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相皇評選於 2020 年 1 月 14 日月會中舉行，請各參賽者携相參加 

2019 年月賽成績 

1 月份        照片組甲級 照片組乙級 數碼組 

冠軍 梁子光 力保守中球  冠軍 陳少琼 競賽  冠軍 梁炎佳 追 

亞軍 劉仕樑 林中飛舞  亞軍 何漢明 打鐵鋪  亞軍 何漢明 回望 

季軍    季軍    季軍 歐陽漢森 奮力追趕 

2 月份           

冠軍 黃達強

黃達強 

繁忙市集  冠軍 何漢明 保護獵物  冠軍 何漢明 羊皮大衣 

亞軍 梁子光 金龍賀寶誕  亞軍    亞軍 梁炎佳 梯田風光 

季軍 黃達強 中環電單車表演  季軍    季軍 梁炎佳 萬鳥朝皇 

3 月份           

冠軍 黃達強 三輪車  冠軍 陳少琼 醒獅  冠軍 梁炎佳 漁夫撒網 

亞軍 黃達強 齊心合力  亞軍    亞軍 梁炎佳 漁夫 

季軍 湯觀山 童年時  季軍    季軍 何漢明 孤燈隻影 

4 月份           

冠軍 黃達強 車夫生涯  冠軍 陳少琼 情深一吻  冠軍 陳少琼 輕歌曼舞 

亞軍 梁子光 健步如飛  亞軍 陳少琼 夢中情人  亞軍  梁炎佳

玲 

火龍鬧元宵 

季軍 梁子光 為口奔馳  季軍 何漢明 回望  季軍 蔡惠霞 戰鬥 

5 月份           

冠軍 黃達強 拾荒者  冠軍 陳少琼 趕牛  冠軍 梁子光 妙舞輕姿 

亞軍

亞軍 

湯觀山 風箏與我  亞軍 楊德琨 止步  亞軍 梁炎佳 追捕 

季軍 黃達強 捕獲佳餚  季軍     季軍 嚴鎮波 神龍賀誕 

6 月份           

冠軍 梁子光 餵哺  冠軍 何漢明 冰封  冠軍 黃達強 孤舟作業 

亞軍 湯觀山 回憶  亞軍 何漢明 母子  亞軍 梁炎佳 餵哺 

季軍 黃達強 行快 D搵命搏  季軍 楊德琨 水動樂  季軍 梁炎佳 突圍 

7 月份           

冠軍    冠軍 陳少琼 媽媽我愛您  冠軍 蔡惠霞 奮力衝線 

亞軍    亞軍    亞軍 歐陽漢森 妙舞 

季軍 黃達強 深夜作業  季軍 陳少琼 紅色誘惑  季軍 徐風 最後衝次 

8 月份           

冠軍 黃達強 修剪  冠軍 楊德琨 優閒  冠軍 黃達強 雲霧繞香江 

亞軍    亞軍 何漢明 爭先  亞軍 梁炎佳 突圍 

季軍 黃達強 撥水賀端陽  季軍 何漢明 遮風擋雨  季軍 梁炎佳 北極光 

9 月份           

冠軍 黃達強 歡聚一堂  冠軍 何漢明 快樂家庭  冠軍 梁炎佳 突圉 

亞軍 劉仕樑 各展雄風  亞軍     亞軍 梁炎佳 朝陽牧馬 

季軍 黃達強 打馬球  季軍    季軍 梁炎佳 覓食 

10 月

份 

          

冠軍    冠軍 李嘉惠 神態自若  冠軍 梁炎佳 追 

亞軍    亞軍 楊德琨 塞外某一夜  亞軍 梁炎佳 煉鋼 

季軍    季軍 陳少琼 萬馬奔騰  季軍 嚴鎮波 神龍賀誕 

11 月

份 

          

冠軍 黃達強 雪地馬球  冠軍 陳少琼 媽媽抱得太緊  冠軍 梁炎佳 祈福 

亞軍 黃達強 功架十足  亞軍 何漢明 愁容  亞軍 何漢明 爭先 

季軍    季軍 陳少琼 走得快好世界  季軍 歐陽漢森 晨牧 

12 月

份 

          

冠軍 黃達強 醉龍  冠軍 何漢明 爭先  冠軍 蔡惠霞 飛躍 

亞軍 梁子光 大神出遊  亞軍 何漢明 黃昏歸馬  亞軍 梁炎佳 以頭運輸 

季軍 黃達強 水滾茶靚  季軍 李嘉惠 魅力四射  季軍 梁炎佳 垃圾山 

附註:根據會員月賽條例規定:  

各組每級別之冠、亞、季軍之作品而有參加該年度有六個月共 24 張之紀錄，均可參加該年度最

佳作品比賽，故未符合者，未被列入上列名冊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