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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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組賽果 
 

序 參賽編號 獎項 姓名 學校 

1 20183 特優獎 朱鳳鳴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2 20197 特優獎 鄭健儀 濠江中學 

3 20482 特優獎 袁子晴 濠江中學 

4 20586 特優獎 李曉儀 濠江中學 

5 20693 特優獎 黃燕雯 澳門坊眾學校(中學部) 

6 20769 特優獎 蔡沁鎂 濠江中學 

7 20852 特優獎 施瑩瑩 濠江中學 

8 20916 特優獎 譚世龍 廣大中學 

9 21095 特優獎 陳燕婷 濠江中學 

10 21108 特優獎 伍昊媛 濠江中學 

11 21119 特優獎 許丹妮 濠江中學 

12 21172 特優獎 李麗盈 濠江中學 

13 21231 特優獎 何嘉倩 教業中學 

14 21249 特優獎 冼偉文 濠江中學 

 

序 參賽編號 獎項 姓名 學校 

1 20055 一等獎 林海玲 菜農子弟學校 

2 20076 一等獎 林啟諾 濠江中學 

3 20087 一等獎 陳麗如 教業中學 

4 20118 一等獎 梁雅詩 濠江中學 

5 20164 一等獎 梁泳旋 濠江中學 

6 20182 一等獎 鄭佩雯 濠江中學 

7 20184 一等獎 郭詠欣 菜農子弟學校 

8 20214 一等獎 歐陽芷君 教業中學 

9 20218 一等獎 吳雨藍 濠江中學 

10 20223 一等獎 張美蘭 廣大中學 

11 20228 一等獎 黎佩雯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12 20259 一等獎 林小桐 澳門坊眾學校(中學部) 

13 20336 一等獎 區璞之 教業中學 

14 20517 一等獎 周凱怡 教業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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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組賽果 
 

序 參賽編號 獎項 姓名 學校 

15 20552 一等獎 梁詠思 濠江中學 

16 20554 一等獎 陳沚寧 教業中學 

17 20632 一等獎 鄭詩婷 菜農子弟學校 

18 20645 一等獎 李結影 教業中學 

19 20681 一等獎 黃均儀 濠江中學 

20 20703 一等獎 林安怡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21 20906 一等獎 林穎欣 濠江中學 

22 20915 一等獎 陳崇山 澳門培正中學 

23 20925 一等獎 黃慧儀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24 20926 一等獎 張芷盈 培華中學 

25 20943 一等獎 王夢菲 濠江中學 

26 20954 一等獎 謝小曼 菜農子弟學校 

27 20959 一等獎 陳靖男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28 20980 一等獎 岑樂欣 濠江中學 

29 21005 一等獎 霍美娜 濠江中學 

30 21025 一等獎 容永琪 濠江中學 

31 21092 一等獎 賴敖敏 教業中學 

32 21116 一等獎 阮嘉瑜 濠江中學 

33 21195 一等獎 梁可盈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34 21205 一等獎 郭佩珊 濠江中學 

35 21266 一等獎 潘詠儀 濠江中學 

36 21280 一等獎 呂樂詩 教業中學 

37 21311 一等獎 李詩恩 濠江中學 

38 21314 一等獎 鄭嘉琪 教業中學 

39 21317 一等獎 黃靖怡 教業中學 

40 21328 一等獎 鄒鈺淇 濠江中學 

41 21461 一等獎 黃寶瑩 教業中學 

42 21585 一等獎 鍾穎沛 教業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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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組賽果 
 

序 參賽編號 獎項 姓名 學校 

1 20028 二等獎 陳靖儀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2 20042 二等獎 潘嘉欣 創新中學 

3 20097 二等獎 甘咏琴 濠江中學 

4 20107 二等獎 盧錦婷 教業中學 

5 20125 二等獎 姚紫茵 教業中學 

6 20126 二等獎 趙志超 教業中學 

7 20134 二等獎 李翠怡 嘉諾撒聖心中學 

8 20148 二等獎 張芷菁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9 20158 二等獎 許美莉 教業中學 

10 20177 二等獎 張可 鏡平學校(中學部) 

11 20178 二等獎 蕭曉儀 濠江中學 

12 20216 二等獎 周景彩 濠江中學 

13 20230 二等獎 張淑珊 濠江中學 

14 20239 二等獎 李凱婷 濠江中學 

15 20240 二等獎 韓錦玲 濠江中學 

16 20242 二等獎 李健明 濠江中學 

17 20269 二等獎 徐芷柔 濠江中學 

18 20277 二等獎 黃倩玲 菜農子弟學校 

19 20278 二等獎 潘卡莉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20 20284 二等獎 馬曉茵 濠江中學 

21 20292 二等獎 鄭君婷 教業中學 

22 20293 二等獎 陳少熔 鏡平學校(中學部) 

23 20295 二等獎 李明慧 濠江中學 

24 20316 二等獎 梁利儀 濠江中學 

25 20418 二等獎 龔凱瑩 菜農子弟學校 

26 20451 二等獎 譚寶儀 培華中學 

27 20516 二等獎 羅惠琪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28 20530 二等獎 楊穎琳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29 20532 二等獎 陳美莎 培華中學 

30 20567 二等獎 張子君 澳門坊眾學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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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組賽果 
 

序 參賽編號 獎項 姓名 學校 

31 20569 二等獎 洪愛惜 菜農子弟學校 

32 20570 二等獎 鄭漪琪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33 20573 二等獎 呂盈盈 教業中學 

34 20579 二等獎 曾可恩 聖保祿學校 

35 20584 二等獎 衛嘉琪 濠江中學 

36 20594 二等獎 張雅婷 濠江中學 

37 20639 二等獎 林穎欣 濠江中學 

38 20644 二等獎 梁綺晴 教業中學 

39 20686 二等獎 譚詩穎 濠江中學 

40 20688 二等獎 黃希瑜 澳門浸信中學 

41 20695 二等獎 詹梅芳 教業中學 

42 20696 二等獎 林建英 濠江中學 

43 20709 二等獎 余晶晶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44 20733 二等獎 雷家純 教業中學 

45 20756 二等獎 李燕清 同善堂中學 

46 20782 二等獎 任雅儀 教業中學 

47 20872 二等獎 柯玲琪 教業中學 

48 20878 二等獎 劉佩雯 澳門坊眾學校(中學部) 

49 20890 二等獎 高蔚雯 濠江中學 

50 20905 二等獎 李淑儀 濠江中學 

51 20921 二等獎 蘇芷琪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52 20929 二等獎 林凱茵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53 20932 二等獎 陳敏瑜 濠江中學 

54 20992 二等獎 葉泳詩 教業中學 

55 20996 二等獎 趙嘉怡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56 21042 二等獎 何英姿 濠江中學 

57 21100 二等獎 李倩怡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58 21110 二等獎 馮詠嘉 濠江中學 

59 21120 二等獎 麥泳琪 濠江中學 

60 21162 二等獎 李詠琪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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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組賽果 
 

序 參賽編號 獎項 姓名 學校 

61 21164 二等獎 王玲瑜 菜農子弟學校 

62 21194 二等獎 冼翠雯 教業中學 

63 21213 二等獎 陳鴻德 濠江中學 

64 21271 二等獎 許欣欣 嘉諾撒聖心中學 

65 21272 二等獎 黃玉儀 教業中學 

66 21288 二等獎 蘇婉儀 教業中學 

67 21289 二等獎 黃碧盈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68 21295 二等獎 梁恩銘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69 21302 二等獎 鄧穎茵 菜農子弟學校 

70 21303 二等獎 曾美莉 鏡平學校(中學部) 

71 21304 二等獎 李芷晴 教業中學 

72 21305 二等獎 李穎瑩 教業中學 

73 21318 二等獎 張詩慧 濠江中學 

74 21321 二等獎 鄭家恩 教業中學 

75 21323 二等獎 梁燊敏 教業中學 

76 21340 二等獎 陳穎琳 教業中學 

77 21418 二等獎 潘烯彤 教業中學 

78 21463 二等獎 黃鴻濤 教業中學 

79 21469 二等獎 陳詠怡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80 21475 二等獎 鄧佩欣 教業中學 

81 21476 二等獎 張芷晴 培華中學 

82 21498 二等獎 駱素欣 教業中學 

83 21519 二等獎 陳鑌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84 21564 二等獎 梁妙芳 教業中學 

 

序 參賽編號 獎項 姓名 學校 

1 20007 入選獎 甄桐 聖羅撒英文中學 

2 20016 入選獎 何慧萍 教業中學 

3 20023 入選獎 李碧琪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4 20033 入選獎 賀進營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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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組賽果 
 

序 參賽編號 獎項 姓名 學校 

5 20037 入選獎 陳婉婷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6 20038 入選獎 歐陽儀 培華中學 

7 20039 入選獎 蘇穎芝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8 20043 入選獎 江翠琪 教業中學 

9 20044 入選獎 譚淑儀 濠江中學 

10 20046 入選獎 梁芮琦 澳門氹仔坊眾學校 

11 20056 入選獎 王鳳婷 濠江中學 

12 20066 入選獎 羅詠欣 東南學校(中學部) 

13 20069 入選獎 周雪妍 濠江中學 

14 20070 入選獎 岑靜霖 濠江中學 

15 20072 入選獎 李靜兒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16 20073 入選獎 林敏雪 菜農子弟學校 

17 20095 入選獎 鄭奉尤 鏡平學校(中學部) 

18 20103 入選獎 楊曉纖 東南學校(中學部) 

19 20110 入選獎 黃嘉慧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20 20113 入選獎 林淑貞 菜農子弟學校 

21 20121 入選獎 陳雅靜 廣大中學 

22 20122 入選獎 林嘉慧 東南學校(中學部) 

23 20132 入選獎 陳曉斌 菜農子弟學校 

24 20138 入選獎 潘卓樺 教業中學 

25 20139 入選獎 盧怡珊 菜農子弟學校 

26 20140 入選獎 陳穎琛 澳門浸信中學 

27 20141 入選獎 張翠君 聖保祿學校 

28 20157 入選獎 雷傑淳 菜農子弟學校 

29 20163 入選獎 鄭文慧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30 20167 入選獎 李冰瑩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31 20171 入選獎 梁俐怡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32 20173 入選獎 陳明慧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33 20186 入選獎 梁穎琪 教業中學 

34 20187 入選獎 謝步青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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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參賽編號 獎項 姓名 學校 

35 20189 入選獎 黎玉儀 新華學校 

36 20192 入選獎 陳嘉妮 嶺南中學 

37 20196 入選獎 李㼆穎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38 20200 入選獎 阮頴彤 聖保祿學校 

39 20201 入選獎 吳子慧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40 20209 入選獎 陳美齡 濠江中學 

41 20210 入選獎 蔡潔怡 濠江中學 

42 20219 入選獎 曹靖雯 鏡平學校(中學部) 

43 20222 入選獎 陳巧賢 利瑪竇中學 

44 20226 入選獎 鄧曉瑩 教業中學 

45 20233 入選獎 馬梓林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46 20234 入選獎 林雅晴 濠江中學 

47 20236 入選獎 廖嘉榮 教業中學 

48 20248 入選獎 張美玲 教業中學 

49 20250 入選獎 杜曉君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50 20251 入選獎 巢詠妍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51 20253 入選獎 張婉儀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52 20262 入選獎 李楚兒 利瑪竇中學 

53 20266 入選獎 林恩慧 教業中學 

54 20268 入選獎 崔千樺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55 20272 入選獎 湯嘉盈 鏡平學校(中學部) 

56 20286 入選獎 張曉婷 菜農子弟學校 

57 20287 入選獎 辛懿德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58 20299 入選獎 梁佩玲 教業中學 

59 20302 入選獎 劉爾喬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60 20320 入選獎 關綺婷 教業中學 

61 20333 入選獎 楊賀程 鏡平學校(中學部) 

62 20342 入選獎 吳文思 教業中學 

63 20343 入選獎 鄭潔欣 濠江中學 

64 20351 入選獎 黎梓晴 澳門坊眾學校(中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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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參賽編號 獎項 姓名 學校 

65 20352 入選獎 王慧雯 鏡平學校(中學部) 

66 20355 入選獎 湯嘉慧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67 20364 入選獎 劉雪怡 濠江中學 

68 20366 入選獎 李健朗 粵華英文中學 

69 20367 入選獎 陳美詩 培華中學 

70 20368 入選獎 黃家琪 新華學校 

71 20372 入選獎 黃昕琪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72 20374 入選獎 李琛怡 廣大中學 

73 20375 入選獎 黎德華 教業中學 

74 20377 入選獎 余瑩瑩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75 20380 入選獎 李佩芬 菜農子弟學校 

76 20389 入選獎 梁淑鈞 濠江中學 

77 20391 入選獎  趙子倩 教業中學 

78 20392 入選獎 董欣權 廣大中學 

79 20395 入選獎 廖曉瑩 濠江中學 

80 20397 入選獎 韋玉儀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81 20398 入選獎 林美玉 濠江中學 

82 20400 入選獎 施錦堂 廣大中學 

83 20408 入選獎 羅卓瑩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84 20409 入選獎 吳本淳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85 20413 入選獎 李  彤 教業中學 

86 20421 入選獎 黎民豐 廣大中學 

87 20422 入選獎 黃美婷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88 20427 入選獎 彭梓雯 教業中學 

89 20431 入選獎 楊嘉瑩 濠江中學 

90 20442 入選獎 何殷婷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91 20446 入選獎 張咏琳 濠江中學 

92 20447 入選獎 楊子梅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93 20453 入選獎 溫莉婷 濠江中學 

94 20461 入選獎 黎詠賢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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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參賽編號 獎項 姓名 學校 

95 20462 入選獎 何芷晴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96 20464 入選獎 盧泳欣 教業中學 

97 20467 入選獎 謝詩韻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98 20472 入選獎 歐穎芊 濠江中學 

99 20473 入選獎 伍嘉琳 濠江中學 

100 20475 入選獎 吳越浩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101 20478 入選獎 盧建銘 濠江中學 

102 20479 入選獎 袁紫珊 濠江中學 

103 20483 入選獎 劉詠欣 教業中學 

104 20501 入選獎 林怡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105 20505 入選獎 陳曉青 教業中學 

106 20507 入選獎 施菲菲 鏡平學校(中學部) 

107 20509 入選獎 吳欣欣 鏡平學校(中學部) 

108 20512 入選獎 蔡珞妍 培華中學 

109 20529 入選獎 劉婉儀 濠江中學 

110 20531 入選獎 李詠茵 培華中學 

111 20533 入選獎 曾龍杰 澳門坊眾學校(中學部) 

112 20534 入選獎 張巧儀 教業中學 

113 20539 入選獎 黎穎思 鏡平學校(中學部) 

114 20544 入選獎 盧倩瑛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115 20545 入選獎 潘婉媚 教業中學 

116 20546 入選獎 曾結儀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117 20558 入選獎 劉志健 濠江中學 

118 20561 入選獎 袁穎欣 濠江中學 

119 20566 入選獎 梁巧怡 教業中學 

120 20583 入選獎 聶明鈺 教業中學 

121 20588 入選獎 方樂華 聖羅撒英文中學 

122 20592 入選獎 何嘉琳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123 20596 入選獎 梁嘉輝 教業中學 

124 20597 入選獎 余濼意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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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20601 入選獎 何柱傑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126 20604 入選獎 劉詩雅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127 20609 入選獎 盧國鋒 澳門氹仔坊眾學校 

128 20610 入選獎 羅詠達 粵華英文中學 

129 20612 入選獎 黃塋影 濠江中學 

130 20613 入選獎 張芷晴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131 20625 入選獎 吳思瑤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132 20628 入選獎 譚斯婷 教業中學 

133 20648 入選獎 郭凱怡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134 20655 入選獎 陳康寧 教業中學 

135 20665 入選獎 薛國章 澳門坊眾學校(中學部) 

136 20671 入選獎 黃潔瑩 培正中學 

137 20672 入選獎 冼詠妍 培道中學 

138 20673 入選獎 陸艶嵐 濠江中學 

139 20678 入選獎 黃敏婷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140 20682 入選獎 秦曉彤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141 20694 入選獎 吳詠妍 濠江中學 

142 20704 入選獎 王靜柔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143 20708 入選獎 黃凌珊 濠江中學 

144 20715 入選獎 黃秀勤 澳門培正中學 

145 20719 入選獎 陳紀桐 聖保祿學校 

146 20732 入選獎 黃倩兒 教業中學 

147 20750 入選獎 楊美儀 教業中學 

148 20751 入選獎 楊寶婷 濠江中學 

149 20755 入選獎 陳詩雅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150 20757 入選獎 鍾燕雲 高美士中葡中學 

151 20759 入選獎 潘曉雯 教業中學 

152 20762 入選獎 謝淑怡 濠江中學 

153 20772 入選獎 葉志豪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154 20773 入選獎 羅顏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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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組賽果 
 

序 參賽編號 獎項 姓名 學校 

155 20791 入選獎 葉鵬斌 鏡平學校(中學部) 

156 20806 入選獎 甘咏詩 濠江中學 

157 20807 入選獎 盧雪瑜 濠江中學 

158 20814 入選獎 鄺慧倫 教業中學 

159 20824 入選獎 黎鳳 新華學校 

160 20837 入選獎 郭立怡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161 20842 入選獎 梁淑梅 濠江中學 

162 20846 入選獎 林霖 濠江中學 

163 20854 入選獎 林美婷 同善堂中學 

164 20855 入選獎 游翠嫦 教業中學 

165 20861 入選獎 陳嘉慧 教業中學 

166 20863 入選獎 李施彤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167 20869 入選獎 黃傲君 培華中學 

168 20870 入選獎 羅志雯 東南學校(中學部) 

169 20873 入選獎 盧嘉媛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170 20885 入選獎 陳樂禧 教業中學 

171 20887 入選獎 李文慈 澳門坊眾學校(中學部) 

172 20895 入選獎 孔寶瑜 教業中學 

173 20904 入選獎 黃靖 濠江中學 

174 20909 入選獎 蕭淑如 濠江中學 

175 20920 入選獎 鍾秋楠 濠江中學 

176 20931 入選獎 盧凱琳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177 20946 入選獎 何佩斯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178 20961 入選獎 何欣琪 教業中學 

179 20965 入選獎 林玉茵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180 20981 入選獎 關慧淳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181 20984 入選獎 鄭倩桐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182 20985 入選獎 郭杏琼 菜農子弟學校 

183 20988 入選獎 李琳琳 澳門坊眾學校(中學部) 

184 20993 入選獎 徐樂融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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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20997 入選獎 符詠欣 濠江中學 

186 21004 入選獎 黃曦瑜 濠江中學 

187 21026 入選獎 鄺佩儀 濠江中學 

188 21030 入選獎 林志艷 澳門坊眾學校(中學部) 

189 21034 入選獎 林建明 教業中學 

190 21035 入選獎 劉嘉玲 教業中學 

191 21051 入選獎 葉惠文 濠江中學 

192 21053 入選獎 鄭妮 菜農子弟學校 

193 21063 入選獎 劉蕙汶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194 21068 入選獎 冼慧琳 濠江中學 

195 21089 入選獎 陳鎂嫻 新華學校 

196 21092 入選獎 賴敖敏 教業中學 

197 21098 入選獎 楊詩敏 濠江中學 

198 21099 入選獎 甘雪儀 鏡平學校(中學部) 

199 21105 入選獎 何詠霖 濠江中學 

200 21111 入選獎 江景滔 濠江中學 

201 21122 入選獎 馮佩欣 濠江中學 

202 21124 入選獎 伍圃嫻 澳門培正中學 

203 21126 入選獎 歐浩程 濠江中學 

204 21127 入選獎 沈慧欣 濠江中學 

205 21130 入選獎 陳曉瑩 濠江中學 

206 21133 入選獎 張靖偉 嶺南中學 

207 21134 入選獎 王琳鑫 菜農子弟學校 

208 21136 入選獎 梁思朗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209 21139 入選獎 譚碧怡 教業中學 

210 21141 入選獎 伍鈺源 聖羅撒英文中學 

211 21146 入選獎 張淑敏 濠江中學 

212 21157 入選獎 李文裕 教業中學 

213 21174 入選獎 霍杞茵 濠江中學 

214 21180 入選獎 陳錦婷 鏡平學校(中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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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21196 入選獎 鄭佩敏 濠江中學 

216 21198 入選獎 劉金秀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217 21200 入選獎 譚家雯 教業中學 

218 21202 入選獎 胡明暉 教業中學 

219 21207 入選獎 古佩君 濠江中學 

220 21208 入選獎 洪盈盈 新華學校 

221 21209 入選獎 盧嘉燕 澳門浸信中學 

222 21214 入選獎 袁嘉怡 教業中學 

223 21217 入選獎 李思樺 濠江中學 

224 21239 入選獎 林雅穎 教業中學 

225 21252 入選獎 陳詠琪 培華中學 

226 21255 入選獎 招麗瑩 濠江中學 

227 21265 入選獎 黃艷萍 教業中學 

228 21276 入選獎 許嘉欣 濠江中學 

229 21278 入選獎 譚沅婷 聖羅撒英文中學 

230 21285 入選獎 陳瑜玥 東南學校(中學部) 

231 21286 入選獎 鄒兆康 濠江中學 

232 21312 入選獎 黃志萍 教業中學 

233 21325 入選獎 陳衍燊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234 21332 入選獎 關  杰 教業中學 

235 21341 入選獎 林梓晴 教業中學 

236 21343 入選獎 張倩桐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237 21345 入選獎 高芊蕙 海星中學 

238 21349 入選獎 吳俊鴻 鏡平學校(中學部) 

239 21356 入選獎 蔡子晴 嘉諾撒聖心中學 

240 21360 入選獎 盧偉君 濠江中學 

241 21369 入選獎 盧俊傑 濠江中學 

242 21374 入選獎 歐陽月珊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243 21377 入選獎 歐陽綺雯 利瑪竇中學 

244 21380 入選獎 施朗文 教業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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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21389 入選獎 鐘瑩瑩 濠江中學 

246 21410 入選獎 關泳愉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247 21421 入選獎 潘麗冰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248 21426 入選獎 葉嘉儀 廣大中學 

249 21429 入選獎 曹婉琪 聖保祿學校 

250 21432 入選獎 伍淑賢 教業中學 

251 21438 入選獎 陳泳峰 教業中學 

252 21445 入選獎 郭家碧 海星中學 

253 21450 入選獎 余梓瑩 東南學校(中學部) 

254 21452 入選獎 杜千姿 教業中學 

255 21457 入選獎 譚嘉敏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256 21458 入選獎 王詩琳 教業中學 

257 21464 入選獎 黃敏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258 21465 入選獎 陳小芳 教業中學 

259 21466 入選獎 吳愷筠 教業中學 

260 21468 入選獎 鄭雅倩 菜農子弟學校 

261 21470 入選獎 梁玉儀 培華中學 

262 21471 入選獎 吳軍彥 教業中學 

263 21481 入選獎 甘梓君 教業中學 

264 21511 入選獎 黃曉燕 澳門坊眾學校(中學部) 

265 21513 入選獎 周慧琳 教業中學 

266 21528 入選獎 林靜 嘉諾撒聖心中學 

267 21533 入選獎 陳嘉堯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268 21537 入選獎 劉永焯 教業中學 

269 21543 入選獎 何雅婷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270 21547 入選獎 龍穎儀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271 21548 入選獎 吳芷晴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272 21552 入選獎 黃田欣  培華中學 

273 21556 入選獎 徐子穎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274 21560 入選獎 張麗儀 教業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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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 21565 入選獎 陳惠婷 鏡平學校(中學部) 

276 21567 入選獎 李淑賢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277 21572 入選獎 庄卓峰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278 21573 入選獎 劉家宜 聖保祿學校 

279 21574 入選獎 李芷盈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280 21576 入選獎 李家琪 澳門氹仔坊眾學校 

281 21584 入選獎 程月怡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282 21586 入選獎 吳國森 教業中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