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 

慶祝澳門學聯成立六十五周年暨 第三十四屆全澳

學生毛筆書法推廣活動—全澳學生毛筆書法比賽 
比賽結果 

 

初中組 

      

序號 組別 獎項 參賽編號 姓名 學校 

1 初中組 特優獎 300197 劉月蓮 教業中學 

2 初中組 特優獎 300087 梁綺玲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3 初中組 特優獎 300284 梁美鏵 教業中學 

4 初中組 特優獎 300349 孫美琳 濠江中學 

5 初中組 特優獎 300243 何賢玉 教業中學 

6 初中組 特優獎 300572 趙穎欣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序號 組別 獎項 參賽編號 姓名 學校 

1 初中組 一等獎 300272 張靜怡 同善堂中學(日校) 

2 初中組 一等獎 300441 何婉儀 聖羅撒英文中學 

3 初中組 一等獎 300279 朱妙欣 濠江中學 

4 初中組 一等獎 300524 吳凱楠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5 初中組 一等獎 300432 魏麗娟 澳門坊眾學校 

6 初中組 一等獎 300341 蔡伊婷 教業中學 

7 初中組 一等獎 300417 劉嘉澄 教業中學 

8 初中組 一等獎 300160 鄭書玉 濠江中學 

9 初中組 一等獎 300226 郭煥敏 教業中學 



10 初中組 一等獎 300471 鄭曉穎 濠江中學 

11 初中組 一等獎 300562 李子健 教業中學 

12 初中組 一等獎 300203 蔡宜凡 鏡平學校(中學部) 

13 初中組 一等獎 300123 陳樂思 教業中學 

14 初中組 一等獎 300435 黃詩雅 濠江中學 

15 初中組 一等獎 300581 羅嘉泳 濠江中學 

16 初中組 一等獎 300163 劉家寧 澳門坊眾學校 

17 初中組 一等獎 300381 王暖 教業中學 

18 初中組 一等獎 300430 梁淑卿 濠江中學 

19 初中組 一等獎 300455 陳翠蓉 澳門坊眾學校 

20 初中組 一等獎 300361 邱天美 濠江中學 

      

序號 組別 獎項 參賽編號 姓名 學校 

1 初中組 二等獎 300427 吳嘉美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2 初中組 二等獎 300310 吳湘杰 同善堂中學(日校) 

3 初中組 二等獎 300566 樊泳欣 澳門坊眾學校 

4 初中組 二等獎 300193 甘淑敏 濠江中學 

5 初中組 二等獎 300576 林詠雅 濠江中學 

6 初中組 二等獎 300190 姚盈欣 同善堂中學(日校) 

7 初中組 二等獎 300062 楊安琪 教業中學 

8 初中組 二等獎 300571 劉可盈 濠江中學 

9 初中組 二等獎 300359 古倩恆 同善堂中學(日校) 

10 初中組 二等獎 300577 陳海茵 教業中學 

11 初中組 二等獎 300404 陳綺雯 濠江中學 

12 初中組 二等獎 300465 何祖宜 濠江中學 

13 初中組 二等獎 300114 秦安妮 澳門坊眾學校 



14 初中組 二等獎 300589 卓嘉怡 濠江中學 

15 初中組 二等獎 300518 袁寶怡 教業中學 

16 初中組 二等獎 300590 姚炫羽 濠江中學 

17 初中組 二等獎 300035 吳倩兒 同善堂中學(日校) 

18 初中組 二等獎 300523 鄧嘉寶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19 初中組 二等獎 300563 梁雅婷 同善堂中學(日校) 

20 初中組 二等獎 300337 翟嘉穎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21 初中組 二等獎 300139 鄭蕙茵 濠江中學 

22 初中組 二等獎 300053 林綺琪 同善堂中學(日校) 

23 初中組 二等獎 300475 鄧嘉怡 濠江中學 

24 初中組 二等獎 300260 黃楚怡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25 初中組 二等獎 300172 陳詠琪 濠江中學 

26 初中組 二等獎 300045 薛卓華 濠江中學 

27 初中組 二等獎 300220 張容菁 同善堂中學(日校) 

28 初中組 二等獎 300262 阮嘉欣 濠江中學 

29 初中組 二等獎 300544 李楚茵 濠江中學 

30 初中組 二等獎 300330 謝芷晴 同善堂中學(日校) 

31 初中組 二等獎 300428 陳幸桐 同善堂中學(日校) 

32 初中組 二等獎 300241 陳妙萍 教業中學 

33 初中組 二等獎 300037 姚頡 濠江中學 

34 初中組 二等獎 300560 尹玥雯 濠江中學 

35 初中組 二等獎 300334 陳佳盈 濠江中學 

36 初中組 二等獎 300112 吳夏欽 澳門坊眾學校 

      

序號 組別 獎項 參賽編號 姓名 學校 

1 初中組 入選獎 300064 彭嘉儀 教業中學 



2 初中組 入選獎 300570 蔡子惠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3 初中組 入選獎 300539 陳筱琪 濠江中學 

4 初中組 入選獎 300568 盧家慧 澳門坊眾學校 

5 初中組 入選獎 300257 何穎翹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6 初中組 入選獎 300266 陳家雯 教業中學 

7 初中組 入選獎 300216 溫鐘怡 同善堂中學(日校) 

8 初中組 入選獎 300574 黃詩平 同善堂中學(日校) 

9 初中組 入選獎 300557 郭杏璇 濠江中學 

10 初中組 入選獎 300452 李天銳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11 初中組 入選獎 300542 鄧焯熒 濠江中學 

12 初中組 入選獎 300081 林綺桐 濠江中學 

13 初中組 入選獎 300148 關麗菁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14 初中組 入選獎 300515 麥玉容 教業中學 

15 初中組 入選獎 300249 馮競輝 教業中學 

16 初中組 入選獎 300538 梁錦慧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17 初中組 入選獎 300575 雷婉婷 濠江中學 

18 初中組 入選獎 300424 蕭穎怡 濠江中學 

19 初中組 入選獎 300032 吳怡坤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20 初中組 入選獎 300325 譚婉婷 教業中學 

21 初中組 入選獎 300397 程曉坤 教業中學 

22 初中組 入選獎 300210 伍晴禧 教業中學 

23 初中組 入選獎 300162 梁婥瑩 鏡平學校(中學部) 

24 初中組 入選獎 300319 連啓安 濠江中學 

25 初中組 入選獎 300082 姜甜甜 澳門坊眾學校 

26 初中組 入選獎 300474 林敬生 教業中學 

27 初中組 入選獎 300512 黃沚程 澳門工聯職業技術中學 



28 初中組 入選獎 300308 區凱婷 濠江中學 

29 初中組 入選獎 300265 高煒殷 教業中學 

30 初中組 入選獎 300382 曾依雯 教業中學 

31 初中組 入選獎 300374 謝敏華 濠江中學 

32 初中組 入選獎 300398 盧怡欣 菜農子弟學校 

33 初中組 入選獎 300002 彭千羽 教業中學 

34 初中組 入選獎 300372 招靖怡 濠江中學 

35 初中組 入選獎 300153 高彩雙 濠江中學 

36 初中組 入選獎 300198 顏黛雅 鏡平學校(中學部) 

37 初中組 入選獎 300378 余泳儀 濠江中學 

38 初中組 入選獎 300311 張伊琳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39 初中組 入選獎 300490 陳婉琪 濠江中學 

40 初中組 入選獎 300480 吳佩怡 濠江中學 

41 初中組 入選獎 300097 林子祺 同善堂中學(日校) 

42 初中組 入選獎 300553 何佩怡 濠江中學 

43 初中組 入選獎 300297 曾家璇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44 初中組 入選獎 300439 談彥賓 粵華英文中學 

45 初中組 入選獎 300445 林倖君 濠江中學 

46 初中組 入選獎 300533 陳詠婕 澳門坊眾學校 

47 初中組 入選獎 300433 林雅芯 教業中學 

48 初中組 入選獎 300400 梁海菁 濠江中學 

49 初中組 入選獎 300365 許錦欣 濠江中學 

50 初中組 入選獎 300351 伍翠婷 濠江中學 

51 初中組 入選獎 300339 周詠妮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52 初中組 入選獎 300207 翁碧鑫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53 初中組 入選獎 300089 王紫珊 菜農子弟學校 



54 初中組 入選獎 300529 曾寶慧 教業中學 

55 初中組 入選獎 300073 周美婷 教業中學 

56 初中組 入選獎 300550 黎碧怡 教業中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