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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屆全澳學生毛筆書法比賽

獲獎名單
小學臨帖組

（名單按參賽編號排列）

獎項 參賽編號 姓名 學校

特優奬 10007 譚浩杰 海暉學校

特優奬 10036 黃筠富 教業中學

特優獎 10086 胡啓邦 同善堂中學

特優獎 10203 曾華烽 海暉學校

獎項 參賽編號 姓名 學校
一等獎 10012 張凱琳 菜農子弟學校
一等獎 10053 冼永悅 勞校中學附屬小學
一等獎 10056 林芷唏 勞校中學附屬小學
一等獎 10069 陳嘯諾 教業中學
一等獎 10100 廖心怡 同善堂中學
一等獎 10159 吳智暉 海暉學校
一笞

寸呵云寺 10185 麥煒婷 海暉學校
一等獎 10209 許子淇 海暉學校
一等獎 10232 謝明而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一等獎 10240 張予晴 教業中學
一等獎 10318 黃沛渝 鏡平學校（小學部）
一等獎 10354 劉嘉琪 海暉學校
一等獎 10382 林槿瑩 勞校中學附屬小學
一等奬 10391 馮棨頌 同善堂中學

獎項 參賽編號 姓名 學校
二等獎 10031 梁鑫妮 海暉學校
二等獎 10039 林寶晴 海暉學校
二等奬 10076 馮靖文 海暉學校
二等獎 10087 何穎芝 勞校中學附屬小學
二等獎 10089 施欣彤 教業中學 / 

,

二等獎 10113 蔣齡玉
「�「L-

二等奬 10116 鄧紫竹

坊眾學校（小    部）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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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獎 10118 賴穎欣
二等獎 10122 林子峰
二等獎 10125 周鴻坤
二等獎 10127 季米緹
二等獎 10130 戴安妮
二等獎 10135 林家齊
二等獎 10147 盧翊喬
二等獎 10154 謝俊景
二等獎 10174 林沅蔓
二等獎 10216 許竣豪
二等獎． 10227 呂慧琳
二等獎 10271 許俊鐓
二等獎 10289 吳銘樂
二等獎 10302 陳子謙
二等奬 10304 張煊若
二等獎 10310 呂藝琳
二等獎 10321 蔡泳姿
二等獎 10369 關心月
二等獎 10419 李慧怡
二等獎 10423 陳詠熙
二等獎 10455 黃茵裕
二等獎 10467 陳浩霖

獎項 參賽編號 姓名 學校
人選獎 10003 梁廣豪 澳門浸信中學小學部
人選獎 10009 危忻賞 教業中學
人選獎 10011 黃君晞 鏡平學校（小學部）
人選獎 10014 郭浩然 海暉學校
人選獎 10015 唐一鑫 勞校中學附屬小學
人選獎 10017 趙梓晴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入選獎 10023 梁家芳 澳門中德學校
人選獎 10026 歐慧妍 勞校中學附屬小學
人選獎 10027 劉倚靜 澳門沙梨頭坊眾學校
人選獎 10029 古碧怡 同善堂中學
入選獎 10030 林琳 澳鬥中德學校 -�

人選獎 10034 施博文 同善堂中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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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海暉學校
海暉學校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海暉學校
鏡平學校（小學部）

海暉學校
同善堂中學
海暉學校
海暉學校

勞校中學附屬小學
澳門沙梨頭坊

眾學校教業中學
海暉學校

勞校中學附屬小學
海暉學校

同善堂中學
同善堂中學

     坊眾學校(小幼部)

坊眾學校(小幼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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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選獎 10037 趙家謙
人選獎 10058 林婉文
人選獎 10068 王嘉耀
人選獎 10070 吳珥彤
人選獎 10078 陳彥澄
入選奬 10083 康雨曦
人選獎 10085 趙韻柔
入選獎 10092 陳金宜
人選獎 10097 譚淑柔
人選奬 10099 楊綺凌
人選獎 10106 蔡綺恩
人選獎 10107 黃庭山
人選獎 10109 譚君豪
入選獎 10112 林晏如
人撰獎 10124 林懿
人選獎 10128 袁楚喬
人選獎 10132 謝啓騰
人選獎 10137 王思寧
入選獎 10143 陳嘉晴
入選獎 10149 李語晴
人選獎 10164 彭晞桐
人選獎 10169 麥穎芯
人選獎 10173 郭曉琳
入選獎 10186 李志豪
人選奬 10188 蔣天翔
人選獎 10190 鄭焯林
人選獎 10197 楊賀然
人選獎 10207 潘逸晴
人選獎 10208 蘇子喬
入選奬 10214 何泳琳
人選獎 10215 李岱霖
人選獎 10217 林惠怡
人選獎 10221 關韻姿
人選獎 10225 賴楚丹
人選獎 10229 鄭晾安

同善堂中學
同善堂中學

鏡平學校（小學部） 
同善堂中學

勞校中學附屬小學 
海暉學校
海暉學校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教業中學

澳門叩恩學校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鏡平學校（小學部）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教業中學
澳門聖德蘭    校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鏡

平學校（小學部）
澳門沙梨頭坊眾學校 

教業中學
海暉學校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海暉學校
教業中學

菜農子弟學校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婦聯學校
同善堂中學
同善堂中學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勞校中學附屬小學
澳門浸信中學小學部 

｀

人選獎 10246 甘浩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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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眾學校(小幼部)

坊眾學校(小幼部)

坊眾學校(小幼部)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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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選獎 10253 黃芷珊 教業中學
人選獎 10256 張博琳 教業中學
人選獎 10274 伍嘉明 澳門叩愍學校
人選獎 10286 袁嘉瑤 澳門沙梨頭坊眾學校
人選獎 10288 陳靖希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人選獎 10292 黃芷晴 勞校中學附屬小學
人選獎 10294 梁天愛 海暉學校
人選獎 10306 黎紫晴 東南學校
人選獎 10308 梁斯涵 教業中學
人選奬 10315 曾彩菱 菜農子弟學校
人選獎 10319 林可馨 菜農子弟學校
人選獎 10320 孫培曦 廣大中學（分教處）
人選獎 10323 周卓楠 同善堂中學
人選獎 10329 林永杰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人選獎 10338 張鴻博 海暉學校
人選獎 10340 劉佳怡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人選獎 10357 羅婿翹 勞校中學附屬小學
入選獎 10364 黎美娟 同善堂中學
人選獎 10372 蘇健朗 同善堂中學
人選獎 10377 羅沛詩 婦聯學校
人選奬 10380 LUO LI XIN TONG 澳鬥中德學校
入選獎 10384 李心倪 廣大中學（分教處）
入選獎 10392 陳思滔
入選獎 10403 胡衍芝
人選獎 10405 蔡嘉馨

坊眾學校 
坊眾學校 
       海暉學校

人選獎 10406 張銘揚 同善堂中學
人選獎 10407 施嘉琳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人選奬 10409 李嘉兒 海暉學校
人選獎 10411 戴子鴻 海暉學校
人選奬 10418 莊淑婷 勞校中學附屬小學
人選獎 10421 歐凱寧 澳門中德學校
入選獎 10425 許鵬彬 同善堂中學
人選獎 10426 洪子茵 澳門浸信中學小學部
人選獎 10428 黃銘渝 婦聯學校
人選奬 10430 黃欣喜 同善堂中學 ,.--< 

f-;t1,,..

人選獎 10435 馬泳琳 海暉學校 ·1/ I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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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幼部)

(小幼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