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 

慶祝澳門學聯成立六十五周年暨 第三十四屆全澳

學生毛筆書法推廣活動—全澳學生毛筆書法比賽 
比賽結果 

 

小學臨帖組 

      

序

號 
組別 獎項 

參賽編

號 
姓名 學校 

1 小學臨帖組 特優獎 100188 袁端霞 菜農子弟學校 

2 小學臨帖組 特優獎 100004 周靜寧 勞工子弟學校(小學部) 

      

序

號 
組別 獎項 

參賽編

號 
姓名 學校 

1 小學臨帖組 一等獎 100268 陳鑫慧 菜農子弟學校 

2 小學臨帖組 一等獎 100219 吳雅莉 海暉學校 

3 小學臨帖組 一等獎 100134 吳詠琳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4 小學臨帖組 一等獎 100032 張偉鴻 海暉學校 

5 小學臨帖組 一等獎 100176 梁銘儀 澳門坊眾學校 

6 小學臨帖組 一等獎 100146 鄭芷茵 同善堂中學(日校) 

7 小學臨帖組 一等獎 100081 何思遠 海暉學校 

8 小學臨帖組 一等獎 100180 黃健怡 海暉學校 

      

序

號 
組別 獎項 

參賽編

號 
姓名 學校 

1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0246 蔡泳恩 同善堂中學(日校) 

2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0044 謝嘉茵 海暉學校 

3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0075 李美雪 海暉學校 

4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0025 鄔秉和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5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0199 鍾泳茵 海暉學校 

6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0046 區珮琦 勞工子弟學校(小學部) 

7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0107 卓岳龍 澳門國際學校 

8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0228 邵淑媛 海暉學校 



9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0287 李梓鑫 海暉學校 

10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0254 張咏芝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11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0076 陳安茵 海暉學校 

12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0290 陳紫恩 澳門坊眾學校 

13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0234 蔡尚均 海暉學校 

14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0061 李永實 海暉學校 

15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0102 周靜蕾 海暉學校 

16 小學臨帖組 二等獎 100217 尤嘉雯 勞工子弟學校(小學部) 

      

序

號 
組別 獎項 

參賽編

號 
姓名 學校 

1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127 趙咏茵 海暉學校 

2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143 陳韻萍 同善堂中學(日校) 

3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030 吳卓熹 教業中學 (分校) 

4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173 高文飛 海暉學校 

5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233 郭蔚淇 澳門中德學校 

6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213 陳志偉 菜農子弟學校 

7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065 麥令欣 婦聯學校 

8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053 馮啟民 同善堂中學(日校) 

9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168 朱鈺婷 海暉學校 

10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036 宋佩珈 海暉學校 

11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067 李子彥 海暉學校 

12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152 林曉娟 海暉學校 

13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006 翁心怡 澳門中德學校 

14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207 林綺鏵 同善堂中學(日校) 

15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183 甄澄宇 勞工子弟學校(小學部) 

16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166 何嘉琳 海暉學校 

17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273 呂俊瑋 勞工子弟學校(小學部) 

18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144 王佳榕 海暉學校 

19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022 漢穎琪 澳門坊眾學校 

20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026 葉文瑋 菜農子弟學校 

21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157 雷燕珊 同善堂中學(日校) 

22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062 姚立弘 婦聯學校 

23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190 林俊熙 蓮峰普濟學校 

24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077 黃小漪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25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224 尤樂怡 廣大中學(分校) 

26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117 吳紫燕 勞工子弟學校(小學部) 

27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055 盧銘心 菜農子弟學校 

28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052 王淦 澳門坊眾學校 

29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227 林子憲 同善堂中學(日校) 

30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092 施栢賢 菜農子弟學校 

31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245 黃文雅 海暉學校 

32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091 蕭子瑤 勞工子弟學校(小學部) 

33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048 施梓媛 菜農子弟學校 

34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292 黃敏詩 澳門坊眾學校 

35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009 林佳穎 廣大中學(分校) 

36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149 桯煥霖 海暉學校 

37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095 梁寶儀 海暉學校 

38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098 沓敏琦 教業中學 (分校) 

39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017 蘇曼華 教業中學 (分校) 

40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206 林志祥 澳門坊眾學校 

41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125 許佳俊 海暉學校 

42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212 梁美琪 澳門坊眾學校 

43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082 麥惠敏 海暉學校 

44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089 劉瑞瑩 勞工子弟學校(小學部) 

45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116 鄭懿寶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46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198 何欣欣 教業中學 (分校) 

47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018 吳浩源 海暉學校 

48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015 馮熙洛 勞工子弟學校(小學部) 

49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200 姚姿廷 菜農子弟學校 

50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003 洪鍶儀 菜農子弟學校 

51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047 莫嘉琰 勞工子弟學校(小學部) 

52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069 王柔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分校) 

53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096 顏嘉俊 菜農子弟學校 

54 小學臨帖組 入選獎 100120 鄧渝樺 澳門坊眾學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