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署 馬黑祐居民聯誼會-青年協會聯合主辦
2021“漫步澳門街”第二十六屆青少年學生書法比賽
本次活動參加報名的學生有 1428 人，參與學校 46 間，得獎學生一共 615 人
（特優 15 人、一等 30 人、二等 70 人、入選 500 人）
以下是“漫步澳門街”第二十六屆青少年學生書法比賽五個組別之特優、一等、二等
及入選獎的得獎名單。
公開組 : 特優:
一等:
二等:
入選:

李子珊(澳大)
陳卓妤(聖羅撒)
梁瑋欣(勞校) 黃曦瑜(澳大)
梁彥(同善堂) 梁詠茹(同善堂) 鄭曉穎(澳大) 司徒諾瑤(澳大)

高中組 : 特優: 關星陸(濠江) 柯藍琪(教業)
一等: 鄭懿寶(濠江) 衛豪軒(濠江)
二等: 梁曉晴(濠江) 吳鈺儀(濠江)
謝婉玲(坊眾) 盧惟諾(坊眾)
明紫丹(教業) 黃淑貞(教業)

余嘉琪(濠江) 崔敏芝(同善堂) 袁曉彤(同善堂)
林楚喬(濠江) 鄭文彥(濠江) 江慧琳(濠江)
曾靜怡(教業) 張慧均(教業) 古樂熙(教業)
周嘉欣(同善堂)張雅穎(同善堂)

入選: 周雅琦(濠江) 蘇曉琳(濠江) 鍾媛春(濠江) 羅仲瑜(濠江)
區彥瑜(濠江) 黃寶琳(濠江) 梁家欣(濠江) 李欣彤(濠江)
李沛靈(濠江) 巫怡霖(濠江) 源紫霞(濠江) 馮俊文(濠江)
鄭穎妮(濠江) 陸 櫻 (濠江) 陳焯楠(培正) 高健豪(坊眾)
漢穎琪(坊眾) 鄧渝樺(坊眾) 馮譯蔚(聖保祿)張心瑜(勞校)
李君愛(勞校) 鄭傲軒(勞校) 程宏欣(勞校) 林紀君(勞校)
何靜翹(勞校) 陳綺琦(勞校) 袁莉雅(勞校) 鄧洋洋(勞校)
戴立德(勞校) 歐俊麗(勞校) 曾 妙 (新華) 黎心瑤(新華)
林沛輝(海星) 林敏儀(勞校) 何淑穎(聖若瑟)陳映琳(菜農)
胡艷霞(菜農) 李雅清(菜農) 凌嘉穎(菜農) 譚穗冰(浸信)
洪瑩瑩(鏡平) 馮灝盈(聖羅撒)黃子龍(教業) 馮凱琪(教業)
吳芸曦(教業) 周譯之(教業) 程麗珍(教業) 黃婉虹(教業)
吳卓熹(教業) 彭詠茵(教業) 沓敏琦(教業) 龔慧怡(同善堂)
梁雅晴(同善堂)蘇思琳(同善堂)王文靜(同善堂)黎欣桐(同善堂)
劉子慧(蔡高) 林盈伊(濠英) 鄧善之(濠英) 薛雅文(濠英)

朱韻琳(濠江)
劉可欣(濠江)
董芷琪(濠江)
葉嘉琪(坊眾)
何雯怡(勞校)
吳芷瑩(勞校)
鍾旻騫(勞校)
胡雅琪(聖若瑟)
盧銘心(菜農)
程煥霖(鏡平)
蔡若晴(教業)
李文君(教業)
高靜淇(同善堂)
黃善慈(同善堂)

初中組： 特優：梁美華(坊眾) 林沛誼(聖羅撒)楊潼熙(化地瑪)黃倩雯(同善堂)
一等：陳依晴(坊眾) 凌雲(新華)
馮宇軒(慈幼) 胡逸豐(粵華)
施婷(教業)
蔡曉婷(教業) 甘婉薇(同善堂)鄭語涵(濠英)
二等：王思琦(濠江) 鄭家雯(濠江) 陳嘉雯(濠江) 洪咏恩(濠江)
梁芷晴(勞校) 陳敬文(勞校) 陳鴻銘(新華) 張 正(培正)
袁瑞容(菜農) 冼芷晴(教業) 馮恩潼(教業) 張嘉莉(教業)
李燕英(教業) 黃穎嵐(教業) 戴詩錡(教業) 招子聰(教業)
陳敏嘉(同善堂)
入選：陳美澄(濠江) 朱寶瑩(濠江) 許雲詩(濠江) 林鈺翔(濠江)
吳鈺(濠江)
賴曉敏(濠江) 梁惠怡(濠江) 任卓瑜(濠江)
唐海敏(濠江) 陳韶君(濠江) 黃靜雯(濠江) 黃詩韻(濠江)
吳詩婷(濠江) 吳翠瑩(濠江) 陳韵霖(濠江) 鄭嘉怡(濠江)

黃文慧(同善堂)
譚鎵雯(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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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凱寧(勞校)
譚靜喬(廣大)
陳慧欣(教業)
呂智輝(同善堂)
林鈺淳(濠江)
黃泳妍(濠江)
吳詠欣(濠江)
曾建文(濠江)

蔣顏琪(濠江) 馮若曦(濠江) 葉凱瑩(濠江) 廖鑫瑜(濠江)
林心瑜(濠江) 朱詠錡(濠江) 趙必麗(濠江) 梁倩瑜(濠江)
沈芳鎔(濠江) 高雅婧(濠江) 區卓琪(濠江) 林培淑(濠江)

黃曼茜(濠江)
李楚潼(濠江)
何佩茹(濠江)

蕭倩雯(濠江) 譚語嫣(濠江) 鄧沛霖(濠江) 梁曉迪(培正)
袁慧欣(坊眾) 陳穎(坊眾)
梁楚瑩(坊眾) 曾子倩(坊眾)
胡梓羲(坊眾) 許銘浠(坊眾) 許穎琦(坊眾) 鄭怡玲(勞校)
梁家臻(勞校) 曾煒迪(勞校) 鄭佳華(勞校) 吳穎兒(勞校)
馮曉瑜(勞校) 魏子晴(勞校) 黃杏怡(勞校) 郭凱澄(勞校)
劉嘉怡(勞校) 陳雅詩(勞校) 唐希婷(勞校) 王文雅(勞校)
吳佳浠(勞校) 區珮珧(勞校) 陳曉柔(勞校) 梁穎琳(勞校)
羅紫桐(新華) 黃央聖(新華) 梁晁聰(新華) 吳雄健(新華)
廖浩朗(新華) 官婉怡(聖若瑟)陳鈞蕙(培正) 麥詠喬(永援)
李善瑜(廣大) 甘 悅 (廣大) 陳小冰(鏡平) 洪凱思(鏡平)
唐穎茵(菜農) 黃雅詠(菜農) 呂思雅(菜農) 黃子桐(菜農)
許家源(菜農) 蔡雅菱(菜農) 鄧嘉怡(化地瑪)蕭雅雯(化地瑪)
凌卓晴(化地瑪)唐晴兒(化地瑪)毛曉桐(化地瑪)陳寶琳(化地瑪)
陳嘉欣(化地瑪)曾婧旖(化地瑪)陳蘋欣(教業) 李家美(教業)
吳海琳(教業) 郭泳琳(教業) 羅倩斯(教業) 林若菡(教業)
鄭嘉璇(教業) 胡嘉怡(教業) 任梓怡(教業) 潘紀欣(教業)
陳思淇(教業) 伍詠妍(教業) 潘希文(教業) 梁嘉怡(教業)
洪靖晞(教業) 黃善遙(教業) 陳蘊蕊(教業) 曾慶柏(教業)
梁妙雪(教業) 羅思琪(教業) 李曉晴(教業) 何碧霞(教業)
馮楚莉(教業) 薛詠琪(教業) 關盈盈(教業) 黃文軒(教業)
鄭子浩(中葡) 周思文(蔡高) 鄭美欣(蔡高) 黃 欣 (蔡高)
朱穎彤(同善堂)吳曉彤(同善堂)陳倩薇(同善堂)張詠恩(同善堂)
梁曉泳(同善堂)吳樂思(同善堂)程采妍(同善堂)黃智雯(同善堂)
黃嘉敏(同善堂)劉碩盈(同善堂)李泳澄(同善堂)李倬藍(同善堂)
關蓓蒽(同善堂)麥茜雯(同善堂)蘇智慧(同善堂)陳唯霆(濠英)
梁嘉晴(濠英) 劉恩羽(濠英) 譚伯賢(濠英) 譚倩婷(濠英)

馬綺琳(坊眾)
楊梓銘(坊眾)
何李欣(勞校)
黃永興(勞校)
馮嘉怡(勞校)
覃寶嵐(勞校)
歐浚婷(勞校)
林穎茹(新華)
巫麗淇(廣大)
陳 奈 (菜農)
陳慧敏(菜農)
黃詩瑤(化地瑪)
葉嘉怡(化地瑪)
譚希童(教業)
溫雨萱(教業)
梁梓咏(教業)
王楷雯(教業)
呂凱婷(教業)
麥梓聰(教業)
蔡睿琳(教業)
麥盈盈(同善堂)
李曉琳(同善堂)
黃巧嬅(同善堂)
葉穎欣(同善堂)
鄧詠之(濠英)

高小組：特優：何咏娟(蔡高) 司徒杰釗(海暉)江美龄(沙坊) 梁佩琪(沙坊)
一等：鄧紫竹(濠江) 周希望(海暉) 周鑫澤(海暉) 尹 泉 (教業)
譚明意(勞校) 廖淑君(教業) 危俊光(教業) 江曉琳(教業)
二等：陳芷晴(聖保祿)黃聖楹(聖保祿)許倩潼(聖保祿)詹曉淇(蔡高)
李家慧(蔡高) 鄭穎晴(蔡高) 黃詩瑤(蔡高) 羅 靈 (海暉)
戴安妮(海暉) 姚念欣(新華) 蔡梓怡(新華) 蕭子軒(勞校)
李嘉恩(勞校) 陳康祺(同善堂)鄧芷浠(同善堂)任俊逸(教業)
李盈軒(濠英) 區悅悠(濠英)
入選：黃予靖(聖保祿)陳憶卉(聖保祿)朱偉俊(聖保祿)陳芷瀅(聖保祿)
梁穎兒(聖保祿)鄭卓甯(聖保祿)李穎殷(鏡平) 侯家怡(鏡平)
梁翠妍(鏡平) 古子恩(鏡平) 張穎珺(蔡高) 洪慧淇(蔡高)
徐文莉(蔡高) 李潔芳(蔡高) 梁裕童(蔡高) 周 嵐 (蔡高)
陳嘉怡(蔡高) 陳凱藍(聖家) 潘霆軒(聖家) 梁心瀠(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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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穎恩(教業)
黃凱璇(中德)
馮曉瞳(教業)
何榆雯(蔡高)
黃嘉怡(海暉）
何梓萱(勞校)
張景宇(坊眾)
梁琬貽(聖保祿)
黃歈琋(鏡平)
黃柏廉(蔡高)
余嘉煒(蔡高)
洪偉琳(聖家)

陸樂瑩(聖家) 陳宇俊(鮑思高)李俊霆(鮑思高)湯煒堃(鮑思高)
張雋騏(鮑思高)黃奕翰(鮑思高)黃浚銘(鮑思高)黃琰壹(鮑思高)
梁藝昕(濠江) 陳靖希(濠江) 趙梓晴(濠江) 黃翠柔(濠江)
余曉琳(濠江) 鄭子喬(濠江) 盧翊喬(濠江) 賴欣鑫(海暉)
吳銘樂(海暉) 潘靜瑤(海暉) 梁嘉琪(海暉) 張可蕊(海暉)
王咏莉(海暉) 張鴻博(海暉) 蕭恩怡(海暉) 吳詠琳(海暉)
梁天愛(海暉) 趙韻柔(海暉) 陸華冰(廣大) 李心倪(廣大)
蘇芊勻(廣大) 黃鑫煒(廣大) 洪泳茵(聖羅撒)李語晴(沙坊)
陳貞羽(沙坊) 郭曉慧(沙坊) 陳雯婷(化地瑪)廖雯莉(化地瑪)
謝卓殷(利瑪竇)黃圳玥(新華) 鄧心盈(新華) 曹欣然(新華)
林穎嘉(新華) 何卓盈(新華) 黃韻薇(教業) 馮可尚(教業)
黃紫晴(教業) 蔣麗萍(教業) 劉婉淇(教業) 譚㴓琪(教業)
陳予希(教業) 林芝羽(教業) 朱 玥 (教業) 朱 謙 (教業)
高悅涵(教業) 張博琳(教業) 黃筠富(教業) 鄭富賢(教業)
彭昕桐(教業) 吳家敏(中德) 吳曉陽(中德) 陳芷翎(中德)
高曉莉(中德) 歐凱寧(中德) 蔡鈺潼(中德) 吳昕瑜(勞校)
關芷晴(勞校) 林芷妍(勞校) 周政楠(勞校) 李卓謙(勞校)
康雨曦(勞校) 關心月(勞校) 李文俊(菜農) 曾珈琳(菜農)
趙嘉欣(菜農) 林棟沛(菜農) 吳姚欣(菜農) 劉怡琳(菜農)
陳思琳(菜農) 劉鈺馨(菜農) 林子淇(菜農) 盧杏怡(菜農)
蔡芷昕(菜農) 何嘉恩(浸信) 謝 寶 (浸信) 蔡嘉嘉(浸信)
伍昊宇(同善堂)陳曉琳(同善堂)黃茵裕(同善堂)謝勵瑩(同善堂)
呂慧琳(同善堂)翁凱瀅(同善堂)林婉文(同善堂)戴奕星(同善堂)
袁健堯(同善堂)周梓謙(同善堂)彭紫茵(同善堂)吳杏瑜(同善堂)
蔡嘉詠(同善堂)葉浩哲(教業) 梁煒樂(教業) 廖寶兒(教業)
黃芷珊(教業) 譚穎妍(教業) 劉婉琪(教業) 高穎欣(教業)
黃濂桉(教業) 伍梓僑(東南) 曹凱楹(東南) 黎紫晴(東南)
何穎詩(坊眾) 邢菁揚(坊眾) 陳 靖 (坊眾) 劉鈺兒(坊眾)
張曦琳(坊眾) 施樂怡(坊眾) 胡衍芝(坊眾) 陸嘉堯(濠英)
李凱雯(濠英) 吳嘉芙(濠英)
初小組：特優：楊賀然(濠江) 梁洛僖(教業)
一等：譚淑柔(濠江) 黃庭山(濠江) 林曉玥(濠江)
二等：黃嘉豪(濠江) 鮑沅沅(濠江) 陳豈怡(濠江)
鍾可晴(新華) 趙嘉盈(新華) 王珊琳(新華)
王曉恩(教業)
入選：黃烜儀(聖保祿)李嘉怡(聖保祿)林沅蔓(鏡平)
馮心瑤(德明) 曹嘉慧(濠江) 曾芷祺(濠江)
林燕丹(濠江) 梁永源(濠江) 潘穎賢(濠江)
陳芯怡(濠江) 楊沅橋(濠江) 余曉澄(濠江)
唐 璐 (濠江) 馮峻瑋(濠江) 阮子淇(濠江)
鄭志誠(濠江) 史欣平(濠江) 梁鑫妮(海暉)
梁穎怡(海暉) 麥煒婷(海暉) 許竣豪(海暉)
歐子曦(海暉) 盧欣彤(海暉) 古凱富(海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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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程軒(鮑思高)
歐陽溱(濠江)
廖樂愉(濠江)
方星懿(海暉)
楊頌琦(海暉)
蔡嘉馨(海暉)
林紫柔(廣大)
梁靖林(沙坊)
蔡佩茹(化地瑪)
陳建棋(新華)
李玥蒨(教業)
洪子喬(教業)
廖曉彤(教業)
嚴家煜(教業)
鄭慧鈺(中德)
許坤悅(勞校)
朱彥瑤(勞校)
黃紫盈(菜農)
陳雅妍(菜農)
黃寶怡(菜農)
黃榮俊(浸信)
許鵬彬(同善堂)
張思慧(同善堂)
何曉彤(同善堂)
潘彩琦(教業)
黃志恆(教業)
甘灝聰(東南)
周鴻坤(坊眾)
關昊霖(濠英)

曾若蘭(新華) 歐慧妍(勞校)
麥穎芯(海暉) 馮鎧琳(海暉)
李世衡(同善堂) 劉芷晴(教業)
溫芷悠(蔡高)
潘正傑(濠江)
許鈺嬋(濠江)
柳浩軒(濠江)
張雅研(濠江)
郭浩然(海暉)
李斯敏(海暉)
陳 妍 (海暉)

連靜怡(蔡高)
潘正賢(濠江)
阮琳越(濠江)
黃康恩(濠江)
陳心怡(濠江)
葉曉琳(海暉)
陳芷琳(海暉)
孫培曦(廣大)

吳其諾(廣大) 梁仲庭(廣大) 張法儒(廣大) 劉家君(廣大)
陳嘉玥(化地瑪)陳嘉慧(化地瑪)張安琪(利瑪竇)梁健樟(利瑪竇)
王 玥 (新華) 洪珮嵐(新華) 余雅怡(新華) 區馨霏(新華)
陸紫晴(教業) 劉嘉一(教業) 楊綺凌(教業) 楊綺菁(教業)
梁藹澄(勞校) 周紫晴(勞校) 冼永悅(勞校) 黃婉婷(勞校)
張煜承(菜農) 蔡芷淇(菜農) 劉浠彤(菜農) 黃悅美(菜農)
鄭焯林(菜農) 陳心怡(菜農) 方紫琪(菜農) 蔡渝幸(浸信)
關梓茵(同善堂)胡啟邦(同善堂)蘇子喬(同善堂)蕭苑婷(同善堂)
江震東(教業) 甘健銘(教業) 施欣彤(教業) 鍾嘉雯(教業)
武浩軒(坊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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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 依 (化地瑪)
黃俐雅(利瑪竇)
陳燕燕(新華）
盧家裕(教業)
林槿瑩(勞校)
曾彩菱(菜農)
黃芷妍(浸信)
周卓楠(同善堂)
童瀚霖(坊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