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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國際巡迴賽 (日本站) - 繪畫/書法/攝影/中英文寫作比賽 – 成績公佈 

（所有排名不分先後） 

 

最佳指導學院奬： 

Arts With Smile 

Eggrolls Visual Art Room 

OO Arts Hong Kong 

Picasso Creative Arts Gallery (Hang Hau) 

Picasso Creative Arts Gallery (Tiu Keng Leng Branch) 

Picasso Creative Arts Gallery (Whampoa Branch) 

Rainbow Creative Arts (CAM) 

Rainbow Creative Arts (FR) 

Rainbow Creative Arts (KW) 

Rainbow Creative Arts (LP) 

Rainbow Creative Arts (PW) 

Rainbow Creative Arts (TK) 

Rainbow Creative Arts (YL) 

穎蔓畫室 

 

傑出學院奬： 

A+環球藝術教育 

Art Loop Art Education 

雨點水工作室 

藝術幼苗 

 

積極參與大奬： 

陳潞樺 

Eggrolls Visual Art Room 

Picasso Creative Arts Gallery (Hang Hau) 

 

冠軍： 

陳思貝、陳心蕎、陳天行、賴信霖、楊國盟、吳綺芯、王心睿、雷適析、 

梁洛鈊、郭濋瀅、麥凱琳、鄧凱臨、施巧淘、李梓銘、孔祥琋、胡灝心、 

Bridget Suen、Ethan Jeng Teng Lee、曾琬喬、李倩如、吉 源、黃芯悅、 

范一番、陳芯悅、黃見恒、羅晞嵐、劉懿晴、劉縉晧、陳君諺、袁梓軒、 

岑 諾、余星融、潘思辰、黃曉禕、陳逸如、曾鈺嵋、陳彥諾、殷瑋廷、 

李紫鈺、游卓橋、顏展航、羅日朗、譚日瑜、蔡姍蔓、文卿亭、李自得、 

高灝晉、黃中彥、關子樂、梁晨風、黃苡庭、李蕊妤、郭瀚鈞、陳潞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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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栢然、翁卓詩、吳栢鴻、傅思楠、歐陽彩薰、程鐓弘、袁紫裴、陳巧凝、 

黎穎錡、Charlotte Tam、沈家齊、繆昊彋、梁柏楊、張智傑、李珈瑩、吉 祥、 

張 穎、陳梓鏸、蔡姍穎、卓澍楷、成晉光、陳心呈、翁鎂智、譚兆妤、 

岑穎翹、方蕊晶、張立天、傅蒨怡、梁曉悅、黃仕俊、黎祉呈、佘佩珊、 

張倬熒、潘慇彤、彭思慧、譚家禮、黃敏行、何朗澄、黃樂呈、陳君彥、 

郭紫瑩、陳詠詩、Chan Ying Sze、彭樂兒、李志雄、王樂知、賴曉柔、張智禮、

陳潞樺、賴曉柔、鄧珏澄、張卓穎、岑恩琳、陳劭旻、尹樂森、陳敏婷 

 

亞軍： 

Alexa Sum Kiu Lee、程朗峰、劉恩祈、蘇子瑜、朱雋堯、李倚湘、李倚嫣、 

熊敖孜、李朗瑜、梁爾廷、陳安銀、謝 情、梁均綽、顏綽悠、曾紫軒、 

梁悅澄、洪逴謙、王俞心、鄧澔渝、陳悅曦、吳逸凡、余栩晴、洪瑋謙、 

黃蔚晴、李梓望、黃翹焮、鄧宜洛、陳卓蕎、Lui Sheung Ching、饒子樂、 

楊淙澔、邵愉天、羅逸浚、陳軒沛、岑栢浩、黃梓晞、馬心柔、馬卓妍、 

鄒瀚霆、Wu Ching Lok Hadassah、黎千睿、許心兒、陳安桐、陸思呈、林琛悠、

劉睿軒、梁樂甄、張晞嵐、盧樂彤、譚旭喬、傅晞媛、蕭愷蕎、吳慧妍、 

曾琬芝、鄧曜晞、角田龍健、潘國正、劉信瑤、楊梓榆、胡晉維、蘇芷涵、 

陳宥珵、凌莉、曾英鈞、陳信一、劉芷晴、蔡海倫、黃凱楠、陳芊悅、陳旨路、

莊其臻、甘卓霖、陳思儕、譚旭珈、劉奕朗、簡妙霏、阮允悠、黃子朗、 

鄭采旻、劉奕翹、陳立卓、郭希怡、林裕茵、嚴泳茵、吳雨桐、蔡尚言、 

莫貴貽、梁昕靖、何兆朗、楊凱瑜、鄭紫瑤、許迦嵐、梁日熙、陳紫琳、 

Lam Ho Yeung Jason、黃君悅、汪 洋、曾玉軒、虞康立、陳 朗、黃卓琳、 

梁凱茼、陳 樂、陳柏賢、廖敏彤、冼卓瀅、謝旻洛、楊巧茹、周妤珈、 

吳啟揚、范穎蕎、何遨冬、吳心柔、譚雅悠、林筠翹、David Chen、張立進、 

麥詠鋅、潘智雨、黃樂恩、林睿行、余傳蕙、李梓怡、陳卓謙、吳穎之、 

梁譯丹、周芷亦、申丹妮、何寶琪、林惠莉、張智禮、吳珈熙、彭樂兒、 

黃凱樂、葉凱晴、謝詩琳、霍愷寧、廖雅頤、溫皓舜、楊鎧穎、林樂滔 

 

季軍： 

饒子熙、侯思瑤、文顥蓁、馬樂桐、周旻煜、吳懿澄、鍾卓林、奧思敏、 

鄭匡婷、黃芷霞、蕭啟峰、吳子盈、周俊熙、李允熙、蔡子日、蔡子月、 

楊心柔、王韋燊、孫梓鎬、鄧菁茹、關宇軒、林沛彤、許景淳、陳卓垣、 

劉幸怡、黃映默、Pang Tsz Wai Isaac、張鎣珳、李愷悅、麥詡汶、張晉熙、 

樊心蕾、鍾浠瑜、柯然竣、謝 恩、蔡晞姸、陸暐澄、郭浩榮、簡康妮、 

尹鎧翹、張樂炘、劉 靜、呂洛兒、蔡祉欣、張倩慈、鄭祺澔、林靖茵、 

區天朗、姚愷晉、吳凱琳、張庭僖、丁曉晴、林卓逸、黎曉臻、潘以愷、 

李芯僑、徐頌恩、王泳欣、譚心晴、史麗雯、曾栢熙、何兆剛、余忻澄、 

李樂熹、岑穎晞、黃泓毅、黃婉菁、許 穎、黃穎雯、張智怡、吳東熹、 



 

3/5 
 

郭鈞怡、翁卓謙、吳卓鈴、麥詠恩、程康淳、林浩鋒、張曉晴、陳灝均、 

蔡沛霖、周湋澄、陳銘平、羅凱穎、謝詩琳、霍愷寧、鄧靖熹、張卓穎、 

嚴恩桐 

 

優異奬： 

梁諾天、呂穎桐、王愷瑩、趙欣虹、陳浩鋒、張紫琪、周悅怡、黃泓杰、 

楊正鈞、劉芍怡、柯博然、陳澤亨、朱芷瑩、黃皓俊、張海情、黃文泰、 

黃穎琪、楊正熙、陳駿逸、周悦婷、劉芍盈、黎展毅、譚家謙、阮子峻、 

鄭禮賢、張瑞穎、單亞男、張家寶、付 力、謝天瑞、羅志明、姚 燁、 

崔安琪、裴鳳宇、陳建奧、劉益徽、白俊芳、關 釗、卞玉琢、焦龍春、 

吳 威、周啟根、劉忠明、曾金男、劉 勇、陳紅京、李長成、邵定國、 

馬汴金、陳廷才、杜 立、鄭欣欣、楊衛平、況建麗、李廣澤、張 文、 

孫守忠、張啟平、郭會軍、張長生、李旭傑、魏廣濤、趙金儒、陳川生、 

張初煙、金鐵山、孫彥林、尚觀華、梁卓華、董永強、張慧旭、周瑞田、 

肖文徑、石寶磊、沈元忠、朱宏德、國力輝、楊衛平、馬小丁、胡小黎、 

郭雲鵬、王西中、米 剛、李依平、崔成歧、張中義、劉其昌、劉俊臣、 

楊明柱、許海龍、王鴻定、刑富強、昝鑫壽、張洋平、沈清波、餘建紅、 

邵超強、文偉君、謝日輝、趙等偉、紗繼海、張旭瑞、牛建業、劉升強、 

李雙根、孔 浩、耿昌彥、劉慶傑、趙吉臣、文偉君、王明成、孫曉燕、 

白 亮、孫壽雲、王井菜、南海平、張兆鵬、關文藝、吳 生、湯世豪、 

張亞兵、張順發、楊承涼、高梓萱、熊先柏、侯晉軍、黃兵波、陳 濤、 

萬 德、王 龍、何文亞、田文彥、史亞輝、李家文、冉祥生、吳 生、 

楊天宇、查同輪、張海兵、孫曉燕、史亞輝、趙玉朝、林玉祥、劉 文、 

宋風崗、高 穎、翁燕平、荀雅楠、李海龍、許伏瓊、姜 巍、王洪洋、 

陳忠武、溫建茂、傀 勝、樊中堯、梁 峰、李福林、陳海兵、鄧迪興、 

王同義、張道明、宋 濤、馬榮元、牛躍乾、王 鋒、王長喜、王玉東、 

曾鈺婷、劉廷徑、陳 錄、于振洪、郝開通、郭偉雄、鄭順明、徐啟新、 

安萬紅、洪闡文、葛 浩、鄭文師、應厚豐、周少春、邊中易、喬 俊、 

劉春來、陳有甯、文偉君、沈尚明、安鳳紅、張世甲、孫代傳、王政勝、 

陳 興、李建文、劉元剛、景培青、張長鵬、施相龍、李建文、司正博、 

張力東、何永業、黃東鵬、王俊礫、許錫平、謝松松、陳紅軍、鐘欣秀、 

張 照、陳中富、羅亞麗、王國平、趙秀春、張文勇、郝 華、左克成、 

郭永力、崔 改、馬榮元、趙青華、陳樹坤、田 立、王順昌、葉廣亭、 

石勇信、曲善宙、李光隆、宋 海、張 琦、薑正濱、修姝冰、藺延鵬、 

萬延濱、於樹傑、王小妹、王少蕊、王在廣、王亞麗、王 際、王偉健、 

王知新、王海波、王朝陽、鄧宜軒、石遵國、葉昊林、畢兆存、朱 爍、 

朱振華、劉樂年、劉延鵬、劉學朋、許廣勝、牟曉雯、蘇 陽、蘇利學、 

李玉祥、李 偉、李 勇、何鳳麗、楊廣科、楊青華、吳國慶、汪孟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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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福昌、張峰榮、張文浩、張可勇、張 宏、張海濤、陳永勝、陳志鴿、 

陳建春、陳幫虎、羅雲成、羅宇翔、金紅霞、鄭立升、趙一峰、趙炳坤、 

郝吉光、侯永均、宮傳濤、袁憲錦、夏開文、徐興鐸、高 專、高尚琦、 

高敦奎、高曙光、曹鵬軍、崔 榮、崔德舉、商勝利、閻作鈺、閻國人、 

韓愛梅、韓 娟、路志超、滿德超、顏玉利、潘同春、刁美慧、于清國、 

於遒功、于 強、馬雲祥、馬 華、王元興、王玉成、王正安、王林潔、 

王善積、王福忠、尹清珍、盧思羽、付 洵、馮仁積、蘭信國、畢玲德、 

劉京雷、劉愛萍、劉乾佐、莊 岩、齊興貴、江華東、孫立平、孫光耀、 

紀 平、蘇貽軍、李 衛、李世來、李慶河、李尚學、李婷玉、李學才、 

李繼海、楊正宜、楊慧琴、吳 強、況素娟、冷秀英、宋兆祥、辛俊哲、 

遲仁明、張 妮、張素青、張朝法、張瑞豔、張德成、陳崇信、陳 智、 

苑 珂、趙 君、趙聯明、胡正水、胡孝聰、侯成廣、薑正顯、薑岱昆、 

薑建功、費衛軍、姚煥章、賀業榮、賈思宇、郭方錫、隋 峰、董明桓、 

董紹軍、董新軍、韓世平、韓登山、焦明霞、綦修太、潘顯高、覃宇達、 

莫慶煥、鐘一明、常文波、董文科、周 雄、符世明、朱盛新、陳業文、 

杜 為、周志華、陳業宏、吳 賢、李維華、黃 河、趙旗旗、盧傳龍、 

韋廷貴、傅紹尉、王金寶、吳仁靖、馮永浩、郝少文、田華璞、馬杏品、 

陳炫光、李 岩、高有耕、陳則威、豆新德、張永釗、常智安、靳富有、 

王志立、張 顥、李 為、王曉峰、焦夏營、王紅戰、顧 翔、梁志軍、 

曹景超、李其臻、黃 暉、曾憲良、李愛民、趙紅萍、朱建光、李東海、 

李斯特、譚必清、楊正良、劉燦輝、黃 聰、甘琳利、李仿軍、袁 豔、 

洪 戈、白 宇、彭卉軒、劉建相、匡青海、馮 高、易海珊、曾星來、 

周彥瑜、李亞雄、楊子江、宋立斌、劉 源、朱忠來、唐東進、肖永錄、 

陸成榮、張亞彬、周利宗、陳清雲、李海濤、朱海澄、季雪忠、嶽加正、 

張磊然、秦文軍、張亞明、姚紹德、潘立船、黃 敏、張英俊、李貴陽、 

何 華、歐陽荷庚、朱庚先、劉少坤、杜思吾、周 亭、陳湖南、劉 智、 

王維彬、楊國良、蘇德永、劉長龍、張實惠、李京臣、許 彪、荀雲波、 

郝興亮、馬驤一、應立博、楊忠岩、董曉祺、張顯東、孫永新、葉滿宇、 

耿澤峰、李鵬飛、李 楓、賀延西、劉建平、韓 濤、生 超、王承棟、 

陳 進、張滕軍、王新文、石雲之、丁學宗、顏琦韜、李東風、徐延波、 

郭海波、倪和軍、晏吉恒、常 猛、朱增嶺、代宏金、張成泉、王元豹、 

周 越、李遠見、李 舜、張金峰、相 平、李願基、趙煥亮、任繼雲、 

吳建偉、趙 毅、賀前進、袁大案、李映江、張嘉傑、盧中南、劉 恒、 

李世俊、楊昌剛、吳東民、吳振鋒、何開鑫、陳扶軍、陳勝凱、邵佩英、 

周劍初、趙雁君、胡崇煒、徐本一、韓少輝、傅亞成、倪洪波、常記仁、 

王凱旋、張雲峰、張建昕、何秋生、黃伯思、劉 琳、王健鵬、付西強、 

施鵬飛、黃用兟、張青峰、戴光輝、顧妙林、張海濱、王光明、張曉龍、 

黃彬波、金更良、張天民、陳 實、陳惠德、施鶴平、陳 才、胡燕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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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有強、姚紹德、陳海兵、劉靜華、姜建軍、金其勇、華 波、劉華鋒、 

申屠保華、吳 鋼、陳鑫淼、邵 君、韓華海、童雁琴、范柏濤、管福寶、 

劉友誼、王 穎、劉孝龍、丁文你、史 東、余建英、陳叔明、張愛萍、 

王 卓、羅 慶、梁啟忠、葉永興、宋梓林、姚瑞忠、湯 林、施悅兒、 

劉炳乾、姚 萍、年愛武、朱 冬、鐘海燕、王建華、黃康新、鄧興書、 

杜思吾、俞東林、哈納特、馬德俊、邵定國、徐延波、姚 誠、李 東、 

張創輝、崔成歧、馬恒舉、張 浩、吳靜曉、單公俊、張五進、路 遠、 

姚靈山、祁庚鑫、候鴻偉、柯曉陽、丁子富、張建春、肖玉峰、張祥春、 

雷 芳、宋 軍、劉日希、劉玉龍、鐘定宇、輦宏偉、陳浩榮、楊文華、 

翁 艾、王 建、候文雄、周兆利、文偉軍、楊光學、肖啟富、陳玉品、 

安文靜、董樹進、婁德寶、李 俊、王淑蘭、尹 昱、劉國京、湯曉燕、 

楊占一、劉好功、施碗鑫、吳憶清、肖 燦、範守衛、張興林、聞毅敏、 

劉 強、梅春林、劉國璽、顧志東、陳志龍、杜啟濤、邵光大、許義法、 

李 斌、王章軍、趙 恩、李 賽、龍海波、吳先明、閆松科、溫陳健、 

洪達林、雷 驊、孫智勇、施建明、秦善舜、王寶貴、萬一群、范糧毅、 

沈新洋、項紀貴、路 敏、管 靖、上官智文、孫堂富、韓 瑞、王玉強、 

郭夢洋、范奉存、於文放、嚴 龍、呂曉東、梁榮和、孔令豔、馮永浩、 

黃寅想、張雄華、楊紅豔、溫玲玲、劉吉強、蘇廷祥、夏海如、焦夏營、 

張 煉、李 敏、花秀峰、馮毅恒、馮海良、杜 浩、袁長新、羅躍芝、 

賈 旭、孫 著、張 健、程 健、劉 平、宋馭成、譚健能、楊文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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