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相皇評選於 2016年 1月 26日月會中舉行，請各參賽者携相參加 

2015年月賽成績 

1月份        甲組 乙組 網上數碼組 

冠軍 楊曉雲 求真之樂  冠軍 莫松強 影伴歸程  冠軍 阮輝春 雙珠引夜龍 

亞軍 吳榮輝 特別乘客  亞軍 張良廣

捷 

捷足先得  亞軍 梁耀光 保佑 

季軍 楊曉雲 盼望  季軍 黃達強 齊心合力  季軍 毛達威 背子高飛 

2月份           

冠軍 楊曉雲 餵哺  冠軍 莫松強 姐弟情  冠軍 謝國驥 波光蝶影 

亞軍 許國偉 千手觀音  亞軍 莫松強 小巷斜陽  亞軍 毛達威 突圍 

季軍 曾港存 偷看タ陽  季軍 毛達威 大有收獲  季軍 曾耀文 黄昏垂釣 

3月份           

冠軍 許國偉 死亡遊戲  冠軍 黎耀民

民民

民民

民民

民民

民民

製 

紅棉樹下捕魚忙  冠軍 謝國驥 爭持不下 

亞軍 楊曉雲 悠閒時光  亞軍 莫松強 製作  亞軍 周炳榮 香江琉璃夜 

季軍 楊曉雲 飛  季軍 黄達強 撥水龍  季軍 梁子光 美食在望 

4月份           

冠軍 許國偉 捕漁高手  冠軍 莫松強 雨日  冠軍 毛達威 捕獲佳餚 
亞軍 劉仕樑 衝越水道  亞軍 莫松強 母子情深  亞軍 劉仕樑 衝出重圍 
季軍 楊曉雲 麵場一角  季軍 毛達威 飛身上籃  季軍 梁子光 為口奔馳 

5月份           

冠軍 許國偉 華麗決鬥  冠軍 鄭愛琼 譜出戀愛曲  冠軍 梁耀光 等待 

亞軍 楊曉雲 現在與過去  亞軍 張煥發

發嚴

發 

遲來半步  亞軍 阮輝春 媽媽我又要 

季軍 許國偉 龍捲風  季軍 鄭愛琼 雲霧鎖香江  季軍 謝國驥 勇往直前 

6月份           

冠軍 吳榮輝

夢 

夢裡水鄉  冠軍 莫松強 悉心照料  冠軍 梁耀光 倒影 

亞軍 許國偉 日行一善  亞軍 黃達強 雨夜踏行  亞軍 謝國驥 捕獲佳餚 

季軍 吳榮輝 失控  季軍 張煥發

發嚴

發 

極速傳說  季軍 嚴鎮波 圖案美 

7月份           

冠軍 吳榮輝 打到飛起  冠軍 莫松強 船廠一角  冠軍 謝國驥 奮勇向前 

亞軍 楊曉雲 遲來一步  亞軍 黃達強 鬥快  亞軍 梁耀光 鳳舞九天 

季軍 楊曉雲 餵海鷗  季軍 鄭愛琼 雙雙對對  季軍 嚴鎮波 林中起舞 

8月份           

冠軍 吳榮輝 遲來一步  冠軍 阮輝春 歇息  冠軍 梁子光 看誰有得食 

亞軍 許國偉 伴侶  亞軍 張煥發 搶食  亞軍 梁耀光 黄昏羊群 

季軍 楊曉雲 羚羊峽谷  季軍 嚴鎮波 力保手中球  季軍 吳志強 繁華市集 

9月份           

冠軍 楊曉雲 樹上這一家人  冠軍 莫松強 雨夜街頭  冠軍 謝國驥 左穿右插 

亞軍 梁子光 水之韻律  亞軍 謝啟年

年年 

澳門煙花  亞軍 毛達威 突圍 

季軍 吳榮輝 比我食先  季軍 張煥發 上上落落  季軍 毛達威 天外飛仙 

10月

份 

          

冠軍 吳榮輝 誰可得到  冠軍 鄭愛琼 閃爍人生  冠軍 梁耀光 日出壩上 

亞軍 許國偉 飛擒大咬  亞軍 莫松強 心肝寶貝  亞軍 毛達威 拉手 

季軍 楊曉雲 追捕  季軍 張煥發 遲來一步  季軍 嚴鎮波 歇息 

11月

份 

          

冠軍 劉仕樑 突圍而出  冠軍 張煥發 火龍賀中秋  冠軍 梁耀光 起舞吧 

亞軍 楊曉雲 敬佛  亞軍 莫松強 羞怯  亞軍 梁子光 美食送到它 

季軍 梁子光 遲來一步  季軍 鄭愛琼 熱作伙伴  季軍 劉仕樑 過河 

12月

份 

          

冠軍 吳榮輝 打到落地  冠軍 鄭愛琼 火花四濺  冠軍 梁耀光 壩上的黎明 

亞軍 吳榮輝 火龍追珠  亞軍 謝啟年

年年 

拾荒者  亞軍 梁耀光 壩上的晨光 

季軍 楊曉雲 歡樂童年  季軍 黃達強 湖江泛影  季軍 李健生 水花四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