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六十周年校慶 

中文書法比賽 
 

初小入圍名單﹕ 

學校名稱 參賽者姓名 班別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海帆道） 馬晞敏 3B 

天主教柏德學校 何新宇 2D 

深水埗官立小學 周凌薇 2B 

深水埗街坊福利會小學 李秀雯 3B 

深水埗街坊福利會小學 陳彥彤 3B 

深水埗街坊福利會小學 勞譽 3B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李賞 2C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廖曉林 3C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新會商會學校 林錦渟 3B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新會商會學校 馮莉淇 3C 

聖公會基愛小學 蘇泳儀 1D 

聖公會基愛小學 湛欣彤 2A 

德信學校 鄭恩宇 2C 

德信學校 蘇梓晉 3A 

德信學校 方奕元 3C 

德信學校 梁宗棋 3D 

荔枝角天主教小學 陸俊錡 3A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庾可澄 1B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黃凱荻 1D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唐世鏗 2C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陳梓汛 2D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李穎芯 2D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鄭愷晴 3B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張競文 3B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李宛穎 3D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六十周年校慶 

中文書法比賽 
 

高小入圍名單： 

學校名稱 參賽者姓名 班別 

德信學校 姚天立 6C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海帆道） 陳穎烔 6D 

聖方濟愛德小學 林思陽 6C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曾泳欣 6A 

旅港開平商會學校 馮厚源 5A 

旅港開平商會學校 趙凱欣 6B 

旅港開平商會學校 黃利瑤 6B 

天主教柏德學校 楊穎欣 5 

天主教柏德學校 利琬澄 6C 

天主教柏德學校 林培欣 6D 

深水埗街坊福利會小學 陳姝怡 4A 

深水埗街坊福利會小學 彭子程 4B 

深水埗街坊福利會小學 葉春燕 4B 

深水埗官立小學 蒙文杰 4B 

深水埗官立小學 黃麗沙 4D 

深水埗官立小學 吳思雅 5B 

深水埗官立小學 陳思源 5C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潘玥欣 4B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陸政熹 4D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洪朗齊 4D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殷天敏 5A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賴穎恩 5B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鍾曦婕 6B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湯曉晴 6B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單靖琳 6C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六十周年校慶 

中文書法比賽 
 

初中入圍名單： 

學校名稱 參賽者姓名 班別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陳嘉瑩 1A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郭欣怡 2A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陳愷彤 3A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王安兒 3C 

保良局唐乃勤初中書院 張心宝 2A 

保良局唐乃勤初中書院 彭衍揚 3F 

中華基督教會鉻賢書院 馮海瞳 三丙 

中華基督教會鉻賢書院 黃子鋮 三丙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羅淑芬 三甲 

九龍工業學校 陳偉明 2A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 趙如心 1A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 徐芷若 1C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 鄧曉兒 1C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 鄭禧樺 1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黎卓佳 1D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王越生 3A 

德雅中學 黃結釵 1A 

德雅中學 張泳琪 2B 

德雅中學 蔡詠欣 2B 

德雅中學 吳卓妍 2B 

德雅中學 梁穎嘉 3A 

德雅中學 劉彥沂 3B 

德雅中學 蔡伊華 3D 

德雅中學 張茜雯 3D 

德雅中學 黃穎琳 3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六十周年校慶 

中文書法比賽 
 

高中入圍名單： 

學校名稱 參賽者姓名 班別 

德貞女子中學 袁綺琼 中五仁 

路德會協同中學 梁啟章 4D 

路德會協同中學 李靖霖 4D 

路德會協同中學 張子淇 4D 

路德會協同中學 葉君琳 4D 

路德會協同中學 黃永安 5A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 吳玉華 4A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 劉淑貞 4C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 葉雯慧 5A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 羅縵琪 5B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 林穎燕 5C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 黃基舜 5D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方卓袼 4B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劉樂弘 5B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都天炬 5B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周俊昇 5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何思琪 4A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陳倚汶 4A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麥炎筠 4A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洪諾恩 4D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鄧雅文 5A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張洛琳 5A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邊詩淇 5C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吳家傑 5D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蔡諾儀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