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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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組 

      
序號 組別 獎項 參賽編號 姓名 學校 

1 初中組 特優獎 30089 吳奇妙 澳門坊眾學校 

2 初中組 特優獎 30094 吳素欣 教業中學 

3 初中組 特優獎 30136 李芷菁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4 初中組 特優獎 30281 袁子晴 濠江中學 

5 初中組 特優獎 30339 梁妙芳 教業中學 

6 初中組 特優獎 30485 麥婉婷 澳門坊眾學校 

7 初中組 特優獎 30504 程嘉慧 教業中學 

8 初中組 特優獎 30646 劉曉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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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7 尹紀元 教業中學 

2 初中組 一等獎 30023 古倩恆 同善堂中學 

3 初中組 一等獎 30128 李文慈 澳門坊眾學校 

4 初中組 一等獎 30159 李慧琳 菜農子弟學校 

5 初中組 一等獎 30171 李鍵俊 教業中學 

6 初中組 一等獎 30292 高彩雙 濠江中學 

7 初中組 一等獎 30317 張  琴 澳門坊眾學校 

8 初中組 一等獎 30353 梁素文 教業中學 

9 初中組 一等獎 30357 梁敏儀 澳門坊眾學校 

10 初中組 一等獎 30373 梁綺玲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11 初中組 一等獎 30440 陳淑芬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12 初中組 一等獎 30560 黃詩雅 濠江中學 

13 初中組 一等獎 30592 楊詩詩 濠江中學 

14 初中組 一等獎 30622 翟嘉穎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15 初中組 一等獎 30628 趙穎欣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16 初中組 一等獎 30629 劉月蓮 教業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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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初中組 一等獎 30663 潘詠儀 濠江中學 

18 初中組 一等獎 30691 鄭玉華 濠江中學 

19 初中組 一等獎 30707 鄭曉雯 澳門坊眾學校 

20 初中組 一等獎 30708 鄭蕙茵 濠江中學 

21 初中組 一等獎 30749 謝小曼 菜農子弟學校 

22 初中組 一等獎 30754 謝詩韻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23 初中組 一等獎 30767 顏黛雅 鏡平學校(中學部) 

24 初中組 一等獎 30773 羅嘉泳 濠江中學 

      
序號 組別 獎項 參賽編號 姓名 學校 

1 初中組 二等獎 30037 朱妙欣 濠江中學 

2 初中組 二等獎 30044 江翠琪 教業中學 

3 初中組 二等獎 30046 何玉敏 教業中學 

4 初中組 二等獎 30052 何芷铟 濠江中學 

5 初中組 二等獎 30060 何婉君 教業中學 

6 初中組 二等獎 30085 利巧欣 菜農子弟學校 

7 初中組 二等獎 30098 吳雪嫻 澳門坊眾學校 

8 初中組 二等獎 30102 吳惠群 澳門坊眾學校 

9 初中組 二等獎 30110 吳慧君 澳門坊眾學校 

10 初中組 二等獎 30111 吳曉華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11 初中組 二等獎 30113 吳麗恩 教業中學 

12 初中組 二等獎 30119 呂遠盈 澳門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13 初中組 二等獎 30173 李寶德 教業中學 

14 初中組 二等獎 30201 官錦玲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15 初中組 二等獎 30220 林美玲 菜農子弟學校 

16 初中組 二等獎 30269 孫美琳 濠江中學 

17 初中組 二等獎 30274 徐子穎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18 初中組 二等獎 30285 袁嘉怡 教業中學 

19 初中組 二等獎 30288 馬曉茵 濠江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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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初中組 二等獎 30307 張容菁 同善堂中學 

21 初中組 二等獎 30309 張晓华 濠江中學 

22 初中組 二等獎 30323 張潔瑩 同善堂中學 

23 初中組 二等獎 30338 梁宇豪 菜農子弟學校 

24 初中組 二等獎 30352 梁海嵐 濠江中學 

25 初中組 二等獎 30363 梁惠華 濠江中學 

26 初中組 二等獎 30380 梁穎琪 教業中學 

27 初中組 二等獎 30398 郭正喬 教業中學 

28 初中組 二等獎 30404 郭煥敏 教業中學 

29 初中組 二等獎 30444 陳  婷 濠江中學 

30 初中組 二等獎 30457 陳綺詠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31 初中組 二等獎 30459 陳翠蓉 澳門坊眾學校 

32 初中組 二等獎 30460 陳銘怡 澳門坊眾學校 

33 初中組 二等獎 30461 陳樂思 教業中學 

34 初中組 二等獎 30539 黃海怡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35 初中組 二等獎 30558 黃毓瑩 高美士中葡中學 

36 初中組 二等獎 30569 黃懌靜 澳門坊眾學校 

37 初中組 二等獎 30580 黃鴻濤 教業中學 

38 初中組 二等獎 30616 廖雪瑜 濠江中學 

39 初中組 二等獎 30662 潘雪蘭 菜農子弟學校 

40 初中組 二等獎 30665 蔡沁鎂 濠江中學 

41 初中組 二等獎 30669 蔡婉瑩 菜農子弟學校 

42 初中組 二等獎 30697 鄭書玉 濠江中學 

43 初中組 二等獎 30705 鄭緣緣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44 初中組 二等獎 30745 戴智龍 澳門坊眾學校 

45 初中組 二等獎 30752 謝焯賢 濠江中學 

46 初中組 二等獎 30761 韓春雨 澳門坊眾學校 

47 初中組 二等獎 30804 蘇嘉琪 濠江中學 

48 初中組 二等獎 30809 龔嘉儀 聖若瑟教區中學二,三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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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組別 獎項 參賽編號 姓名 學校 

1 初中組 入選獎 30001  馮楚琳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2 初中組 入選獎 30005 孔令森 教業中學 

3 初中組 入選獎 30006 尹玥雯 濠江中學 

4 初中組 入選獎 30009 文展鴻 濠江中學 

5 初中組 入選獎 30010 方佩祝 濠江中學 

6 初中組 入選獎 30017 王夢菲 濠江中學 

7 初中組 入選獎 30019 王靜怡 教業中學 

8 初中組 入選獎 30032 伍美儀 教業中學 

9 初中組 入選獎 30045 江韻詩 鏡平學校(中學部) 

10 初中組 入選獎 30049 何佩怡 濠江中學 

11 初中組 入選獎 30050 何佩盈 澳門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12 初中組 入選獎 30053 何建群 澳門坊眾學校 

13 初中組 入選獎 30055 何思瑩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14 初中組 入選獎 30057 何英姿 濠江中學 

15 初中組 入選獎 30061 何婉婷 澳門坊眾學校 

16 初中組 入選獎 30069 何賢玉 教業中學 

17 初中組 入選獎 30074 何豔芝 同善堂中學 

18 初中組 入選獎 30077 余詠霖 鏡平學校(中學部) 

19 初中組 入選獎 30082 余潔瑩 教業中學 

20 初中組 入選獎 30084 余穎琪 濠江中學 

21 初中組 入選獎 30088 吳玉珊 教業中學 

22 初中組 入選獎 30096 吳敏欽 鏡平學校(中學部) 

23 初中組 入選獎 30101 吳婷誼 菜農子弟學校 

24 初中組 入選獎 30114 吳麗瑜 同善堂中學 

25 初中組 入選獎 30122 岑鵑如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26 初中組 入選獎 30125 李子健 教業中學 

27 初中組 入選獎 30126 李子晴 教業中學 

28 初中組 入選獎 30135 李芷晴 教業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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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初中組 入選獎 30138 李彥霖 教業中學 

30 初中組 入選獎 30139 李思樺 濠江中學 

31 初中組 入選獎 30150 李淑鈴 陳瑞祺永援中學 

32 初中組 入選獎 30151 李凱健 菜農子弟學校 

33 初中組 入選獎 30156 李綺情 同善堂中學 

34 初中組 入選獎 30172 李麗萍 廣大中學 

35 初中組 入選獎 30180 冼心怡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36 初中組 入選獎 30186 冼婉琳 教業中學 

37 初中組 入選獎 30187 冼詠妍 澳門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38 初中組 入選獎 30189 冼穎婷 教業中學 

39 初中組 入選獎 30192 周美玲 教業中學 

40 初中組 入選獎 30193 周梓文 澳門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41 初中組 入選獎 30194 周雪妍 濠江中學 

42 初中組 入選獎 30197 周雯靜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43 初中組 入選獎 30198 周睿瑩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44 初中組 入選獎 30209 林安柔 教業中學 

45 初中組 入選獎 30218 林柳君 濠江中學 

46 初中組 入選獎 30221 林栩華 鏡平學校(中學部) 

47 初中組 入選獎 30224 林素欣 濠江中學 

48 初中組 入選獎 30225 林偉俊 教業中學 

49 初中組 入選獎 30230 林詠雅 濠江中學 

50 初中組 入選獎 30231 林雅芯 教業中學 

51 初中組 入選獎 30232 林雯靜 廣大中學 

52 初中組 入選獎 30235 林嘉敏 鏡平學校(中學部) 

53 初中組 入選獎 30238 林慧嫻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54 初中組 入選獎 30257 胡綺婷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55 初中組 入選獎 30270 孫紫薇 濠江中學 

56 初中組 入選獎 30272 容惠梅 濠江中學 

57 初中組 入選獎 30280 翁  䝼 利瑪竇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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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初中組 入選獎 30299 張子立 粵華中學 

59 初中組 入選獎 30301 張伊琳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60 初中組 入選獎 30312 張  茵 澳門坊眾學校 

61 初中組 入選獎 30321 張銘心 濠江中學 

62 初中組 入選獎 30325 張曉婷 菜農子弟學校 

63 初中組 入選獎 30329 張寶瑩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64 初中組 入選獎 30331 戚子盈 濠江中學 

65 初中組 入選獎 30347 梁美鏵 教業中學 

66 初中組 入選獎 30364 梁詠晴 東南學校中學部 

67 初中組 入選獎 30365 梁雅婷 同善堂中學 

68 初中組 入選獎 30369 梁嘉敏 澳門坊眾學校 

69 初中組 入選獎 30370 梁嘉琪 同善堂中學 

70 初中組 入選獎 30374 梁綺晴 教業中學 

71 初中組 入選獎 30377 梁曉澄 教業中學 

72 初中組 入選獎 30382 梁藍軒 澳門坊眾學校 

73 初中組 入選獎 30383 梁麗淇 教業中學 

74 初中組 入選獎 30392 許美莉 教業中學 

75 初中組 入選獎 30410 陳以政 教業中學 

76 初中組 入選獎 30414 陳妙萍 教業中學 

77 初中組 入選獎 30416 陳志峰 教業中學 

78 初中組 入選獎 30419 陳卓卿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79 初中組 入選獎 30421 陳欣兒 教業中學 

80 初中組 入選獎 30423 陳泳峰 教業中學 

81 初中組 入選獎 30427 陳美琪 濠江中學 

82 初中組 入選獎 30437 陳海茵 教業中學 

83 初中組 入選獎 30441 陳淑儀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84 初中組 入選獎 30449 陳雅瑩 教業中學 

85 初中組 入選獎 30452 陳嘉妮 嶺南中學 

86 初中組 入選獎 30477 陸  玲 濠江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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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初中組 入選獎 30480 陸麗文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88 初中組 入選獎 30492 彭嘉濠 教業中學 

89 初中組 入選獎 30497 曾雁鴻 教業中學 

90 初中組 入選獎 30500 曾銳智 教業中學 

91 初中組 入選獎 30510 馮詠恩 澳門坊眾學校 

92 初中組 入選獎 30514 馮耀權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93 初中組 入選獎 30515 黃  毅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94 初中組 入選獎 30520 黃月圓 澳門坊眾學校 

95 初中組 入選獎 30529 黃泳濤 教業中學 

96 初中組 入選獎 30555 黃貯健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97 初中組 入選獎 30559 黃詩平 同善堂中學 

98 初中組 入選獎 30566 黃慧琳 教業中學 

99 初中組 入選獎 30567 黃蓮娣 澳門坊眾學校 

100 初中組 入選獎 30573 黃曉紅 廣大中學 

101 初中組 入選獎 30581 黃曦瑜 濠江中學 

102 初中組 入選獎 30583 楊安琪 教業中學 

103 初中組 入選獎 30601 葉倩瑜 廣大中學 

104 初中組 入選獎 30607 鄒錦鴻 教業中學 

105 初中組 入選獎 30608 雷婉婷 濠江中學 

106 初中組 入選獎 30611 廖洪濤 同善堂中學 

107 初中組 入選獎 30612 廖倩鏵 教業中學 

108 初中組 入選獎 30620 熊綺雯 教業中學 

109 初中組 入選獎 30625 趙雅娟 同善堂中學 

110 初中組 入選獎 30635 劉社欣 教業中學 

111 初中組 入選獎 30639 劉家德 濠江中學 

112 初中組 入選獎 30642 劉嘉玲 教業中學 

113 初中組 入選獎 30645 劉曉宜 濠江中學 

114 初中組 入選獎 30649 樊泳欣 澳門坊眾學校 

115 初中組 入選獎 30676 蔡曉雯 澳門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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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初中組 入選獎 30685 鄧嘉盈 同善堂中學 

117 初中組 入選獎 30695 鄭珊珊 教業中學 

118 初中組 入選獎 30698 鄭啟源 教業中學 

119 初中組 入選獎 30704 鄭潤婷 澳門坊眾學校 

120 初中組 入選獎 30706 鄭蔡詩 澳門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121 初中組 入選獎 30710 黎巧瑤 澳門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122 初中組 入選獎 30713 黎嘉穎 濠江中學 

123 初中組 入選獎 30727 盧嘉燕 鏡平學校(中學部) 

124 初中組 入選獎 30731 蕭佩瑚 教業中學 

125 初中組 入選獎 30732 蕭嘉頌 教業中學 

126 初中組 入選獎 30735 蕭靄銀 教業中學 

127 初中組 入選獎 30737 霍美娜 濠江中學 

128 初中組 入選獎 30742 戴心瑤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129 初中組 入選獎 30748 薛蘇婷 濠江中學 

130 初中組 入選獎 30750 謝明心 鏡平學校(中學部) 

131 初中組 入選獎 30751 謝芷盈 教業中學 

132 初中組 入選獎 30753 謝雅佩 教業中學 

133 初中組 入選獎 30755 鍾芷晴 澳門坊眾學校 

134 初中組 入選獎 30760 鍾穎沛 教業中學 

135 初中組 入選獎 30764 鄺子晴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136 初中組 入選獎 30769 羅月明 教業中學 

137 初中組 入選獎 30775 羅嘉琳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138 初中組 入選獎 30777 羅穎淋 教業中學 

139 初中組 入選獎 30779 譚卓鋒 粵華中學 

140 初中組 入選獎 30780 譚卓霖 粵華中學 

141 初中組 入選獎 30783 譚倩瑩 濠江中學 

142 初中組 入選獎 30786 譚珮欣 教業中學 

143 初中組 入選獎 30787 譚婉婷 教業中學 

144 初中組 入選獎 30792 譚錦馨 同善堂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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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初中組 入選獎 30799 嚴依玲 東南學校中學部 

146 初中組 入選獎 30806 鐘秋楠 濠江中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