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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國際巡迴賽(泰國) - 填色/繪畫/書法/攝影/電腦平面設計比賽 

成績公佈 

冠軍：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組別 比賽項目 

唐卓瑜 Tong Cheuk Yu Marvin 幼兒中班 填色 

張承謙 Cheung Shing Him 幼兒組 中文書法(硬筆) 

葉峻延 Yip Tsun Yin  幼童組 英文書法 (硬筆) 

葉律延 Yip Lut Yin 兒童組 英文書法 (硬筆) 

曾暟嵐 Tsang Cecilia Hoi Nam 少年組 英文書法 (硬筆) 

陳潞樺 Chan Lo Wah 少年組 英文書法 (硬筆) 

黃賦康 Wong Fu Hong 少年組 英文寫作 

梁正軒 Ian Leung  小學一至三年級 電腦平面設計 

梁珮瑧 Leung Pui Chun  幼兒組 繪畫 

  Fung Hei Ching 幼兒組 繪畫 

伍家康 Ng Ka Hong 幼童組 繪畫 

黃梓翱 Wong Tsz Ngo 幼童組 繪畫 

林頌罡 Lam Chung Kong  幼童組 繪畫 

陳俙彤 Chan Haylie 幼童組 繪畫 

羅雪妍 Law Suet Yin Estella 幼童組 繪畫 
何悅情   幼童組 繪畫 

  Alexa Sum Kiu Lee 幼童組 繪畫 

程朗峰   幼童組 繪畫 

  Siu Ho Ling Leiko 幼童組 繪畫 

  Yau Cheuk Hei 幼童組 繪畫 

鄧卡洛   幼童組 繪畫 

  Lai Tsz Tung 幼童組 繪畫 

周綽姿 Chow Cheuk Gi 兒童組 繪畫 

鄭雨轅 Zheng Yu Yuen 兒童組 繪畫 

張善雅 Cheung Shin Nga Donna 兒童組 繪畫 

黃浚源   兒童組 繪畫 

呂霈筠   兒童組 繪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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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凱玥   兒童組 繪畫 

盧海欣   兒童組 繪畫 

邱梓軒   兒童組 繪畫 

李自得   兒童組 繪畫 
  Ethan Jeng Teng Lee 兒童組 繪畫 

羅晉和 Ivan Law 兒童組 繪畫 

鄧宜洛   兒童組 繪畫 

  Li Man Lok 兒童組 繪畫 

周綽柔 Chow Cheuk Yau 少年組 繪畫 

梁雅晴 Leung Nga Ching Natalie 少年組 繪畫 

黃焌軒   少年組 繪畫 

黃欣然   少年組 繪畫 

何洛熙   少年組 繪畫 

杜曜倫   少年組 繪畫 

吳啟揚   少年組 繪畫 

張智傑   少年組 繪畫 

陳祉縈   少年組 繪畫 

  Yau Cheuk Kiu 少年組 繪畫 

成晉光 Shing Chun Kwong  青少年組 繪畫 

李穎嘉 Li Wing Ka 青少年組 繪畫 

譚卓韻   青少年組 繪畫 

龐詩薴   青年組 繪畫 

周芷亦   青年組 繪畫 

陳維進   青年組 繪畫 

羅海恩 Lo Hoi Yan Hiram 公開組 繪畫 

陳詠詩   公開組 繪畫 

張詩琳   公開組 繪畫 

霍穎妍   公開組 繪畫 

毛綽妍   公開組 繪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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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軍：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組別 比賽項目 

高海嵐 Ko Hoi Laam 幼兒低班 填色 

文千瑜 Man Halette 幼兒中班 填色 

曾暟嵐 Tsang Cecilia Hoi Nam 少年組 中文書法(毛筆) 

張承謙 Cheung Shing Him 幼兒組 英文書法 (硬筆) 

高海嵐 Ko Hoi Laam 幼兒組 英文書法 (硬筆) 

黃心玥 Wong Sum Yuet 幼兒組 繪畫 

仇泓博 Aidan Shou 幼童組 繪畫 

黃阡妤   幼童組 繪畫 

蔡思鋮   幼童組 繪畫 

鄭雨軒 Zheng Yu Hin 兒童組 繪畫 

何心怡   兒童組 繪畫 

羅文謙   兒童組 繪畫 

  Chan Cheuk Kiu 兒童組 繪畫 

羅家浩   少年組 繪畫 

王戩鋒   少年組 繪畫 

陳浩鋒   少年組 繪畫 

陳灦均   青年組 繪畫 

黃寶琳   公開組 繪畫 

王彥文   公開組 繪畫 

季軍：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組別 比賽項目 

王玥心 Wong Yuet Sum 少年組 繪畫 

林俊燁   幼童組 繪畫 

張辰怡   幼童組 繪畫 

譚思晴   兒童組 繪畫 

周銦彤   少年組 繪畫 

賴俊諺   少年組 繪畫 

黃詠菌   少年組 繪畫 

黃曼怡   公開組 繪畫 

溫俏   公開組 繪畫 

  Lin Lok Ching  兒童組 繪畫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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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訂購獎盃，請與職員聯絡（WhatsApp：68082017），謝謝。 
備註：是次巡迴賽獲得冠/亞/季軍者，已包含$300 獎盃款式（連名牌）， 

如欲購買中盃/大盃（包含個人名牌製作），請見下圖。 

款式及參考高度見下圖： 

 

 
 
 
 
 
 
 
 
 
 
 
 
 
付款方式： 
1. 直接存入銀行 (Deposit into Bank Account)  

# 124-070723-838 匯豐銀行 HSBC  

戶名: 香港國際文藝交流協會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Artist & Culture Association) 

請將存款收據電話 WHATSAPP 至本協會 (請註明參賽者姓名、所參加比賽、組別及聯絡電話) 

Please WhatsApp the receipts to us. (Include participant's name, name of competition, group and 

contact number at the back of the receipts) 

 

2. Payme 支付:  (請掃瞄後按上適當銀碼支付) 

 

 

（獲獎已包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