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全港孔教儒家書法大賽結果公佈 

毛筆小學組 

 

獎項 中文姓名 學校名稱 

冠軍 李懿澤 福德學社小學 

      

亞軍 池凱琳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 

      

季軍 陳偉華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 

季軍 歐智健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 

      

優異 余雅雯 育賢學校 

優異 李文瀚 培僑書院 

優異 李俊希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 

優異 趙可為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優異 陳嘉盛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學校 

      

優良 沈蕊 育賢學校 

優良 楊昊暉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 

優良 林欣妮 太古小學 

優良 吳珮琳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 

優良 張靖楠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 

優良 馮智誠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 

優良 歐俊傑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小學 

優良 陳家礎 李志達紀念學校 

優良 何靄玲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小學 

優良 袁綺敏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學校 

優良 譚寧逸 保良局錦泰小學 

優良 黃萬宜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千禧小學 
 

  



2016全港孔教儒家書法大賽結果公佈 

毛筆中學組 

 

獎項 中文姓名 學校名稱 

冠軍 陳詠彤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亞軍 米靖言 迦密中學 

      

季軍 孔鈺兒 崇真書院 

      

優異 何卓承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優異 翁以哲 高主教書院 

優異 司徒進 優才書院 

優異 陳朗然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優異 溫樂彥 英皇教育 

      

優良 黃婉婷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優良 陳心然 南屯門官立中學 

優良 王少鈺 福建中學(小西灣) 

優良 雷慧華 福建中學(小西灣) 
 

  



2016全港孔教儒家書法大賽結果公佈 

毛筆公開組 

 

獎項 中文姓名  獎項 中文姓名  獎項 中文姓名 

冠軍 朱國雄  優良 譚雲飛  優良 蘇錦坤 

  
 

 優良 譚詠文  優良 譚湛成 

亞軍 歐陽穎民  優良 吳炳權  優良 黃鑑超 

  
 

 優良 葉潔華    

季軍 鍾漫容  優良 施清彬    

季軍 劉慧敏  優良 梁羽伶    

  
 

 優良 梁競文    

優異 馮貴納  優良 林漢強    

優異 伍巨輝  優良 王雲香    

優異 高安鈺  優良 梁淑貞    

優異 陳琛  優良 蘇創強    

優異 謝若筠  優良 何文娟    

優異 阮志衡  優良 成大行    

優異 陳禹牟  優良 屈俊榮    

優異 盧定豪  優良 朱卓欣    

優異 歐陽穎思  優良 余妙嫺    

 



2016全港孔教儒家書法大賽結果公佈 

硬筆小學組 

 

獎項 中文姓名 學校名稱 

冠軍 袁綺虹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學校 

  
  

亞軍 梁芯儀 育賢學校 

  
  

季軍 伍宏健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優異 陳可欣 慈航學校 

優異 陳晞汶 五旬節靳茂生小學 

優異 黎芊婷 李志達紀念學校 

優異 羅煒曦 德望小學暨幼稚園 

優異 何允升 香港培正小學 

  
  

優良 陳協智 育賢學校 

優良 鄺錦鴻 育賢學校 

優良 陳曉薇 嗇色園主辦可信學校 

優良 羅秋華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 

優良 李嘯涵 慈航學校 

優良 馮進軒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優良 陳嘉儀 基督教粉嶺神召會小學 

優良 陳晞蕊 五旬節靳茂生小學 

優良 簡柏謙 上水宣道小學 

優良 陳雅文 仁濟醫院何式南小學 

優良 陳進熹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2016全港孔教儒家書法大賽結果公佈 

硬筆中學組 

 

獎項 中文姓名 學校名稱 

冠軍 石瑋汶 英華書院 

      

亞軍 林文景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季軍 鄭采妮 聖公會聖西門呂明才中學 

      

優異 余翰仕 伯裘書院 

優異 關巧兒 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優異 羅煒程 德望學校 

優異 蘇妍彤 嶺南中學 

優異 曾楚琳 田家炳中學 

      

優良 郭駿達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優良 黃棐 華英中學 

優良 甄健峰 華英中學 

優良 陳志鋒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馬錦燦紀念英文中學 

優良 池令海 喇沙書院 

優良 陳旨劻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優良 袁裕豐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優良 林子晴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優良 蔡兆恆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優良 湛明揚 聖保羅書院 
 

  



2016全港孔教儒家書法大賽結果公佈 

硬筆公開組 

 

獎項 中文姓名  獎項 中文姓名 

冠軍 劉其敏  優良 梁鎮楠 

  
 

 優良 趙文慧 

亞軍 吳瑞  優良 葉惠泉 

  
 

 優良 廖漢豪 

季軍 廖子揚  優良 李世勳 

  
 

 優良 關德權 

優異 蔡懿端  優良 施少雄 

優異 吳偉文  優良 徐泰洽 

優異 蘇家健  優良 黃敏 

優異 李峻葵  優良 鄭曉珊 

優異 李選威  優良 石永昌 

  
 

 優良 盧炤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