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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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組 

      
序號 組別 獎項 參賽編號 姓名 學校 

1 初中組 特優獎 30098 李綺婷 教業中學 

2 初中組 特優獎 30328 劉月蓮 教業中學 

3 初中組 特優獎 30488 麥婉婷 澳門坊眾學校 

4 初中組 特優獎 30497 吳奇妙 澳門坊眾學校 

5 初中組 特優獎 30525 程嘉慧 教業中學 

      
序號 組別 獎項 參賽編號 姓名 學校 

1 初中組 一等獎 30017 羅嘉泳 濠江中學 

2 初中組 一等獎 30075 黃蓮娣 澳門坊眾學校 

3 初中組 一等獎 30077 尹玥雯 濠江中學 

4 初中組 一等獎 30093 蘇嘉琪 濠江中學 

5 初中組 一等獎 30100 容惠梅 濠江中學 

6 初中組 一等獎 30147 劉家寧 澳門坊眾學校 

7 初中組 一等獎 30160 蕭麗紅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8 初中組 一等獎 30161 郭煥敏 教業中學 

9 初中組 一等獎 30296 鄭書玉 濠江中學 

10 初中組 一等獎 30311 陳翠蓉 澳門坊眾學校 

11 初中組 一等獎 30314 梁綺玲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12 初中組 一等獎 30419 孫美琳 濠江中學 

13 初中組 一等獎 30490 陳淑芬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14 初中組 一等獎 30535 鄭玉華 濠江中學 

15 初中組 一等獎 30547 梁素文 教業中學 

16 初中組 一等獎 30558 梁嘉敏 澳門坊眾學校 

17 初中組 一等獎 30613 張靜怡 同善堂中學 

      
序號 組別 獎項 參賽編號 姓名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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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初中組 二等獎 30016 王暖 教業中學 

2 初中組 二等獎 30026 歐陽泳梅 濠江中學 

3 初中組 二等獎 30055 姚炫羽 濠江中學 

4 初中組 二等獎 30059 謝雅佩 教業中學 

5 初中組 二等獎 30063 李楚茵 濠江中學 

6 初中組 二等獎 30064 黃楚怡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7 初中組 二等獎 30091 黃海怡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8 初中組 二等獎 30102 樊泳欣 澳門坊眾學校 

9 初中組 二等獎 30138 陳佳盈 濠江中學 

10 初中組 二等獎 30162 朱妙欣 濠江中學 

11 初中組 二等獎 30264 梁淑卿 濠江中學 

12 初中組 二等獎 30280 張琴 澳門坊眾學校 

13 初中組 二等獎 30298 趙穎欣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14 初中組 二等獎 30317 歐陽芷晴 教業中學 

15 初中組 二等獎 30334 李子健 教業中學 

16 初中組 二等獎 30352 劉嘉澄 教業中學 

17 初中組 二等獎 30361 黃詩雅 濠江中學 

18 初中組 二等獎 30383 蔡宜凡 鏡平學校(中學部) 

19 初中組 二等獎 30386 翟嘉穎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20 初中組 二等獎 30402 黃貯健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21 初中組 二等獎 30405 鄭蕙茵 濠江中學 

22 初中組 二等獎 30431 潘雪蘭 菜農子弟學校 

23 初中組 二等獎 30455 鄭啟源 教業中學 

24 初中組 二等獎 30460 李芷菁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25 初中組 二等獎 30461 官錦玲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26 初中組 二等獎 30464 李彥霖 教業中學 

27 初中組 二等獎 30473 吳素欣 教業中學 

28 初中組 二等獎 30480 岑鵑如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29 初中組 二等獎 30496 郭正喬 教業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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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初中組 二等獎 30532 黎嘉穎 濠江中學 

31 初中組 二等獎 30542 梁海嵐 濠江中學 

32 初中組 二等獎 30565 楊安琪 教業中學 

33 初中組 二等獎 30577 鄭潤婷 澳門坊眾學校 

34 初中組 二等獎 30583 呂遠盈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35 初中組 二等獎 30584 譚卓霖 粵華中學 

36 初中組 二等獎 30607 梁雅婷 同善堂中學 

      
序號 組別 獎項 參賽編號 姓名 學校 

1 初中組 入選獎 30014 韓春雨 澳門坊眾學校 

2 初中組 入選獎 30028 林安柔 教業中學 

3 初中組 入選獎 30067 麥玉容 教業中學 

4 初中組 入選獎 30071 廖雪瑜 濠江中學 

5 初中組 入選獎 30073 關媛媛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6 初中組 入選獎 30079 伍笑盈 濠江中學 

7 初中組 入選獎 30080 吳慧君 澳門坊眾學校 

8 初中組 入選獎 30088 張安童 濠江中學 

9 初中組 入選獎 30089 何兆銘 教業中學 

10 初中組 入選獎 30096 梁鎧彤 教業中學 

11 初中組 入選獎 30097 文展鴻 濠江中學 

12 初中組 入選獎 30104 翁梅珊 濠江中學 

13 初中組 入選獎 30106 張芷萱 濠江中學 

14 初中組 入選獎 30108 高彩雙 濠江中學 

15 初中組 入選獎 30127 陳欣兒 教業中學 

16 初中組 入選獎 30133 曹駿杰 教業中學 

17 初中組 入選獎 30140 林倩玉 鏡平學校(中學部) 

18 初中組 入選獎 30141 張家霓 濠江中學 

19 初中組 入選獎 30154 鄒錦鴻 教業中學 

20 初中組 入選獎 30159 陳樂思 教業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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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初中組 入選獎 30165 戴冠瑩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22 初中組 入選獎 30168 林柳君 濠江中學 

23 初中組 入選獎 30170 曾依雯 教業中學 

24 初中組 入選獎 30180 袁寶怡 教業中學 

25 初中組 入選獎 30184 黃婷恩 鏡平學校(中學部) 

26 初中組 入選獎 30196 胡嘉慧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27 初中組 入選獎 30199 陳妙萍 教業中學 

28 初中組 入選獎 30201 何祖宜 濠江中學 

29 初中組 入選獎 30203 潘懿潼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30 初中組 入選獎 30208 阮嘉欣 濠江中學 

31 初中組 入選獎 30213 范振龍 教業中學 

32 初中組 入選獎 30215 陳詠婕 澳門坊眾學校 

33 初中組 入選獎 30217 甘淑敏 濠江中學 

34 初中組 入選獎 30226 薛美婷 菜農子弟學校 

35 初中組 入選獎 30229 侯雪鳳 濠江中學 

36 初中組 入選獎 30232 李錦鴻 菜農子弟學校 

37 初中組 入選獎 30233 高翠欣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38 初中組 入選獎 30235 陳筱琪 濠江中學 

39 初中組 入選獎 30241 吳佩怡 濠江中學 

40 初中組 入選獎 30243 吳穎彤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41 初中組 入選獎 30246 蕭靄銀 教業中學 

42 初中組 入選獎 30263 劉美英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43 初中組 入選獎 30265 林倖君 濠江中學 

44 初中組 入選獎 30272 鄭子淇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45 初中組 入選獎 30279 王倩兒 濠江中學 

46 初中組 入選獎 30287 余泳儀 濠江中學 

47 初中組 入選獎 30288 伍翠婷 濠江中學 

48 初中組 入選獎 30290 麥嘉燕 澳門坊眾學校 

49 初中組 入選獎 30291 區凱婷 濠江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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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初中組 入選獎 30293 黎碧怡 教業中學 

51 初中組 入選獎 30295 何賢玉 教業中學 

52 初中組 入選獎 30297 劉曉宜 濠江中學 

53 初中組 入選獎 30300 林雅芯 教業中學 

54 初中組 入選獎 30302 趙穎欣 同善堂中學 

55 初中組 入選獎 30303 鄧嘉寶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56 初中組 入選獎 30304 盧怡欣 菜農子弟學校 

57 初中組 入選獎 30316 吳凱楠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58 初中組 入選獎 30318 陳海茵 教業中學 

59 初中組 入選獎 30319 譚婉婷 教業中學 

60 初中組 入選獎 30335 戴嘉琪 菜農子弟學校 

61 初中組 入選獎 30340 黃沚程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62 初中組 入選獎 30347 鄧佩瑜 教業中學 

63 初中組 入選獎 30349 陳家雯 教業中學 

64 初中組 入選獎 30362 鄒煥怡 澳門坊眾學校 

65 初中組 入選獎 30364 陳詠琪 濠江中學 

66 初中組 入選獎 30370 陳綺詠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67 初中組 入選獎 30371 呂卓穎 澳門坊眾學校 

68 初中組 入選獎 30389 陳曉怡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69 初中組 入選獎 30392 劉社欣 教業中學 

70 初中組 入選獎 30395 吳芷媛 教業中學 

71 初中組 入選獎 30400 余潔瑩 教業中學 

72 初中組 入選獎 30401 黃月圓 澳門坊眾學校 

73 初中組 入選獎 30407 林燕恩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74 初中組 入選獎 30409 謝焯賢 濠江中學 

75 初中組 入選獎 30412 楊詩詩 濠江中學 

76 初中組 入選獎 30416 姚盈欣 同善堂中學 

77 初中組 入選獎 30417 王靜怡 教業中學 

78 初中組 入選獎 30430 冼穎婷 教業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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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初中組 入選獎 30433 蔡素琪 教業中學 

80 初中組 入選獎 30439 梁樂兒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81 初中組 入選獎 30444 許懷恩 陳瑞祺永援中學 

82 初中組 入選獎 30466 張詩敏 濠江中學 

83 初中組 入選獎 30475 李嘉莉 澳門坊眾學校 

84 初中組 入選獎 30479 李泳琪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85 初中組 入選獎 30484 李寶德 教業中學 

86 初中組 入選獎 30491 吳雪嫻 澳門坊眾學校 

87 初中組 入選獎 30493 龍錦玲 澳門坊眾學校 

88 初中組 入選獎 30495 傅泳思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89 初中組 入選獎 30499 張曉華 濠江中學 

90 初中組 入選獎 30500 蔡雅雯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91 初中組 入選獎 30505 熊綺雯 教業中學 

92 初中組 入選獎 30515 李子晴 教業中學 

93 初中組 入選獎 30517 譚楚欣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94 初中組 入選獎 30518 羅倩婷 澳門坊眾學校 

95 初中組 入選獎 30530 周靜雯 菜農子弟學校 

96 初中組 入選獎 30531 羅海頤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97 初中組 入選獎 30533 林詠欣 教業中學 

98 初中組 入選獎 30534 韓秋玲 濠江中學 

99 初中組 入選獎 30537 黎彩瓊 鏡平學校(中學部) 

100 初中組 入選獎 30539 麥思穎 教業中學 

101 初中組 入選獎 30544 李曉珊 澳門坊眾學校 

102 初中組 入選獎 30549 何錦謙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103 初中組 入選獎 30553 盧靜慧 新華學校 

104 初中組 入選獎 30570 李曉彤 澳門坊眾學校 

105 初中組 入選獎 30578 阮詠儀 教業中學 

106 初中組 入選獎 30589 胡嘉儀 同善堂中學 

107 初中組 入選獎 30593 黃詩平 同善堂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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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初中組 入選獎 30597 蘇紀玄 同善堂中學 

109 初中組 入選獎 30598 黃文靜 同善堂中學 

110 初中組 入選獎 30600 吳倩兒 同善堂中學 

111 初中組 入選獎 30601 林綺琪 同善堂中學 

112 初中組 入選獎 30606 張容菁 同善堂中學 

113 初中組 入選獎 30609 廖笑欣 同善堂中學 

114 初中組 入選獎 30610 郭蕙珊 同善堂中學 

115 初中組 入選獎 30615 廖洪濤 同善堂中學 

116 初中組 入選獎 30618 古倩恆 同善堂中學 

117 初中組 入選獎 30637 劉思言 利瑪竇中學 

118 初中組 入選獎 30639 吳湘杰 同善堂中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