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 

第十三屆澳門學生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初中組賽果 
 

序 參賽編號 獎項 姓名 學校 

1 10108 特優獎 林安柔 教業中學 

2 10115 特優獎 何婉君 教業中學 

3 10163 特優獎 程嘉慧 教業中學 

4 10281 特優獎 郭煥敏 教業中學 

5 10317 特優獎 邱天美 濠江中學 

6 10392 特優獎 羅嘉泳 濠江中學 

7 10494 特優獎 梁素文 教業中學 

8 10569 特優獎 李雲凱 聖羅撒英文中學 

9 10630 特優獎 楊詩詩 濠江中學 

 

序 參賽編號 獎項 姓名 學校 

1 10013 一等獎 鄧焯熒 濠江中學 

2 10017 一等獎 鄭蕙茵 濠江中學 

3 10029 一等獎 鄭玉華 濠江中學 

4 10066 一等獎 李綺婷 教業中學 

5 10072 一等獎 徐曉慧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6 10096 一等獎 阮嘉欣 濠江中學 

7 10149 一等獎 劉月蓮 教業中學 

8 10210 一等獎 梁淑卿 濠江中學 

9 10216 一等獎 何賢玉 教業中學 

10 10233 一等獎 歐陽泳梅 濠江中學 

11 10322 一等獎 麥婉婷 澳門坊眾學校(中學部) 

12 10335 一等獎 邱心如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13 10362 一等獎 鄭啟源 教業中學 

14 10382 一等獎 黃佩珊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15 10556 一等獎 鄭子淇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16 10578 一等獎 馮耀權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17 10579 一等獎 鄭書玉 濠江中學 

18 10585 一等獎 尹玥雯 濠江中學 

19 10673 一等獎 梁雅婷 同善堂中學 

20 10681 一等獎 梁海嵐 濠江中學 



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 

第十三屆澳門學生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初中組賽果 
 

序 參賽編號 獎項 姓名 學校 

21 10691 一等獎 胡婉珩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22 10695 一等獎 謝雅佩 教業中學 

23 10775 一等獎 伍笑盈 濠江中學 

24 10784 一等獎 蘇嘉琪 濠江中學 

25 10797 一等獎 張容菁 同善堂中學 

26 10874 一等獎 呂遠盈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27 10885 一等獎 李綽楠 澳門培正中學 

 

序 參賽編號 獎項 姓名 學校 

1 10003 二等獎 李程新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2 10010 二等獎 蘇育珮 澳門坊眾學校(中學部) 

3 10022 二等獎 文小玲 教業中學 

4 10042 二等獎 李淑鈴 聖保祿學校 

5 10043 二等獎 麥思穎 教業中學 

6 10049 二等獎 黃海怡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7 10064 二等獎 陳穎欣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8 10090 二等獎 郭正喬 教業中學 

9 10091 二等獎 鄭麗彬 鏡平學校(中學部) 

10 10104 二等獎 李嘉慧 菜農子弟學校 

11 10111 二等獎 譚麗詩 澳門浸信中學 

12 10161 二等獎 梁俊恒 濠江中學 

13 10170 二等獎 陳梓泳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14 10181 二等獎 謝焯賢 濠江中學 

15 10197 二等獎 關媛媛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16 10211 二等獎 陳樂思 教業中學 

17 10272 二等獎 吳文笙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18 10307 二等獎 余心怡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19 10320 二等獎 林素欣 濠江中學 

20 10333 二等獎 麥家燕 澳門坊眾學校(中學部) 

21 10337 二等獎 譚楚欣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22 10347 二等獎 朱妙欣 濠江中學 



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 

第十三屆澳門學生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初中組賽果 
 

序 參賽編號 獎項 姓名 學校 

23 10355 二等獎 范子美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24 10376 二等獎 楊綺琳 同善堂中學 

25 10381 二等獎 陳淑芬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26 10407 二等獎 梁嘉敏 澳門坊眾學校(中學部) 

27 10421 二等獎 李胤兒 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 

28 10429 二等獎 李芷菁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29 10439 二等獎 劉嘉澄 教業中學 

30 10443 二等獎 孫紫薇 濠江中學 

31 10446 二等獎 楊曉晴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32 10468 二等獎 周雯靜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33 10484 二等獎 李彥霖 教業中學 

34 10536 二等獎 黎嘉穎 濠江中學 

35 10572 二等獎 何佩怡 濠江中學 

36 10591 二等獎 梁美鏵 教業中學 

37 10614 二等獎 周梓文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38 10636 二等獎 李樂童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39 10646 二等獎 潘雪蘭 菜農子弟學校 

40 10649 二等獎 蔡子惠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41 10677 二等獎 郭慧琳 教業中學 

42 10683 二等獎 蔡宜凡 鏡平學校(中學部) 

43 10716 二等獎 陳詠琪 濠江中學 

44 10718 二等獎 孫美琳 濠江中學 

45 10723 二等獎 蕭穎怡 濠江中學 

46 10732 二等獎 傳泳思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47 10749 二等獎 袁立淇 濠江中學 

48 10769 二等獎 馮穗慧 濠江中學 

49 10818 二等獎 伍可穎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50 10844 二等獎 許淨潼 澳門培正中學 

51 10889 二等獎 黃婷恩 鏡平學校(中學部) 

 

 



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 

第十三屆澳門學生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初中組賽果 
 

序 參賽編號 獎項 姓名 學校 

1 10002 入選獎 陳昱皓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2 10009 入選獎 陳子昕 聖羅撒英文中學 

3 10012 入選獎 林雅芯 教業中學 

4 10014 入選獎 黃明婉 聖保祿學校 

5 10024 入選獎 譚錦馨 同善堂中學 

6 10027 入選獎 李寶德 教業中學 

7 10032 入選獎 黃嘉莉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8 10037 入選獎 梁芷澄 澳門氹仔坊眾學校 

9 10039 入選獎 關芷瑤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10 10045 入選獎 李慧霖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11 10050 入選獎 陳榕 濠江中學 

12 10055 入選獎 李穎琪 教業中學 

13 10056 入選獎 官錦玲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14 10059 入選獎 高煒殷 教業中學 

15 10062 入選獎 歐陽芷晴 教業中學 

16 10073 入選獎 周曉程 東南學校(中學部) 

17 10075 入選獎 陳金澤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18 10082 入選獎 戚子盈 濠江中學 

19 10085 入選獎 梁子聰 新華學校 

20 10086 入選獎 黃詩平 同善堂中學 

21 10099 入選獎 陳元麗 濠江中學 

22 10101 入選獎 趙靜儀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23 10105 入選獎 古莎淇 聖羅撒英文中學 

24 10110 入選獎 廖佩琪 利瑪竇中學 

25 10119 入選獎 歐淑禎 高美士中葡中學 

26 10126 入選獎 阮卓朗 粵華英文中學 

27 10132 入選獎 黃佩君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28 10133 入選獎 張肇峰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29 10137 入選獎 區凱婷 濠江中學 

30 10138 入選獎 袁綺萍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31 參賽編號 獎項 姓名 學校 



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 

第十三屆澳門學生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初中組賽果 
 

序 10152 入選獎 陳妙萍 教業中學 

32 10155 入選獎 廖雪瑜 濠江中學 

33 10156 入選獎 譚曉楓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34 10166 入選獎 羅嘉雯 濠江中學 

35 10169 入選獎 郭蕙珊 同善堂中學 

36 10180 入選獎 黃穎賢 菜農子弟學校 

37 10183 入選獎 韓秋玲 濠江中學 

38 10186 入選獎 鄭心怡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39 10187 入選獎 羅嘉雯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40 10188 入選獎 蘇文龍 菜農子弟學校 

41 10200 入選獎 呂綺琪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42 10202 入選獎 梁雯敏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43 10213 入選獎 張寶瑩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44 10226 入選獎 張袓兒 嶺南中學 

45 10230 入選獎 鄧嘉怡 濠江中學 

46 10236 入選獎 黃健誠 粵華英文中學 

47 10242 入選獎 陳恩恩 濠江中學 

48 10248 入選獎 陳筱琪 濠江中學 

49 10268 入選獎 黃惠玉 澳門培正中學 

50 10284 入選獎 陳芷盈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51 10286 入選獎 黃巧欣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52 10287 入選獎 陳詠儀 東南學校(中學部) 

53 10295 入選獎 李俊輝 鏡平學校(中學部) 

54 10321 入選獎 李家華 利瑪竇中學 

55 10324 入選獎 陳蘭馨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56 10341 入選獎 區笑雯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57 10351 入選獎 林燕嫻 廣大中學 

58 10353 入選獎 李紫珊 濠江中學 

59 10360 入選獎 潘嘉偉 菜農子弟學校 

60 10367 入選獎 譚婉婷 教業中學 

61 10369 入選獎 曾紫恩 菜農子弟學校 

62 參賽編號 獎項 姓名 學校 



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 

第十三屆澳門學生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初中組賽果 
 

序 10375 入選獎 黃澤琳 澳門浸信中學 

63 10377 入選獎 蔡沅希 廣大中學 

64 10380 入選獎 周余楓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65 10383 入選獎 陸子迎 鏡平學校(中學部) 

66 10386 入選獎 區潔儀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67 10390 入選獎 林嘉敏 澳門坊眾學校(中學部) 

68 10398 入選獎 李樺燁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69 10399 入選獎 李寶麗 濠江中學 

70 10401 入選獎 徐鈺城 濠江中學 

71 10408 入選獎 施雅菁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72 10414 入選獎 柯志華 鏡平學校(中學部) 

73 10423 入選獎 陸米娜 教業中學 

74 10427 入選獎 洪嘉怡 聖保祿學校 

75 10434 入選獎 薛思雅 同善堂中學 

76 10435 入選獎 張思琪 菜農子弟學校 

77 10438 入選獎 鄺子晴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78 10442 入選獎 李子晴 教業中學 

79 10445 入選獎 吳芷媛 教業中學 

80 10451 入選獎 鄭緣緣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81 10464 入選獎 蔣岳澎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82 10465 入選獎 陳琳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83 10473 入選獎 鄭曉琳 鏡平學校(中學部) 

84 10478 入選獎 何芷銦 濠江中學 

85 10480 入選獎 黎雅妍 濠江中學 

86 10482 入選獎 關凱欣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87 10483 入選獎 蕭麗紅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88 10496 入選獎 陳婷 濠江中學 

89 10498 入選獎 王靜怡 教業中學 

90 10504 入選獎 陳俊杰 聖保祿學校 

91 10509 入選獎 陳筱敏 濠江中學 

92 10510 入選獎 李諾宜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93 參賽編號 獎項 姓名 學校 



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 

第十三屆澳門學生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初中組賽果 
 

序 10512 入選獎 雷婉婷 濠江中學 

94 10516 入選獎 呂凌翰 協同特殊教育學校 

95 10519 入選獎 邱凱雯 菜農子弟學校 

96 10522 入選獎 歐陽鳳瑜 聖保祿學校 

97 10525 入選獎 黃凱賢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98 10530 入選獎 黃珊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99 10538 入選獎 林海晴 濠江中學 

100 10554 入選獎 許燕媚 澳門浸信中學 

101 10558 入選獎 黃丞賢 鏡平學校(中學部) 

102 10565 入選獎 林彤恩 澳門氹仔坊眾學校 

103 10566 入選獎 鄒錦鴻 教業中學 

104 10570 入選獎 梁曉晴 東南學校(中學部) 

105 10576 入選獎 李錦鴻 菜農子弟學校 

106 10581 入選獎 陳芯悅 聖羅撒英文中學 

107 10586 入選獎 冼穎婷 教業中學 

108 10589 入選獎 張家霓 濠江中學 

109 10594 入選獎 羅倩婷 澳門坊眾學校(中學部) 

110 10600 入選獎 關麗青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111 10603 入選獎 梁珺瑜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112 10604 入選獎 余穎琳 化地瑪聖母女子學校 

113 10616 入選獎 曾婉恩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114 10617 入選獎 吳奇妙 澳門坊眾學校(中學部) 

115 10623 入選獎 黃思如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116 10626 入選獎 鄺嘉文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117 10627 入選獎 楊凱潮 澳門坊眾學校(中學部) 

118 10633 入選獎 吳國佳 澳門坊眾學校(中學部) 

119 10635 入選獎 廖穎怡 澳門浸信中學 

120 10638 入選獎 楊安琪 教業中學 

121 10641 入選獎 胡麗姿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122 10653 入選獎 梁子濠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123 10655 入選獎 鄧穎珊 聖公會中學(澳門) 

124 參賽編號 獎項 姓名 學校 



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 

第十三屆澳門學生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初中組賽果 
 

序 10660 入選獎 戴強順 菜農子弟學校 

125 10666 入選獎 郭清華 濠江中學 

126 10669 入選獎 林倖君 濠江中學 

127 10689 入選獎 陳嘉儀 鏡平學校(中學部) 

128 10698 入選獎 林雯靜 廣大中學 

129 10705 入選獎 歐陽錦觀 廣大中學 

130 10707 入選獎 吳湘杰 同善堂中學 

131 10711 入選獎 馮倩婷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132 10717 入選獎 盧泳儀 濠江中學 

133 10724 入選獎 歐陽慧珊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134 10727 入選獎 李冬知 澳門坊眾學校(中學部) 

135 10728 入選獎 高仲儀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136 10729 入選獎 謝小月 菜農子弟學校 

137 10730 入選獎 李雪瑩 中葡職業技術學校 

138 10733 入選獎 盧展晴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139 10735 入選獎 趙躍然 澳門坊眾學校(中學部) 

140 10736 入選獎 譚美詩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141 10737 入選獎 黃欣欣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142 10744 入選獎 小林晴美 培華中學 

143 10751 入選獎 李慧嵐 濠江中學 

144 10758 入選獎 伍子謙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145 10759 入選獎 李家寶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146 10776 入選獎 陳詩梵 培華中學 

147 10779 入選獎 陳結瑩 新華學校 

148 10785 入選獎 曾菁儀 新華學校 

149 10798 入選獎 何祖宜 濠江中學 

150 10799 入選獎 鄭凱悠 澳門培正中學 

151 10804 入選獎 陸玲 濠江中學 

152 10810 入選獎 陳伊雯 澳門坊眾學校(中學部) 

153 10817 入選獎 黃暄暄 澳門坊眾學校(中學部) 

154 10826 入選獎 鄭   倩 嶺南中學 

155 參賽編號 獎項 姓名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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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組賽果 
 

序 10834 入選獎 袁寶怡 教業中學 

156 10840 入選獎 王雪玲 濠江中學 

157 10841 入選獎 廖靜雯 澳門坊眾學校(中學部) 

158 10842 入選獎 梁靖敏 澳門培正中學 

159 10845 入選獎 黃敏淇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160 10850 入選獎 陳玉萍 菜農子弟學校 

161 10857 入選獎 梁雅晴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162 10860 入選獎 江芷晴 菜農子弟學校 

163 10862 入選獎 張梓軒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164 10864 入選獎 王嘉欣 鏡平學校(中學部) 

165 10870 入選獎 梁仲雯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166 10872 入選獎 蘇雪茵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167 10877 入選獎 林美玲 菜農子弟學校 

168 10887 入選獎 劉懿思 聖羅撒英文中學 

169 10888 入選獎 岑鵑如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170 10891 入選獎 林海鈮 澳門氹仔坊眾學校 

171 10892 入選獎 何曉蕙 聖羅撒英文中學 

172 10893 入選獎 崔家穎 澳門培正中學 

173 10895 入選獎 李秋婷 教業中學 

174 10896 入選獎 劉思言 利瑪竇中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