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相皇評選於 2013年 1月 29日月會中舉行，請各參賽者携相參加 

合資格參加全年最佳作品如下 

1月份        甲組 乙組 網上數碼組 

冠軍 黃仲文 牧野歸途  冠軍 梁子光 步步緊迫  冠軍 鄧俊成 五光十色 

亞軍 劉仕樑 佛光普照  亞軍 梁子光 許願  亞軍 黎金滿 談談話 

季軍 黃仲鵬 問誰領風騷      季軍 黎金滿 雪地風情 

2月份           

冠軍 何淑佩 顧盼自憐  冠軍 張振輝 火龍傳  冠軍 林秋基 似夢迷離 

亞軍 黃仲文 冬雪奔馬  亞軍 張振輝 捕魚高手  亞軍 鄧俊成 破浪飛馳 

季軍 何淑佩 斜陽照歸途  季軍 梁子光 光影交輝夜之城  季軍 黃仲鵬 翠鳥班魚狗 

3月份           

冠軍 黃仲文 雪地奔馳  冠軍 林秋基 雪路狂奔  冠軍 黃仲文 冬雪奔馬 

亞軍 黃仲鵬 物競天擇  亞軍 陳立明 力保不失  亞軍 黃仲鵬 難分難解 

季軍 何淑佩 細說當年  季軍 張振輝 傳情達意  季軍 黎金滿 鬥到飛起 

4月份           

冠軍 黃仲文 冬雪奔馬  冠軍 陳立明 力爭上游  冠軍 鄧俊成 幻彩舞影 

亞軍 劉仕樑 衝出重圍  亞軍 林秋基 歡樂童年  亞軍 梁子光 夕照山川 

季軍 劉仕樑 小時侯  季軍 張振輝 爭食  季軍 林秋基 雪路歸途 

5月份           

冠軍 黃仲鵬 魚狗捕魚  冠軍 陳春庚 起出、出發  冠軍 陳立明 探索 

亞軍 黃仲鵬 湖光墨跡  亞軍 林秋基 莊嚴禮佛  亞軍 黃仲文 雪地策馬 

季軍    季軍 林秋基 暖在心頭  季軍 黃仲鵬 鬥馬 

6月份           

冠軍 黃仲文 策馬揚鞭  冠軍 林秋基 跳出童真  冠軍 陳立明 力保不失 

亞軍 劉仕樑 水花四濺  亞軍 林秋基 牧羊忙  亞軍 劉仕樑 滑水雄姿 

季軍    季軍 陳立明 單騎領放  季軍 梁子光 鼓舞飛揚 

7月份           

冠軍 黃仲文 雪地奔馬  冠軍 林秋基 相聚一刻  冠軍 黃仲文 雪地奔馳 

亞軍 黃仲鵬 絕地反擊  亞軍 林秋基 雪佛歸途  亞軍 原巍 媽媽回來了 

季軍    季軍 林秋基 誰可捉到  季軍 黃仲文 翠鳥捕魚 

8月份           

冠軍 黃仲文 樂趕無窮  冠軍 何倩鳴 古城晨曦  冠軍 黃仲鵬 HungTing 

亞軍 黃仲文 雪地趕馬  亞軍 何倩鳴 水舞間  亞軍 何倩鳴 遲來一步 

季軍    季軍 梁子光 力保手中球  季軍 黃仲文 雪地奔馬 

9月份           

冠軍 黃仲鵬 捕魚高手  冠軍 黄達強 雨中作業  冠軍 鄧俊成 夢幻芭蕾舞 

亞軍 劉仕樑 等待時機  亞軍 林秋基 踏雪飛  亞軍 黃仲文 外套奔馬 

季軍    季軍 陳立明 突圍而出  季軍 黃仲鵬 鯉躍龍門 

10月

份 

          

冠軍 黃仲鵬 翠鳥捉蟹  冠軍 陳立明 一路放領  冠軍 黃仲鵬 頑童戲水 

亞軍 黃仲文 鷹王爭霸  亞軍 黄達強 就到  亞軍 陳立明 媽媽來了 

季軍    季軍 陳立明 相逢恨晚  季軍 黃仲鵬 誓不低頭 

11月

份 

          

冠軍 黃仲文 鬥鷹  冠軍 林秋基 火花四濺  冠軍 黃仲鵬 破澗而出 

亞軍 黃仲文 同心協力  亞軍 何倩鳴 分甘同味  亞軍 黃仲文 鷹王爭霸 

季軍    季軍 何倩鳴 鬥牛勇士  季軍 梁子光 為口奔馳 

12月

份 

          

冠軍 黃仲鵬 埋身肉博  冠軍 梁子光 喜獲佳餚  冠軍 鄺綺雯 煙花耀維港 

亞軍 黃仲文 沙洲駝影  亞軍 張馥芳 夕照歸途  亞軍 黃仲文 策馬揚鞭 

季軍    季軍 林秋基 水上飛奔  季軍 黃仲鵬 水墨漁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