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年“中國尋根之旅”夏令營 
正選名單 

序 姓名 學校 

1 何婉怡 旅遊學院 

2 歐陽詩敏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3 梁珮瑩 濠江中學 

4 楊玲玲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5 梁卓瑤 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 

6 劉靖賢 陳瑞祺永援中學 

7 宋佩鈴 教業中學 

8 洪巍鑫 鏡平學校(中學部) 

9 梁晉維 東南學校-中學部 

10 黃安 菜農子弟學校 

11 關嘉汶 廣大中學 

12 周嘉成 粵華中文中學 

13 李毓浩 粵華中文中學 

14 陳健龍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15 梁曉程 澳門大學 

16 黃敏瑩 澳門大學 

17 陳燏 中山紀念中學 

18 管楊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中文部) 

19 李麗珍 澳門坊眾學校 

20 李松挺 澳門理工學院 

 

後補名單 

序 姓名 學校 

1 楊坤培 鏡平學校(中學部) 

2 唐蔚瑩 嘉諾撒聖心中學 

3 黎燕婷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4 唐詠琪 濠江中學 

5 李瑩茵 鏡平學校(中學部) 

6 徐靄霎 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 

7 麥曉盈 濠江中學 

8 劉曉澤 鏡平學校(中學部) 

9 譚德勝 鏡平學校(中學部) 

10 關志順 粵華中文中學 



2014 年澳門大學生酒泉航天科技交流團 
正選名單 

序 姓名 學校 

1 冼詠霖 旅遊學院 

2 吳潔玲 澳門大學 

3 劉如崑 華南師範大學 

4 陳智宏 暨南大學 

5 羅淑婷 澳門大學 

6 羅偉健 暨南大學 

7 張志濠 中山大學 

8 張青華 北京大學 

9 卓俊賢 旅遊學院 

10 許健朗 University of Califormia  

11 張珊珊 澳門大學 

12 邱成樂 澳門大學 

13 徐嘉穎 Salem State University 

14 徐嘉志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rnhert 

15 黎浩朗 國立臺灣大學 

16 黃秋婷 華南師範大學 

17 蘇昕 澳門大學 

18 黃燕珊 澳門大學 

19 余利盈 澳門大學 

20 周倩琪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21 林慧睛 南京大學 

22 陳慧儀 澳門鏡湖護理學院 

23 吳楚淇 澳門大學 

24 梁家欣 澳門大學 

25 張樂儀 旅遊學院 

26 李嘉恩 旅遊學院 

27 廖宇心 澳門理工學院 

28 關崧霞 華中師範大學 

29 陳立奇 澳門科技大學 

30 龔凱斯 澳門大學 

31 許華馨 澳門大學 

32 辛雅詩 華南師範大學 

33 陳彩虹 中山大學 



序 姓名 學校 

34 張柏婷 聖若瑟大學 

35 鄭青宜 澳門大學 

36 孫俊輝 旅遊學院 

37 鄧明翰 國立臺灣大學 

38 楊波 澳門大學 

39 張振宗 旅遊學院 

40 羅煒晨 澳門大學 

41 羅兆祺 旅遊學院 

42 彭冠華 City College of San Francisco 

43 凌世昌 澳門科技大學 

44 區志強 南方醫科大學 

45 溫嘉俊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 

46 黃梓軒 澳門大學 

47 陳卓逸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48 黃耀輝 澳門大學 

49 張德勇 澳門大學 

50 陸傑 澳門大學 

51 趙不同 澳門大學 

52 蕭詠豪 澳門大學 

53 郭明俊 澳門大學 

54 唐文輝 暨南大學 

55 夏浩然 南開大學 

56 黃俊傑 澳門科技大學 

57 陳嘉敏 澳門大學 

58 李兆祖 澳門大學 

59 方海金 澳門大學 

60 鄧慧詩 國立中興大學 

61 鍾嘉怡 國立成功大學 

62 黃慧楠 上海大學 

63 袁偉發 Pacific Union College 

64 劉偉珩 Samford University 

65 廖敏淇 國立中山大學 

66 蕭詠琪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67 李婉文 Trinity College 

68 管超研 澳門科技大學 

69 李曉政 旅遊學院 

http://en.wikipedia.org/wiki/Samford_University
http://www.nsysu.edu.tw/
http://www.ntnu.edu.tw/


序 姓名 學校 

70 黎笑怡 東吳大學 

 
後補名單 

序 姓名 學校 

1 陳蘭丹 澳門城市大學 

2 羅念玲 中山大學 

3 金璐穎 澳門科技大學 

4 何榮泰 天主教輔仁大學 

5 關楚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6 黃嘉成 暨南大學 

7 梁潔影 中山大學 

8 黎穎鈞 南方醫科大學 

9 鄧智慧 旅遊學院 

10 黃嘉瑜 澳門大學 

11 林俊豐 國立中興大學 

12 歐陽豪昌 澳門大學 

13 吳嘉欣 澳門理工學院 

14 陳嘉宜 Bellerbys College 

15 吳巧荃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16 林敏慧 澳門大學 

17 何沛錡 澳門理工學院 

18 林妙羚 澳門科技大學 

19 張雯 暨南大學 

20 吳艷儀 澳門大學 

21 莫家駿 澳門理工學院 

22 潘德友 澳門大學 

23 龔文君 旅遊學院 

24 蔡捷成 澳門大學 

25 郭佩玲 澳門大學 

26 繆嘉俊 澳門大學 

27 曾倩儀 Bellerbys College 

28 梁雄業 澳門大學 

29 林曉燕 澳門鏡湖護理學院 

30 吳小雁 澳門大學 

 



我的祖國－京港澳學生交流營 2014 
正選名單 

序 姓名 學校 

1 鄧梓傑 澳門大學 

2 潘芷韻 聖羅撒英文中學 

3 李嘉穎 澳門大學 

4 夏淑貞 嘉諾撒聖心中學 

5 潘朗晴 澳門大學 

6 王潔玲 東南學校-中學部 

7 陳惠善 澳門大學 

8 翁少文 濠江中學 

9 馮煒良 旅遊學院 

10 黃家偉 澳門大學 

11 林嘉輝 實踐大學 

12 林柏康 澳門理工學院 

13 陳俊暉 澳門大學 

14 梁志輝 澳門大學 

15 雷志澎 國立政治大學 

16 梁俊偉 澳門大學 

17 蕭嘉恆 國立中山大學 

18 郭明喆 粵華中文中學 

19 梁文鋒 陳瑞祺永援中學 

20 李娟娟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21 包杭綺 暨南大學 

22 鄧幗英 華東師範大學 

23 麥慧兒 澳門大學 

24 官慧玲 旅遊學院 

25 謝嘉寶 澳門大學 

26 陳盈盈 澳門大學 

27 張麗嬋 澳門大學 

28 胡美雅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9 馬靜怡 澳門大學 

30 林樂兒 澳門大學 

31 吳玉珍 澳門大學 

32 邱曉檳 澳門大學 

33 吳潔瑩 澳門大學 



序 姓名 學校 

34 楊文意 淡江大學 

35 冼泳詩 旅遊學院 

36 余淑瑩 澳門大學 

37 梁曉舒 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 

38 季歆智 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 

39 陳蓉蓉 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 

40 羅顏瑜 濠江中學 

41 梁曉琳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42 陳麗 嘉諾撒聖心中學 

43 梁子豪 澳門大學 

44 關志朗 澳門理工學院 

45 呂綺穎 濠江中學 

46 鄧芷君 Monash University 

47 林偉雄 華南師範大學 

48 陳志健 中山大學 

49 周嘉傑 University of Sydney 

50 蘇玉琪 中山大學 

 

後補名單 

序 姓名 學校 

1 蘇文信 
Lytham St. Annes High Technoology  

and Performing Art College 

2 鄧框正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英文部) 

3 區偉良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英文部) 

4 徐騫言 旅遊學院 

5 黃曉婷 澳門鏡湖護理學院 

6 賴明軒 培正中學 

7 曹兆軒 香港大學 

8 區智鋒 澳門城市大學 

9 黃俊豪 臺北醫學大學 

10 吳文婷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11 鍾敏鏵 國立成功大學 

12 楊淑菁 世新大學 

13 簡錦芝 化地瑪聖母女子學校 

14 潘夏芊 澳門大學 

15 阮家雯 嘉諾撒聖心中學 



序 姓名 學校 

16 潘芷希 靜宜大學 

17 薛敏婷 澳門大學 

18 黃麗銘 復旦大學 

19 陳妹仔 華南師範大學 

 

2014 年“龍騰中華－第四屆深港澳台青少年文化專列” 

正選名單 
序 姓名 學校 

1 林燦榮 澳門理工學院 

2 陳加琪 教業中學 

3 李嘉儀 聖保祿學校 

4 陳宇晴 浸信中學 

5 岑美茵 嘉諾撒聖心中學 

6 鄭曉琳  中葡職業技術學校 

7 劉佩鎔 聖保祿學校 

8 譚梓澤 鏡平學校(中學部) 

9 利月珊 澳門大學 

10 鄧家興 濠江中學 

 

後補名單 

序 姓名 學校 

1 林嘉潔 濠江中學 

2 葉家濠 鏡平學校(中學部) 

3 黃芷晴 陳瑞祺永援中學 

4 黃曉紅 廣大中學 

5 陳詠琪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6 龔嘉儀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7 梁曉婷 嘉諾撒聖心中學 

 

  



「龍願 2014」兩岸四地青年交流計劃 
正選名單 

序 姓名 學校 

1 郭富華 澳門大學 

2 郭錦文 澳門大學 

3 陳泳欣 培道中學 

4 陳福華 澳門大學 

5 胡浩然 聖若瑟大學 

6 劉健榮 濠江中學 

7 王茵茵 澳門大學 

8 陳惠美 澳門大學 

9 簡碧雯 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 

10 許志梅 澳門大學 

11 謝婉婷 澳門理工學院 

12 杜澤誠 暨南大學 

 

後補名單 

序 姓名 學校 

1 陳麗瑩 聖若瑟大學 

2 張可盈 國立臺灣大學 

3 關詠詩 澳門大學 

4 李楚恆 澳門大學 

5 謝泳兒 香港大學 

6 施海茵 鏡平學校(中學部) 

 

第八屆兩岸四地大學生科技文化夏令營 
正選名單 

序 姓名 學校 

1 陸小玲 澳門理工學院 

2 黃嘉怡 中山大學 

3 陸健威 澳門理工學院 

4 高嘉仁 澳門大學 

5 黃仲謙 旅遊學院 

6 梁慧儀 澳門理工學院 



序 姓名 學校 

7 羅霞嬋 澳門理工學院 

8 盧倩欣 華南師範大學 

9 陳鏡燊 龍華科技大學 

10 馬希雯 北京人民大學 

 

後補名單 

序 姓名 學校 

1 何東泰 淡江大學 

2 盧聖暉 澳門大學 

3 梁威 臺北醫學大學 

4 鄭詠恆 臺灣國立成功大學 

5 黃懿珊 香港中文大學 

6 蔡佩茵 東吳大學 

7 歐浩俊 澳門大學 

 

2014 年澳門中學生西昌航天科普夏令營 
正選名單 

序 姓名 學校 

1 胡展超 濠江中學 

2 趙景宏 教業中學 

3 林偉星 利瑪竇中學(中學部) 

4 張煜馨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分校) 

5 洪欣欣 鏡平學校(中學部) 

6 李偉邦 粵華中文中學 

7 凌峯 鏡平學校(中學部) 

8 何家希 陳瑞祺永援中學 

9 李國豪 慈幼中學 

10 李名灝 粵華英文中學 

11 朱嘉傑 聖保祿學校 

12 李華健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中文部) 

13 李志峰 廣大中學 

14 徐鈺城 濠江中學 

15 黃雅慧 鏡平學校(中學部) 

16 周蓉蓉 嘉諾撒聖心中學 



序 姓名 學校 

17 何妙玲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18 劉文正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19 宋溦 鏡平學校(中學部) 

20 王詩琳 教業中學 

21 許麗琪 教業中學 

22 蕭泳心 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 

23 吳潔青 化地瑪聖母女子學校 

24 李胤兒 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 

25 李頊陞 培正中學 

26 談皓 濠江中學 

27 黃學良 粵華中文中學 

28 宋小軍 陳瑞祺永援中學 

29 麥建生 海星中學 

30 何胤翹 Shaftsbury School(UK) 

31 鄧穎彤 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 

32 簡佩琳 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 

33 張燕楨 陳瑞祺永援中學 

34 梁裕嘉 聯國學校 

35 梁裕琦 陳瑞祺永援中學 

36 胡騏淇 澳門聖公會中學 

37 賴靜雯 陳瑞祺永援中學 

38 婁勝華 鏡平學校(中學部) 

39 李略 東南學校-中學部 

40 鄧婷殷 澳門坊眾學校 

41 黃敏瑩 澳門大學 

42 周家源 菜農子弟學校 

43 莊玲玲 培華中學 

44 梅綺娜 濠江中學 

45 梁子健 廣大中學 

46 黃嘉蘊 東方明珠學校 

47 許千里 勞工子弟學校 

48 王家良 培道中學 

49 梁偉政 粵華中文中學 

50 陳俊賢 教業中學 

 



後補名單 

序 姓名 學校 

1 雷楚紅 聖保祿學校 

2 何國雄 菜農子弟學校 

3 何咏芝 菜農子弟學校 

4 Sherwood Frederico 慈幼中學 

5 楊梓晴 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 

6 龍芷晴 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 

7 鄭玉嬋 嘉諾撒聖心中學 

8 吳建涵 廣大中學 

9 馮曉晴 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 

10 梁健鈴 嘉諾撒聖心中學 

11 陳佩龍 慈幼中學 

12 吳嘉敏 嘉諾撒聖心中學 

13 梁錦傑 廣大中學 

14 梁玉燕 嘉諾撒聖心中學 

15 陳梓煢 嘉諾撒聖心中學 

16 陳淑樺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17 吳瑋珊 澳門坊眾學校 

18 林美苗 菜農子弟學校 

19 劉國葆 菜農子弟學校 

20 梁翠怡 化地瑪聖母女子學校 

21 余嘉敏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分校) 

22 譚斯婷 教業中學 

23 譚偉良 氹仔坊眾學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