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reative Writing Award List
6th Grades & Under

Rank Name Grade

1 Henry Garbacz 6th

2 Alice Pan 4th 

2 Hadley McMillan 5th 

3 Serena Liu 6th

3 Wellington Zhou 4th 

7th Grader and Above

Rank Name Grade 

1 Emily Hu 9th

2 Allyson Duan 10th

2 Alex Zhang 8th

3 Hannah Leong 9th

3 Ian Wang 8th

作文大赛获奖名单
奖项 名字 年级
优秀奖 韩月儿 Luna 学前大班
一等奖 熊亦林 一年级
一等奖 刘佳合 一年级
一等奖 孙晨语 一年级
一等奖 王一诺 一年级
一等奖 熊亦乔 二年级
一等奖 潘安安 二年级
一等奖 钟巧巧Sophia Zhong 二年级
一等奖 周忠轩 二年级
一等奖 崔阳阳 三年级
一等奖 王浩德 三年级
一等奖 马⼦杨 三年级
一等奖 廖瑾言 三年级
一等奖 詹赏 三年级
一等奖 何纯乐 三年级
三等奖 袁亚伦 Aaron Yuan 人人中文四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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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周立心 Collin Chou 人人中文四年级
二等奖 周正心 Nicholas Chou 人人中文四年级
一等奖 Briseis Schumacher 人人中文四年级
一等奖 李羽瑶 四年级
二等奖 吴皓月 四年级
三等奖 汪经仑 四年级
三等奖 马福远 四年级
三等奖 章易为 四年级
一等奖 吴昊潍 五年级
二等奖 王琪妙 五年级
三等奖 刘梓琪 五年级
三等奖 董馨谣 五年级
三等奖 刘梓睿 五年级
一等奖 李长泽 六年级
二等奖 杨霈義 六年级
三等奖 刘铱菀 六年级
三等奖 黄乐怡 六年级
三等奖 陈溢凡 六年级
一等奖 James Bednarz 七年级
二等奖 郭子逸 七年级
二等奖 陈贝尔 七年级
三等奖 张润雯 七年级
三等奖 熊威仑 七年级
三等奖 虎子 Mason McKenna 七年级
一等奖 刘梓杰 八年级
二等奖 王异恩 八年级
二等奖 何思菡 八年级
三等奖 徐聿阳 八年级
三等奖 袁当当 八年级
三等奖 Bryan Jing 八年级
一等奖 左欣怡 Sarah Zuo 九年级
二等奖 林旖晴 Arianna Lam 九年级
二等奖 顾凯然 Karen Gu 九年级
三等奖 Steve Zhuang 九年级
三等奖 陈正国 Parker Chen 九年级
三等奖 Cheryl Cheng 九年级
一等奖 Nina Zhan AP

二等奖 Justin Hong AP

二等奖 Luna Han AP

三等奖 何雨羲 Grace He AP

三等奖 蒲实 Shi Pu AP

三等奖 袁语芝 AP

三等奖 程安蓓 AP



绘画大赛获奖名单
4-7岁组 4-7岁组单项奖：
一等奖 夏谷芳 最佳造型 Owen Yan

二等奖 张漪晨 最佳视觉 Zoey Chen

二等奖 Eamon Sun 最佳创意 熊亦林
三等奖 Jocelyn Xu

三等奖 Olivia Qin

三等奖 Mia Xie

8-9岁组 8-9岁组单项奖
一等奖 马子杨 最佳造型 Zachary Chen 李泰林
二等奖 张晋玮 最佳视觉 Chloe Zhang

二等奖 沈瑞彤 最佳创意 薛博奥
三等奖 李琳达
三等奖 周业萱
三等奖 江元粲

10-12岁组 10-12岁组单项奖
一等奖 Chloe Yuan  最佳色彩 Sophia Luo

二等奖 纪雨晴 最佳创意 王卓然
二等奖 赵禄阳 最佳造型 曹语桐
三等奖 Audrey Wang 最佳视觉 仲伟轩
三等奖 张芊墨 未来之星奖 Joey Xu 

三等奖 仲伟博

13-18岁组 13-18岁组单项奖：
一等奖 Alice Ho 最佳造型 张秦月
二等奖 沈嘉越 最佳视觉 Rachel Zuo

二等奖 崔艺璇 最佳创意 邱清越
三等奖 詹美
三等奖 Annika Zhang

三等奖 卢安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