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 

第三十三屆全澳學生毛筆書法比賽 

比賽結果 
 

小學臨帖組 

      

序號 組別 獎項 參賽編號 姓名 學校 

1 小學臨帖組 特優獎 10041 鄭天雪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2 小學臨帖組 特優獎 10067  歐陽文軒 澳門坊眾學校 

3 小學臨帖組 特優獎 10271 林雅璇 海暉學校 

      

序號 組別 獎項 參賽編號 姓名 學校 

1 小學臨帖組 一等獎 10046 許雪雯 澳門坊眾學校 

2 小學臨帖組 一等獎 10064 吳嘉美 海暉學校 

3 小學臨帖組 一等獎 10118 何思遠 海暉學校 

4 小學臨帖組 一等獎 10190 陳安茵 海暉學校 

5 小學臨帖組 一等獎 10213 謝珊怡 澳門坊眾學校 

6 小學臨帖組 一等獎 10241 陳心怡 勞工子弟學校(小學部) 

7 小學臨帖組 一等獎 10242 翁碧鑫 勞工子弟學校(小學部) 

8 小學臨帖組 一等獎 10288 陳綺雯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9 小學臨帖組 一等獎 10302 鍾泳茵 海暉學校 

10 小學臨帖組 一等獎 10317 羅鏗 菜農子弟學校 

      
序號 組別 獎項 參賽編號 姓名 學校 

1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034 袁慧瑩 菜農子弟學校 

2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050 陳翠婷 海暉學校 

3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053 方曉晴 婦聯學校 

4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062 高雅詩 澳門坊眾學校 

5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085 高紫晴 海暉學校 

6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091 梁淑芳 海暉學校 

7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104 招靖怡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8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105 趙崇建 澳門坊眾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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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116 陳殷凱 鮑思高粵華小學 

10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129 尤嘉雯 勞工子弟學校(小學部) 

11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157 李美雪 海暉學校 

12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168 潘麗珊 教業中學(分校) 

13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188 李梓鑫 海暉學校 

14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197 姚立弘 婦聯學校 

15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255 張楚怡 菜農子弟學校 

16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267 巴蕾 教業中學(分校) 

17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298 鄭芷茵 同善堂中學 

18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305 周靜寧 勞工子弟學校(小學部) 

19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312 蔡雅櫻 中德學校 

20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316 王祥康 海暉學校 

21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320 黃子欣 海暉學校 

      
序號 組別 獎項 參賽編號 姓名 學校 

1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15 何穎珊 同善堂中學 

2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18 謝芷晴 同善堂中學 

3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20 梁欣然 勞工子弟學校(小學部) 

4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26 黎子聰 海暉學校 

5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32 劉惠聰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6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33 黃洪慧 同善堂中學 

7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35 黃菁霖 廣大中學(分校) 

8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39 陳梓欣 菜農子弟學校 

9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43 梁偉鋒 勞工子弟學校(小學部) 

10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54 吳心怡 澳門坊眾學校 

11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86 陳琬瀅 海暉學校 

12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88 盧嘉慧 澳門坊眾學校 

13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89 劉梓茵  勞工子弟學校(小學部) 



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 

第三十三屆全澳學生毛筆書法比賽 

比賽結果 
 

14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90 郭王琳  勞工子弟學校(小學部) 

15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92 范佩盈 澳門坊眾學校 

16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93 吳梓喬 教業中學(分校) 

17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94 何家豪  勞工子弟學校(小學部) 

18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95 蘇慧琪 婦聯學校 

19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97 王志豪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20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99 麥善怡  勞工子弟學校(小學部) 

21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100 陳泳顏 中德學校 

22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101 郭杏璇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23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103 郭嘉慧 中德學校 

24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106 黃覺永 勞工子弟學校(小學部) 

25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108 盧銘心 菜農子弟學校 

26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109 陳立瑤  勞工子弟學校(小學部) 

27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110 許健儀 勞工子弟學校(小學部) 

28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111 吳詠心 海暉學校 

29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112 鄭靄婷 海暉學校 

30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113 鄭靄怡 海暉學校 

31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115 李雯喜 勞工子弟學校(小學部) 

32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140 黃曉睛 勞工子弟學校(小學部) 

33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147 張穎詩 勞工子弟學校(小學部) 

34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149 吳詠琳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35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151 李誠洛 澳門坊眾學校 

36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152 劉婉儀 澳門坊眾學校 

37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163 何浚浤 婦聯學校 

38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165 李梓琪 勞工子弟學校(小學部) 

39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173 王瑩瑩 菜農子弟學校 

40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176 黃海豐 勞工子弟學校(小學部) 

41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178 高文飛 海暉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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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181 司徒諾恩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43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183 容詠欣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44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185 葉嘉琪 澳門坊眾學校 

45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191 廖卓斌 教業中學(分校) 

46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192 蘇曼華 教業中學(分校) 

47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193 黃敏詩 澳門坊眾學校 

48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194 招思敏 教業中學(分校) 

49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195 黎靜茹 中德學校 

50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198 李靖敏 菜農子弟學校 

51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228 丁榕 教業中學(分校) 

52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231 陳鉻鴻 鮑思高粵華小學 

53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237 鄭懿寶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54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244 何欣欣 教業中學(分校) 

55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247 歐景烽 勞工子弟學校(小學部) 

56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254 李煜均 菜農子弟學校 

57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256 李子彥 海暉學校 

58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260 方嘉欣 菜農子弟學校 

59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262 周芷欣 同善堂中學 

60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265 王淦 澳門坊眾學校 

61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277 鄧渝樺 澳門坊眾學校 

62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282 周可欣 海暉學校 

63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287 吳家慧 海暉學校 

64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299 甘偉俊 海暉學校 

65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309 馮毅濤 海暉學校 

66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329 林穎 聖保祿學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