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年相皇評選於 2015 年 1 月 27 日月會中舉行，請各參賽者携相參加 

2014 年月賽成績 

1 月份        甲組 乙組 網上數碼組 

冠軍 張志雄 搶食  冠軍 阮輝春 樹下細訴當年情  冠軍 阮輝春 美食當前 

亞軍 鄭康偉 歸家路上  亞軍 嚴鎮波 節節領先  亞軍 張志雄 翠鳥捕魚 

季軍 梁子光 為口奔馳  季軍    季軍 鄧啓倫 神奇畫筆 

2 月份           

冠軍 劉仕樑 祈盼  冠軍 許國偉 蟲來張口  冠軍 鄺錦迪 幻影嬌荷 

亞軍 曾港存 斑馬女郎  亞軍 許國偉 過客  亞軍 梁耀光 童真 

季軍 曾港存 後窗  季軍 許國偉 童年時  季軍 陳立明 力爭上游 

3 月份           

冠軍 梁子光 黄沙滾滾牧羊情  冠軍 許國偉 洗出水花  冠軍 鄧啓倫 舞動 

亞軍 梁子光 捕獲佳餚  亞軍 許國偉 好友相聚  亞軍 鄧啓倫 女機師 

季軍 曾港存 冷艷俏佳人  季軍 阮輝春 節節領先  季軍 梁耀光 漓江漁火 

4 月份           

冠軍 梁子光

童 

喜獲佳餚  冠軍 許國偉 極度吸引  冠軍 嚴鎮波 節節領先 

亞軍 張志雄 爭食  亞軍 阮輝春 紅棉撒網捕魚忙  亞軍 阮輝春 力保手中球 

季軍 曾港存 一線希望  季軍 嚴鎮波 撒網捕魚  季軍 梁子光 美食在望 

5 月份           

冠軍 張志雄 大神駕到  冠軍 吳榮輝 辛勞的媽媽  冠軍 嚴鎮波 勇往直前 

亞軍 張志雄 我來了  亞軍 許國偉 仲夏夜青馬  亞軍 陳立明 吸引 

季軍 梁子光 早餐在望  季軍 許國偉 炮竹賀端陽  季軍 陳立明 蝶戀花 

6 月份           

冠軍 張志雄 搶食世界  冠軍 吳榮輝 兒童樂園  冠軍 梁耀光

渴 

渴望 

亞軍 梁子光 水花飛舞樂悠悠  亞軍 吳榮輝 微笑  亞軍 梁耀光 化緣 

季軍 曾港存 解脫心魔  季軍 吳榮輝 老友相聚  季軍 梁耀光 紅瑤梯田 

7 月份           

冠軍 曾港存 看準目標  冠軍 吳榮輝 母子樂  冠軍 阮輝春 覓食 

亞軍 劉仕樑 水花四濺  亞軍 吳榮輝 誰可得到  亞軍 劉仕樑 龍爭虎鬥 

季軍    季軍 許國偉 美女潑水戰  季軍 鄭康偉 出海捕魚 

8 月份           

冠軍 梁子光 金龍賀寶誕  冠軍 嚴鎮波 撒網捕魚  冠軍 鄭康偉 狂龍共舞 

亞軍 劉仕樑 晨曦工作  亞軍 黃達強 享受陽光  亞軍 謝國驥 日出沉船 

季軍    季軍 黃達強 同心合力  季軍 梁子光 美食在口 

9 月份           

冠軍 曾港存 雨日途人  冠軍 許國偉 悠然自得  冠軍 黎俊明 舞蹈 

亞軍 梁子光 美點當前  亞軍 許國偉 節節領先  亞軍 黎俊明 活捉 

季軍    季軍 吳榮輝 先到先得  季軍 嚴鎮波 力保手中球 

10 月

份 

          

冠軍 曾港存 心魘  冠軍 吳榮輝 鷹王大戰  冠軍 梁耀光 策馬奔騰 

亞軍 劉仕樑 火龍賀元宵  亞軍 嚴鎮波 獨立橋頭賞晚霞  亞軍 梁子光 翩翩起舞 

季軍    季軍 易錦玉 沙漠駝踨  季軍 嚴鎮波 勇往直前 

11 月

份 

          

冠軍 梁子光 喜獲佳餚#2  冠軍 吳榮輝 請不要走  冠軍 嚴鎮波 歇息 

亞軍 梁子光 寶珠戲火龍  亞軍 吳榮輝 專心工作  亞軍 謝國驥 雙珠戲火龍 

季軍    季軍 阮輝春 衝出重圍  季軍 梁耀光

騰 

策馬揚鞭 

12 月

份 

          

冠軍 曾港存 靜靜地告訴妳  冠軍 許國偉 狂牛奔馳  冠軍 梁耀光

騰 

歸途 

亞軍 汪燕松 辛勞女工  亞軍 許國偉 沙丘飛馳  亞軍 劉仕樑 滑浪爭雄 

季軍 汪燕松 商討  季軍 嚴鎮波

電 

遲來一步  季軍 梁子光 美點當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