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相皇評選於 2018 年 1 月 30 日月會中舉行，請各參賽者携相參加 

2017 年月賽成績 

1 月份        甲組 乙組 網上數碼組 

冠軍 陳麗玲 火龍熱舞  冠軍 馬海濱    母  愛  冠軍 姚李美玲    過河渡 

亞軍 何惠妹 輕輕一吻  亞軍 譚文基 小天使  亞軍 毛達威 力 拼 

季軍 梁子光 節節領先  季軍 梁金英 節節領先  季軍 姚李美玲

波 

迷  宮 

2 月份           

冠軍 陳麗玲 步出紅塵  冠軍 鄭慧敏 迂迴路上  冠軍 毛達威 連州日出 

亞軍 陳麗玲 湖上芭蕾舞  亞軍  鄭慧敏 走進光影長廊  亞軍 梅世廉 美麗的倒影 

季軍 陳麗玲 火躍龍騰  季軍  梁金英 一鳴驚人  季軍 黃達強 噴火龍 

3 月份           

冠軍 陳麗玲 一隻都不能少  冠軍 梅世廉 努力向上  冠軍 馬海濱 鳥鳴秋樹枝 

亞軍 何惠妹 夜龍追珠  亞軍 馬海濱 起舞弄清影  亞軍 姚李美玲 賭場百態 

季軍 梁子光 捕魚高手  季軍 李卓能 水中躍馬  季軍  李英華 搶  食 

4 月份           

冠軍 陳麗玲 夫唱婦隨  冠軍 譚文基 修鬍子  冠軍 梁子光 捕獲佳餚 

亞軍 陳麗玲 火躍騰龍  亞軍 梁金英 佳人水中舞  亞軍  姚李美

玲 

下雨天 

季軍 陳麗玲 霧鎖張家界  季軍 鄭慧敏 梨園花旦  季軍 鄭慧敏 蟲蟲著的步伐 

5 月份           

冠軍 劉仕樑 衝出重圍  冠軍 梅世廉 清淨，莊嚴  冠軍 馬淤濱 秋日私語 

亞軍 陳麗玲 洪爐飛花  亞軍  梁金英 璀璨香江  亞軍 鄭慧敏 再飛嚟埋，食

咗你 

季軍 阮輝春 歇 息  季軍  馬海濱 爭分奪秒  季軍 姚李美玲 火花四濺 

6 月份           

冠軍 陳麗玲 別矣家鄉  冠軍 梅世廉 飛舞中覓食  冠軍 姚李美玲 東平洲日出 

亞軍 何惠妹 鳥語花香  亞軍 梁金英 日出而作  亞軍 鄭慧敏 相 逢 

季軍 梁慧詩    浮光掠影  季軍 鄭慧敏 爆水捕魚  季軍 梁子光 節節領先 

7 月份           

冠軍 陳麗玲 紅太陽鬥運氣  冠軍 梅世廉 活潑的街童  冠軍 梁子光 讀書樂 

亞軍 陳麗玲 翠戀雲梯  亞軍 鄭慧敏 舞影相隨  亞軍 鄭慧敏 飛躍舞池 

季軍 何惠妹 烟花賀佳節  季軍 梅世廉 我睇住，你哋

走先 

 季軍 鄭慧敏 舞姿曼妙，行

如流水 

8 月份           

冠軍 陳麗玲 遲來一步  冠軍 梁金英 漁港晨曲  冠軍 梁子光 捕獲佳餚 

亞軍 黃達強    繁忙市集  亞軍 何漢明 愁 容  亞軍 梁金英 漁歌晚唱 

季軍 陳麗玲 孩子，我永遠愛

你 

 季軍 何漢明 節節領先  季軍 梁金英 蝶戀花 

9 月份           

冠軍 黃達強 繁忙時刻  冠軍 譚文基 高溫工作  冠軍 姚李美玲 分工合作 

亞軍 阮輝春 璀璨煙花耀香江  亞軍  梅世廉 晨曦渡江  亞軍 劉仕樑 飛越晨曦 

季軍 黃達強 落大雨  季軍 何漢明 滑浪高手  季軍 馬海濱 春之戀 

10 月

份 

          

冠軍 黃達強 火龍賀元宵  冠軍 鄭慧敏 腐竹背後的故

事 

 冠軍 姚李美玲 危在旦夕 

亞軍 黃達強 海國龍騰呈飛彩  亞軍 鄭慧敏 單車出遊  亞軍 梁子光 水花四濺 

季軍 梁子光 爭恃激烈  季軍 何漢明 童年時候  季軍 鄭慧敏 三叉隧道 

11 月

份 

          

冠軍 黃達強  上到都無位座  冠軍 梁金英 火龍飛舞  冠軍 姚李美玲 命懸一線 

亞軍 梁子光 餵 哺  亞軍 譚文基 驀然回首  亞軍 馬海濱 頑猴嬉戲 

季軍 陳麗玲 蝶戀花嬌  季軍 馬海濱 光影輪廊  季軍 梅世廉 難忘的晨曦 

12 月

份 

          

冠軍 何惠妹 蝶之戀  冠軍 梅世廉 睇我打千秋  冠軍 梅世廉 理髮店的一刻 

亞軍 陳麗玲 向日埕  亞軍 梅世廉 夠水未呀！  亞軍 周炳華 津津有味 

季軍 阮輝春 美食在口  季軍 譚文基 粉層佳人 

 

 季軍 鄭慧敏 甜姐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