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賽日期：2017年5月

評判：

王平女士

註: 得獎證書領取方法請見最後頁。

中文姓名 參賽組別 項目 就讀學校 指導單位
指導老師獎

*
獎項

陳昱涵 兒童 A 組 中文硬筆書法 蘇浙小學 儀一漢語教育中心 姚晴暉 冠軍

楊子鋒 兒童 A 組 中文硬筆書法 九龍真光中學（小學部）
  九龍真光中學（小學

部）
亞軍

洪逸 兒童 A 組 中文硬筆書法 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季軍

蔡澍霖 兒童 A 組 中文硬筆書法 基灣小學（愛蝶灣） 季軍

王樂知 兒童 A 組 中文硬筆書法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

小學
優異

葉梓晴 兒童 A 組 中文硬筆書法 香港創價幼稚園 優異

林伊涵 兒童 B 組 中文硬筆書法 蘇浙小學 儀一漢語教育中心 姚晴暉 冠軍

林衍澄 兒童 B 組 中文硬筆書法
St.Paul's Convent School

(Primary Section)
亞軍

尚子涵 兒童 B 組 中文硬筆書法 弘立書院 子珊書畫苑 季軍

洪悅 兒童 B 組 中文硬筆書法 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優異

阮卓熙 兒童 B 組 中文硬筆書法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優異

王寶頴 少年A組 中文硬筆書法 嘉諾撒書院 儀一漢語教育中心 姚晴暉 冠軍

卓麟嘉 少年A組 中文硬筆書法 香港耀中國際學校中學部 子珊書畫苑 亞軍

江雍瑤 少年A組 中文硬筆書法 子珊書畫苑 季軍

陳令霖 少年B組 中文硬筆書法 拔萃男書院 子珊書畫苑 冠軍

清華大學美術學院訪問學者; 香港墨色行社副會長; 香港著畫會會員

及北京成名翰墨書畫院高級書畫師，而作品多次參加海內外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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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姓名 參賽組別 項目 就讀學校 指導單位
指導老師獎

*
獎項

蘇妍彤 少年B組 中文硬筆書法 嶺南中學 亞軍

陳樂桁 少年B組 中文硬筆書法 德信中學 子珊書畫苑 季軍

葉倬廷 少年B組 中文硬筆書法
Rhenish Church Grace

School
季軍

鄭驊峰 少年B組 中文硬筆書法
Rhenish Church Grace

School
優異

梁慧心 少年B組 中文硬筆書法
威靈頓教育機構張沛松紀念

中學
優異

楊子鋒 兒童 A 組 英文硬筆書法 九龍真光中學（小學部）
九龍真光中學（小學

部）
楊劍亭 冠軍

曾暟嵐 兒童 A 組 英文硬筆書法 亞軍

陳潞樺 兒童 A 組 英文硬筆書法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二小學 季軍

程佳慧 兒童 A 組 英文硬筆書法 路德會恩石幼稚園 優異

林衍澄 兒童 B 組 英文硬筆書法
St.Paul's Convent School

(Primary Section)
冠軍

阮卓熙 兒童 B 組 英文硬筆書法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亞軍

吳卓維 兒童 B 組 英文硬筆書法 香港創美書畫院 季軍

謝韋伯 兒童 B 組 英文硬筆書法 優異

卓麟嘉 少年A組 英文硬筆書法 香港耀中國際學校中學部 子珊書畫苑 優秀(銀獎)

張盈加 少年B組 英文硬筆書法
Maryknoll Covent School

(Secondary Section)
冠軍

梁慧心 少年B組 英文硬筆書法
威靈頓教育機構

張沛松紀念中學
亞軍

梁展鵬 少年B組 英文硬筆書法 獅子會中學 獅子會中學 季軍

沈奕彤 少年B組 英文硬筆書法 獅子會中學 獅子會中學 季軍

林凱潤 少年B組 英文硬筆書法 獅子會中學 獅子會中學 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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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姓名 參賽組別 項目 就讀學校 指導單位
指導老師獎

*
獎項

鍾悅敏 少年B組 英文硬筆書法 獅子會中學 獅子會中學 優異

李溟渤 兒童 A 組 毛筆大字書法 保良局陳維周紀念學校 冠軍

邱進賢 兒童 A 組 毛筆大字書法 子珊書畫苑 亞軍

鄭朗軒 兒童 A 組 毛筆大字書法 聖保羅書院小學 季軍

劉子涵 兒童 A 組 毛筆大字書法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School
子珊書畫苑 季軍

陳宇君 兒童 A 組 毛筆大字書法 大埔崇德黄建常纪念学校 優異

黃安喆 兒童 A 組 毛筆大字書法 太陽樹中文教育中心 優異

林伊涵 兒童 B 組 毛筆大字書法 蘇浙小學 儀一漢語教育中心 姚晴輝 冠軍

羅瑋璟 兒童 B 組 毛筆大字書法 香港創美書畫院 亞軍

張媛然 兒童 B 組 毛筆大字書法 蘇浙小學 燕子畫苑文化中心 季軍

施伶潔 兒童 B 組 毛筆大字書法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子珊書畫苑 季軍

林衍澄 兒童 B 組 毛筆大字書法
St.Paul's Convent School

(Primary Section)
優異

容栢希 兒童 B 組 毛筆大字書法 台山商會學校 錡藝術中心 優異

羅希堯 少年A組 毛筆大字書法 香港培正小學 吳培彊 冠軍

卓麟嘉 少年A組 毛筆大字書法 香港耀中國際學校中學部 子珊書畫苑 亞軍

歐陽焯瑤 少年A組 毛筆大字書法
Marymount PRimary

School
季軍

張舒妍 少年B組 毛筆大字書法 耀中國際學校 冠軍

陳令霖 少年B組 毛筆大字書法 拔萃男書院 子珊書畫苑 亞軍

庄鑫儀 少年B組 毛筆大字書法 培僑中學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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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姓名 參賽組別 項目 就讀學校 指導單位
指導老師獎

*
獎項

張舒妍 少年B組 毛筆小字書法 耀中國際學校 優秀(金獎)

得獎證書領取方法及其他事項：

3.  領取證書及獎牌時，必須出示參加者之有效學生證/手冊/身份證之正本或副本。

4.  指導老師獎及藝術之星獎將個別以電郵通知領取方法。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下午5:30

地址：九龍 柯士甸道152號 好兆年行1401室

電話：2375 8808 傳真：2375 8827

網址：www.caahks.hk 電郵：caahks@caahks.hk

*指導老師獎只適用於冠軍得獎者的指導老師。

#若該組別只有一人/一組/一隊參賽，因未有出現競爭對手的情況，將不獲予冠亞季之評級。若參賽者表現出色達標，

將獲頒"優秀獎"，並以所獲之分數分作金、銀、銅或優異獎，以表揚其成就。(金獎分數須達到90分或以上，銀獎分數

須達到85-89分，銅獎分數則須達到80-84分。)

1.  所有書法比賽得獎者可於2017年6月19日至2017年7月19日期間，於本會辦公時間內到本會辦事處領取得獎證書及

獎牌，逾期者恕不受理。

2.   所有參加者可於2017年6月19日至2017年7月19日期間，於本會辦公時間內到本會辦事處領取嘉許證書，逾期者恕

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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