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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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組 

      

序號 組別 獎項 參賽編號 姓名 學校 

1 高中組 特優獎 400091 李曉儀 濠江中學  

2 高中組 特優獎 400450 張子君 澳門坊眾學校 

3 高中組 特優獎 400534 梁妙芳 教業中學 

4 高中組 特優獎 400488 劉曉晴 教業中學 

      

序號 組別 獎項 參賽編號 姓名 學校 

1 高中組 一等獎 400348 伍昊媛 濠江中學  

2 高中組 一等獎 400291 蕭淑如 濠江中學  

3 高中組 一等獎 700024 羅穎琳 教業中學 

4 高中組 一等獎 400201 程嘉慧 教業中學 

5 高中組 一等獎 400212 馮耀權 蔡高中學 

6 高中組 一等獎 400490 梁嘉敏 澳門坊眾學校 

7 高中組 一等獎 400555 陳衍燊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8 高中組 一等獎 400188 張錦樺 澳門坊眾學校 

9 高中組 一等獎 700003 郭佩珊 濠江中學  

10 高中組 一等獎 700002 李佳蓉 鏡平學校(中學部) 

11 高中組 一等獎 700055 余曉彤 教業中學 

12 高中組 一等獎 400283 梁敏儀 澳門坊眾學校 

13 高中組 一等獎 400250 利淑芳 澳門坊眾學校 

      

序號 組別 獎項 參賽編號 姓名 學校 

1 高中組 二等獎 400187 黎嘉穎 濠江中學  

2 高中組 二等獎 400529 鄒鈺淇 濠江中學  

3 高中組 二等獎 400301 潘詠儀 濠江中學  



4 高中組 二等獎 400357 林海玲 菜農子弟學校 

5 高中組 二等獎 700046 游翠嫦 教業中學 

6 高中組 二等獎 700056 張采琳 教業中學 

7 高中組 二等獎 400216 鍾穎沛 教業中學 

8 高中組 二等獎 400085 鄭玉華 濠江中學  

9 高中組 二等獎 400073 劉婉儀 濠江中學  

10 高中組 二等獎 400181 司徒慧 澳門坊眾學校 

11 高中組 二等獎 700051 周凱怡 教業中學 

12 高中組 二等獎 400061 馬曉茵 濠江中學  

13 高中組 二等獎 400007 麥婉婷 澳門坊眾學校 

14 高中組 二等獎 400368 郭瑛 澳門坊眾學校 

15 高中組 二等獎 400208 梁嘉輝 教業中學 

16 高中組 二等獎 400005 梁惠華 濠江中學  

17 高中組 二等獎 400375 麥泳琪 濠江中學  

18 高中組 二等獎 400008 吳奇妙 澳門坊眾學校 

19 高中組 二等獎 400562 梁可盈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20 高中組 二等獎 400088 陳淑芳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21 高中組 二等獎 400168 曾美莉 鏡平學校(中學部) 

22 高中組 二等獎 400565 許寶苗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23 高中組 二等獎 400214 盧泳儀 濠江中學  

24 高中組 二等獎 400051 廖雪瑜 濠江中學  

25 高中組 二等獎 700029 盧月敏 教業中學 

26 高中組 二等獎 700007 吳皓琳 教業中學 

27 高中組 二等獎 700008 薛美華 教業中學 

28 高中組 二等獎 700012 陳樂禧 教業中學 

29 高中組 二等獎 700016 許麗琪 教業中學 

      

序號 組別 獎項 參賽編號 姓名 學校 

1 高中組 入選獎 400539 陳美玲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2 高中組 入選獎 400395 曹靖雯 鏡平學校(中學部) 

3 高中組 入選獎 400538 劉佩君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4 高中組 入選獎 400451 梁紫薇 教業中學 

5 高中組 入選獎 400472 張潔瑩 同善堂中學(日校) 

6 高中組 入選獎 400558 陳婉婷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7 高中組 入選獎 400304 羅嘉琳 蔡高中學 



8 高中組 入選獎 400055 鄒錦鴻 教業中學 

9 高中組 入選獎 400273 潘雪蘭 菜農子弟學校 

10 高中組 入選獎 400266 韓秋玲 濠江中學  

11 高中組 入選獎 400374 張安童 濠江中學  

12 高中組 入選獎 400507 蘇嘉琪 濠江中學  

13 高中組 入選獎 400480 何芷銦 濠江中學  

14 高中組 入選獎 400282 林安柔 教業中學 

15 高中組 入選獎 400519 趙雅娟 同善堂中學(日校) 

16 高中組 入選獎 400026 陳曉嵐 澳門坊眾學校 

17 高中組 入選獎 400543 吳本淳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18 高中組 入選獎 700074 劉子健 教業中學 

19 高中組 入選獎 700059 梁穎茵 教業中學 

20 高中組 入選獎 400249 歐陽泳梅 濠江中學  

21 高中組 入選獎 400427 吳雪嫻 澳門坊眾學校 

22 高中組 入選獎 400232 梁宇豪 菜農子弟學校 

23 高中組 入選獎 400144 龍錦玲 澳門坊眾學校 

24 高中組 入選獎 400434 李浩軒 濠江中學  

25 高中組 入選獎 400021 冼穎婷 教業中學 

26 高中組 入選獎 400099 陳雅瑩 教業中學 

27 高中組 入選獎 400356 李盈盈 澳門坊眾學校 

28 高中組 入選獎 400040 盧錦婷 教業中學 

29 高中組 入選獎 700081 李倩儀 教業中學 

30 高中組 入選獎 400219 文展鴻 濠江中學  

31 高中組 入選獎 400233 蕭麗紅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32 高中組 入選獎 400160 黃森 濠江中學  

33 高中組 入選獎 400453 楊媛欣 教業中學 

34 高中組 入選獎 400245 郭正喬 教業中學 

35 高中組 入選獎 400533 吳敏欽 鏡平學校(中學部) 

36 高中組 入選獎 400446 譚楚欣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37 高中組 入選獎 400229 徐鈺城 濠江中學  

38 高中組 入選獎 400484 黃靖媛 聖羅撒英文中學 

39 高中組 入選獎 700083 黃艷萍 教業中學 

40 高中組 入選獎 700049 何穎景 教業中學 

41 高中組 入選獎 400486 倫誦敏 濠江中學  

42 高中組 入選獎 700057 李麗娟 教業中學 



43 高中組 入選獎 400247 梁素文 教業中學 

44 高中組 入選獎 400456 林雨薇 教業中學 

45 高中組 入選獎 400305 林恩慧 教業中學 

46 高中組 入選獎 400408 呂靖嵐 濠江中學  

47 高中組 入選獎 400103 吳詩韻 濠江中學  

48 高中組 入選獎 700011 巫黎莉 教業中學 

49 高中組 入選獎 400028 梁泳旋 濠江中學  

50 高中組 入選獎 700050 冼翠雯 教業中學 

51 高中組 入選獎 400346 芩鵑如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52 高中組 入選獎 700070 郭曉華 教業中學 

53 高中組 入選獎 400473 黃傲君 培華中學 

54 高中組 入選獎 400441 陳姿明 培華中學 

55 高中組 入選獎 400094 余詠霖 鏡平學校(中學部) 

56 高中組 入選獎 400035 譚珮欣 教業中學 

57 高中組 入選獎 400556 陳靖儀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58 高中組 入選獎 400344 林栩華 鏡平學校(中學部) 

59 高中組 入選獎 400387 容惠梅 濠江中學  

60 高中組 入選獎 400175 何玉敏 教業中學 

61 高中組 入選獎 400511 蕭靄銀 教業中學 

62 高中組 入選獎 700028 葉泳詩 教業中學 

63 高中組 入選獎 400372 黃芷珺 澳門坊眾學校 

64 高中組 入選獎 400297 鄭旭強 慈幼中學 

65 高中組 入選獎 700030 胡綺珊 教業中學 

66 高中組 入選獎 400535 徐子穎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67 高中組 入選獎 400468 黃綺欣 教業中學 

68 高中組 入選獎 400019 吳芷媛 教業中學 

69 高中組 入選獎 400482 李寶德 教業中學 

70 高中組 入選獎 700077 歐陽芷君 教業中學 

71 高中組 入選獎 400161 李綺婷 教業中學 

72 高中組 入選獎 400479 黃曉文 澳門坊眾學校 

73 高中組 入選獎 400342 楊詩詩 濠江中學  

74 高中組 入選獎 400442 袁嘉怡 教業中學 

75 高中組 入選獎 400134 黃海怡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76 高中組 入選獎 700031 黃敏娟 教業中學 

77 高中組 入選獎 700021 黎碧雲 教業中學 



78 高中組 入選獎 400138 王靜怡 教業中學 

79 高中組 入選獎 400111 蔡素琪 教業中學 

80 高中組 入選獎 400116 李彥霖 教業中學 

81 高中組 入選獎 400433 袁子晴 濠江中學  

82 高中組 入選獎 400404 蔡潔怡 濠江中學  

83 高中組 入選獎 400505 許丹妮 濠江中學  

84 高中組 入選獎 700018 何慧萍 教業中學 

85 高中組 入選獎 400199 譚倩雯 教業中學 

86 高中組 入選獎 400022 郭芷晴 教業中學 

87 高中組 入選獎 400542 周睿瑩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88 高中組 入選獎 400045 伍美儀 教業中學 

89 高中組 入選獎 400365 利巧欣 菜農子弟學校 

90 高中組 入選獎 700005 吳嘉玲 教業中學 

91 高中組 入選獎 700015 梁展鵬 教業中學 

92 高中組 入選獎 400464 鄭詩婷 菜農子弟學校 

93 高中組 入選獎 400563 李倩怡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94 高中組 入選獎 400481 何婉君 教業中學 

95 高中組 入選獎 400258 霍美娜 濠江中學  

96 高中組 入選獎 700062 温靜樺 教業中學 

97 高中組 入選獎 700052 鄭雅矯 教業中學 

98 高中組 入選獎 700066 林梓晴 教業中學 

99 高中組 入選獎 400489 葉啟楠 教業中學 

100 高中組 入選獎 700080 鄭家恩 教業中學 

101 高中組 入選獎 400033 鄧穎茵 菜農子弟學校 

102 高中組 入選獎 400516 陳巧賢 利瑪竇中學(中學部) 

103 高中組 入選獎 400172 林美玲 菜農子弟學校 

104 高中組 入選獎 400198 張翠君 聖保祿學校 

105 高中組 入選獎 400047 胡嘉雯 培華中學 

106 高中組 入選獎 400036 何錦謙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107 高中組 入選獎 400146 許美莉 教業中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