梓茵 聖安當小學 

J211 許瑞琳 聖安當小學 

J249 劉佩翹 木棉花水墨畫室 

J254 劉尚兒 木棉花水墨畫室 

J260 辛家榛 木棉花水墨畫室 

J265 鄧迦謠 木棉花水墨畫室 

(初中組) 特別獎 
Ref no. 姓名 學校 

S009 陳健溱 天主教南華中學  

S070 黃靄霖 滬江維多利亞學校 

S121 林頌欣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S125 梁穎智 ST STEPHEN'S COLLEGE 

S126 馮逸帆 ST STEPHEN'S COLLEGE 

S132 朱子熙 ST STEPHEN'S COLLEGE 

S133 楊易霖 ST STEPHEN'S COLLE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