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 

第三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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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7 甘淑敏 海暉學校 

2 小學臨帖組 特優獎 10070 李雲凱 聖羅撒英文中學 

3 小學臨帖組 特優獎 10154 梁淑卿 海暉學校 

4 小學臨帖組 特優獎 10295 鄭曉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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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9 王  暖 教業中學(分校) 

2 小學臨帖組 一等獎 10054 吳嘉順 海暉學校 

3 小學臨帖組 一等獎 10092 林子祺 同善堂中學 

4 小學臨帖組 一等獎 10107 林綺琪 同善堂中學 

5 小學臨帖組 一等獎 10190 陳詠婕 澳門坊眾學校 

6 小學臨帖組 一等獎 10229 黃秋瑩 海暉學校 

7 小學臨帖組 一等獎 10258 廖笑欣 同善堂中學 

8 小學臨帖組 一等獎 10270 歐莉儀 海暉學校 

9 小學臨帖組 一等獎 10302 盧小暉 海暉學校 

10 小學臨帖組 一等獎 10320 魏麗娟 海暉學校 

11 小學臨帖組 一等獎 10347 張凱瑜 菜農子弟學校 

12 小學臨帖組 一等獎 10352 曾靜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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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33 何穎茵 沙梨頭坊眾學校 

2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036 余思彤 教業中學(分校) 

3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037 余嘉暉 海暉學校 

4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045 吳秋健 海暉學校 

5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052 吳嘉美 海暉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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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060 李子珊 海暉學校 

7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062 李心慈 澳門坊眾學校 

8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065 李家興 海暉學校 

9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103 林雅璇 海暉學校 

10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118 胡嘉儀 同善堂中學 

11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143 張雅萍 中德學校 

12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155 梁詠婷 海暉學校 

13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186 陳凱怡 同善堂中學 

14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187 陳琬瀅 海暉學校 

15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193 陳嘉婷 澳門坊眾學校 

16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194 陳嘉儀 海暉學校 

17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197 陳翠婷 海暉學校 

18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207 麥玉容 海暉學校 

19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238 黃碧琼 澳門坊眾學校 

20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242 楊凱潮 沙梨頭坊眾學校 

21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246 溫鐘怡 同善堂中學 

22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254 鄒逸基 海暉學校 

23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260 趙崇建 澳門坊眾學校 

24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266 劉家寧 澳門坊眾學校 

25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285 蔡璟琪 鏡平學校(小學部) 

26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286 談彥賓 鮑思高粵華小學 

27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297 鄭靄婷 海暉學校 

28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312 戴碧頤 海暉學校 

29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326 關秀怡 海暉學校 

30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339 王軒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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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選獎 10023 朱澤軍 同善堂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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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25 何玉微 海暉學校 

3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30 何祖宜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4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31 何詠宜 婦聯學校 

5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32 何穎珊 同善堂中學 

6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38 余錦盈 海暉學校 

7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47 吳夏欽 澳門坊眾學校 

8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48 吳家慧 海暉學校 

9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51 吳詠恩 海暉學校 

10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73 羅  鏗 菜農子弟學校 

11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76 李潁琪 海暉學校 

12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77 李潔兒 澳門坊眾學校 

13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82 周 婷 海暉學校 

14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88 周淨玟 聖保祿學校 

15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93 林子憲 同善堂中學 

16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110 林穎豪 海暉學校 

17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112 邵淑媛 海暉學校 

18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115 柯玲立 沙梨頭坊眾學校 

19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116 洪宜靖 聖保祿學校 

20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117 胡心怡 海暉學校 

21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119 范佩盈 澳門坊眾學校 

22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123 容泳彬 海暉學校 

23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135 高紫晴 海暉學校 

24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144 張頌軒 鮑思高粵華小學 

25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145 張韻晴 同善堂中學 

26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151 梁海菁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27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160 梁鎧彤 教業中學(分校) 

28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162 許明恩 海暉學校 

29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164 許雪雯 澳門坊眾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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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165 許錦婷 同善堂中學 

31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174 陳心怡 勞工子弟學校(小學部) 

32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182 陳芷琳 鏡平學校(小學部) 

33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200 陳韻萍 同善堂中學 

34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201 陳韻靜 同善堂中學 

35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202 李麗嫦 澳門坊眾學校 

36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210 麥嘉雯 教業中學(分校) 

37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213 彭千羽 教業中學(分校) 

38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214 彭永恩 廣大中學(分校) 

39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219 曾依雯 海暉學校 

40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220 曾家璇 勞工子弟學校(小學部) 

41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226 黃明婉 聖保祿學校 

42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232 黃梓森 鏡平學校(小學部) 

43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233 黃淑敏 澳門坊眾學校 

44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247 葉文欣 澳門坊眾學校 

45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262 趙穎欣 同善堂中學 

46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271 歐陽文軒 澳門坊眾學校 

47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277 歐樂汶 澳門坊眾學校 

48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282 蔡泳恩 同善堂中學 

49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288 鄧凱茵 教業中學(分校) 

50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291 鄭芷茵 同善堂中學 

51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293 鄭婷婷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52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298 黎可迎 同善堂中學 

53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299 黎祖莉 海暉學校 

54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300 黎雅妍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55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303 盧巧茵 沙梨頭坊眾學校 

56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305 盧倩暉 海暉學校 

57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308 錢玉敏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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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313 謝芷晴 同善堂中學 

59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314 鍾如意 沙梨頭坊眾學校 

60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331 蘇紀玄 同善堂中學 

61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333 蘇慧琪 婦聯學校 

62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337 陳梓欣 菜農子弟學校 

63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351 劉漢權 菜農子弟學校 

64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353 潘梓鳯 菜農子弟學校 

65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357 潘嘉偉 菜農子弟學校 

66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362 歐陽佳雯 菜農子弟學校 

67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366 何曉然 菜農子弟學校 

68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369 李嘉棋 菜農子弟學校 

69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377 吳灝俊 勞工子弟學校(小學部) 

70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379 李曉彤 勞工子弟學校(小學部) 

71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393 黃文博 勞工子弟學校(小學部) 

72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394 黃曉晴 勞工子弟學校(小學部) 

73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399 談龍發 勞工子弟學校(小學部) 

74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400 戴冠瑩 勞工子弟學校(小學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