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屆華文盃全港書法大賽 2020 
 

主辦單位: 香港競技評核總會          承辦單位:文創科藝有限公司 

 

所有獲獎者將於 2020 年 7 月 20 日收到領獎通知書，請按通知書上指示領取有關証書。 

 

初賽獲獎名單 

硬筆書法 / 小學初級組(排名不分先後) 

組別 獎項 姓名 

硬筆書法組 小學初級組 金獎 陳德洋  
硬筆書法組 小學初級組 金獎 熊紫言 

硬筆書法組 小學初級組 金獎 韋俊言 

硬筆書法組 小學初級組 金獎 陳柏昕 

硬筆書法組 小學初級組 金獎 楊祈樂 

硬筆書法組 小學初級組 金獎 王可悦 

硬筆書法組 小學初級組 銀獎 黃嘉霈 

硬筆書法組 小學初級組 銀獎 陳駿旻 

硬筆書法組 小學初級組 銀獎 陳朗懿 

硬筆書法組 小學初級組 銀獎 曹誠致 

硬筆書法組 小學初級組 銀獎 鍾柏渟 

硬筆書法組 小學初級組 銀獎 張凱宜 

硬筆書法組 小學初級組 銀獎 周穎欣 

硬筆書法組 小學初級組 銅獎 鄭雨騫 

硬筆書法組 小學初級組 銅獎 郭子軒 

硬筆書法組 小學初級組 銅獎 鄭瑋琛 

硬筆書法組 小學初級組 銅獎 羅超蔚 

硬筆書法組 小學初級組 銅獎 林澔正 

硬筆書法組 小學初級組 銅獎 郭一悠 

硬筆書法組 小學初級組 銅獎 黎芊曈 

硬筆書法組 小學初級組 銅獎 和軒昂 

硬筆書法組 小學初級組 銅獎 和軒儀 

硬筆書法組 小學初級組 銅獎 謝可瑩 

硬筆書法組 小學初級組 銅獎 洪智天 

硬筆書法組 小學初級組 銅獎 姚敬賢 

硬筆書法組 小學初級組 銅獎 麥晞桐 

硬筆書法組 小學初級組 銅獎 謝思蕎 

硬筆書法組 小學初級組 銅獎 羅晞文 

硬筆書法組 小學初級組 銅獎 譚凱晴 

硬筆書法組 小學初級組 銅獎 巫曉澄 



  
    

硬筆書法 / 小學高級組(排名不分先後) 

 

組別 獎項 姓名 

硬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金獎 陳玥詩 

硬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金獎 鍾溢暉 

硬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金獎 周敔瑤 

硬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金獎 陳聖之 

硬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金獎 林觀頤 

硬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金獎 吳衍霖 

硬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銀獎 譚璟玟 

硬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銀獎 陳子諾 

硬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銀獎 古啟兆 

硬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銀獎 古啟元 

硬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銀獎 吳家瑋 

硬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銀獎 曾顯程 

硬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銀獎 謝可柔 

硬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銀獎 林潔嵐 

硬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銀獎 楊熙蕊 

硬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銀獎 劉思彤 

硬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銀獎 趙芷凝 

硬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銀獎 陳靖潼 

硬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銀獎 黎樂茵 

硬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銀獎 許愫文 

硬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銀獎 李欣慧 

硬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銀獎 韋紹謙 

硬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銀獎 吳承軒 

硬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銅獎 楊昌寶 

硬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銅獎 胡卓謙 

硬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銅獎 鄭禧僑 

硬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銅獎 簡暟曈 

硬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銅獎 曾國祖 

硬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銅獎 許詩曼 

硬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銅獎 鄭琛宜 

硬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銅獎 蔣彥哲 

硬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銅獎 陸映彤 

硬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銅獎 范卓敏 

硬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銅獎 李康瑤 

硬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銅獎 莊文淵 

硬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銅獎 羅心培 



  
硬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銅獎 孔立言 

硬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銅獎 劉卓羲 

硬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銅獎 陳駿霆 

硬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銅獎 曾樂恆 

硬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銅獎 伍祖誼 

硬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銅獎 黃蔚喬 

硬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銅獎 鍾靖淇 

硬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銅獎 張雅菡 

硬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銅獎 張琦郗 

硬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銅獎 劉信悠 

 

 

 

 

 

 

 

 

 

 

 

 

 

 

 

 

 

 

 

 

 

 

 

 

 

 

 

 



  
硬筆書法 / 中學初級組(排名不分先後) 

 

組別 獎項 姓名 

硬筆書法組 中學初級組 金獎 陳紀鈺 

硬筆書法組 中學初級組 金獎 鄭晴雨 

硬筆書法組 中學初級組 金獎 胡巧欣 

硬筆書法組 中學初級組 金獎 歐陽子晴 

硬筆書法組 中學初級組 金獎 羅希堯 

硬筆書法組 中學初級組 金獎 丁文樂 

硬筆書法組 中學初級組 銀獎 李日朗 

硬筆書法組 中學初級組 銀獎 呂聖澤 

硬筆書法組 中學初級組 銀獎 陳嘉嶸 

硬筆書法組 中學初級組 銀獎 鄭佩真 

硬筆書法組 中學初級組 銀獎 蘇淑怡 

硬筆書法組 中學初級組 銀獎 羅珮瑜 

硬筆書法組 中學初級組 銀獎 林澔昕 

硬筆書法組 中學初級組 銅獎 崔卓韜 

硬筆書法組 中學初級組 銅獎 區曉晴 

硬筆書法組 中學初級組 銅獎 黃嘉曉 

硬筆書法組 中學初級組 銅獎 錢星宇 

硬筆書法組 中學初級組 銅獎 李易恭 

硬筆書法組 中學初級組 銅獎 林平江 

硬筆書法組 中學初級組 銅獎 黃乃光 

硬筆書法組 中學初級組 銅獎 張宏偉 

硬筆書法組 中學初級組 銅獎 沈智強 

硬筆書法組 中學初級組 銅獎 蔡恒原 

硬筆書法組 中學初級組 銅獎 李培倫 

硬筆書法組 中學初級組 銅獎 李靜怡 

硬筆書法組 中學初級組 銅獎 傅正偉 

硬筆書法組 中學初級組 銅獎 陳卓珍 

 

 

 

 

 

 

 

 

 



  
硬筆書法 /中學高級組(排名不分先後) 

組別 獎項 姓名 

硬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金獎 林晴曦 

硬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金獎 林淑婷 

硬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金獎 李凱妍 

硬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金獎 藍祖慧 

硬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金獎 陳榮燊 

硬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金獎 庄永瀚 

硬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金獎 吳仕珩 

硬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銀獎 吳俊喜 

硬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銀獎 楊曉薇 

硬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銀獎 陳鈞芝 

硬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銀獎 馬湖恬 

硬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銀獎 姚蘭星 

硬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銀獎 蕭常紹 

硬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銀獎 吳耀文 

硬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銀獎 蔡京正 

硬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銀獎 蔡志婷 

硬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銀獎 謝怡伶 

硬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銀獎 林昌靖 

硬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銀獎 江婉婷 

硬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銀獎 李學惠 

硬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銀獎 錢祐義 

硬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銀獎 戴朝凱 

硬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銅獎 何宜忠 

硬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銅獎 顏怡如 

硬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銅獎 陳彥以 

硬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銅獎 林明湖 

硬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銅獎 袁俊傑 

硬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銅獎 劉守淑 

硬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銅獎 林雅娟 

硬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銅獎 陳有瑤 

硬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銅獎 劉瑞妍 

硬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銅獎 黃以盈 

硬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銅獎 謝惠珍 

硬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銅獎 錢靜如 

硬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銅獎 賴淑玲 

硬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銅獎 王嘉瑋 

硬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銅獎 李孟輝 

硬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銅獎 馬嘉玲 

 

 



  
硬筆書法 /公開組(排名不分先後) 

組別 獎項 姓名 

硬筆書法組 公開組 金獎 吳偉文 

硬筆書法組 公開組 金獎 梁鎮楠 

硬筆書法組 公開組 金獎 伍志氣 

硬筆書法組 公開組 金獎 譚穎濤 

硬筆書法組 公開組 金獎 趙文慧 

硬筆書法組 公開組 金獎 吳兆剛 

硬筆書法組 公開組 金獎 陳偉彬 

硬筆書法組 公開組 金獎 吳美娟 

硬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銀獎 余露嫦 

硬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銀獎 湯凱璇 

硬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銀獎 呂棟 

硬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銀獎 高茜溋 

硬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銀獎 葉嘉燕 

硬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銀獎 翁少華 

硬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銀獎 郝赫 

硬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銀獎 陳潤銘 

硬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銀獎 葉美鳯 

硬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銀獎 廖子揚 

硬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銀獎 袁綺琼 

硬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銀獎 麥婉婷 

硬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銀獎 林杰 

硬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銀獎 吳穗 

硬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銀獎 孔祥卿 

硬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銀獎 劉達成 

硬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銀獎 許琼月 

硬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銀獎 許琼少 

硬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銅獎 李冠良 

硬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銅獎 黃靖文 

硬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銅獎 韓梅 

硬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銅獎 崔婉琴 

硬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銅獎 關月怡 

硬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銅獎 潘景富 

硬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銅獎 吳惠儀 

硬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銅獎 馬銨錡 

硬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銅獎 林滌珈 

硬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銅獎 陳志華 

硬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銅獎 洪向鴻 



  
硬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銅獎 植小鑄 

硬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銅獎 葉梓健 

硬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銅獎 黎培榮 

硬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銅獎 張藹欣 

硬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銅獎 陳秀蘭 

硬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銅獎 方幸儀 

硬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銅獎 鄧詠芝 

硬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銅獎 謝潔蘭 

硬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銅獎 吳穎祺 

硬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銅獎 黎智健 

硬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銅獎 陳祉澄 

硬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銅獎 謝諾霖 

 

 

 

 

 

 

 

 

 

 

 

 

 

 

 

 

 

 

 

 

 

 

 

 

 

 

 

 

 

 



  
毛筆書法 / 小學初級組(排名不分先後) 

組別 獎項 姓名 

毛筆書法組 小學初級組 金獎 洪耀中 

毛筆書法組 小學初級組 金獎 藍詩涵 

毛筆書法組 小學初級組 金獎 吳承翰 

毛筆書法組 小學初級組 金獎 蔡延郁 

毛筆書法組 小學初級組 金獎 孫采俊 

毛筆書法組 小學初級組 金獎 謝華玄 

毛筆書法組 小學初級組 銀獎 江林熹 

毛筆書法組 小學初級組 銀獎 朱慧欣 

毛筆書法組 小學初級組 銀獎 錢美華 

毛筆書法組 小學初級組 銀獎 張凱婷 

毛筆書法組 小學初級組 銀獎 林怡泉 

毛筆書法組 小學初級組 銀獎 林雅云 

毛筆書法組 小學初級組 銀獎 黃佳菱 

毛筆書法組 小學初級組 銀獎 蔡佳孜 

毛筆書法組 小學初級組 銀獎 倪蕙雯 

毛筆書法組 小學初級組 銀獎 黃秀美 

毛筆書法組 小學初級組 銅獎 李子俊 

毛筆書法組 小學初級組 銅獎 賴瑞瀅 

毛筆書法組 小學初級組 銅獎 吳聖臻 

毛筆書法組 小學初級組 銅獎 李郁銘 

毛筆書法組 小學初級組 銅獎 錢國瑋 

毛筆書法組 小學初級組 銅獎 林家賢 

毛筆書法組 小學初級組 銅獎 朱柏琪 

毛筆書法組 小學初級組 銅獎 韓合榮 

毛筆書法組 小學初級組 銅獎 陳美娟 

毛筆書法組 小學初級組 銅獎 許艾達 

毛筆書法組 小學初級組 銅獎 沈惠雯 

毛筆書法組 小學初級組 銅獎 黃士心 

毛筆書法組 小學初級組 銅獎 吳鳳儒 

毛筆書法組 小學初級組 銅獎 方美慧 

毛筆書法組 小學初級組 銅獎 陳亭君 

 

 

 

 

 

 

 

 



  
毛筆書法 / 小學高級組(排名不分先後) 

組別 獎項 姓名 

毛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金獎 黃家華 

毛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金獎 李家豪 

毛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金獎 黃竣峰 

毛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金獎 黃雅云 

毛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金獎 楊振瑋 

毛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金獎 賴哲銘 

毛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銀獎 古啟兆 

毛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銀獎 古啟元 

毛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銀獎 鍾溢暉 

毛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銀獎 劉東濰 

毛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銀獎 陳琬婷 

毛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銀獎 謝世昌 

毛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銀獎 葉凱文 

毛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銀獎 李威廷 

毛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銀獎 黃心怡 

毛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銀獎 宋育萱 

毛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銅獎 蕭旨希 

毛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銅獎 黃哲豪 

毛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銅獎 陳志明 

毛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銅獎 周家瑋 

毛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銅獎 楊泰雅 

毛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銅獎 陳佩蓉 

毛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銅獎 郭政函 

毛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銅獎 劉玉全 

毛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銅獎 柯惠文 

毛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銅獎 賴淑芬 

毛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銅獎 王韻州 

毛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銅獎 鄭雅雯 

毛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銅獎 金惠君 

毛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銅獎 連嘉德 

毛筆書法組 小學高級組 銅獎 黃玟智 

 

 

 

 

 

 

 

 



  
毛筆書法 / 中學初級組(排名不分先後) 

 

組別 獎項 姓名 

毛筆書法組 中學初級組 金獎 曹建宏 

毛筆書法組 中學初級組 金獎 陳俊謙 

毛筆書法組 中學初級組 金獎 吳瑜彥 

毛筆書法組 中學初級組 金獎 朱俊嘉 

毛筆書法組 中學初級組 金獎 陳俊諺 

毛筆書法組 中學初級組 金獎 李德仁 

毛筆書法組 中學初級組 銀獎 温澄 

毛筆書法組 中學初級組 銀獎 蘇泓儒 

毛筆書法組 中學初級組 銀獎 華彥廷 

毛筆書法組 中學初級組 銀獎 吳綺菱 

毛筆書法組 中學初級組 銀獎 張志東 

毛筆書法組 中學初級組 銀獎 李怡伶 

毛筆書法組 中學初級組 銀獎 邱俊如 

毛筆書法組 中學初級組 銀獎 姜火林 

毛筆書法組 中學初級組 銀獎 林清茵 

毛筆書法組 中學初級組 銀獎 李啟妮 

毛筆書法組 中學初級組 銅獎 敖冠廷 

毛筆書法組 中學初級組 銅獎 黃定嬌 

毛筆書法組 中學初級組 銅獎 王美惟 

毛筆書法組 中學初級組 銅獎 周景欣 

毛筆書法組 中學初級組 銅獎 黃曜宇 

毛筆書法組 中學初級組 銅獎 張善方 

毛筆書法組 中學初級組 銅獎 陳佳定 

毛筆書法組 中學初級組 銅獎 彭湖斌 

毛筆書法組 中學初級組 銅獎 許家和 

毛筆書法組 中學初級組 銅獎 昌珮中 

毛筆書法組 中學初級組 銅獎 王憶恩 

毛筆書法組 中學初級組 銅獎 林俊東 

毛筆書法組 中學初級組 銅獎 陸志傑 

毛筆書法組 中學初級組 銅獎 蔡詩海 

毛筆書法組 中學初級組 銅獎 謝俊賢 

 

 

 

 

 

 

 



  
毛筆書法 / 中學高級組(排名不分先後) 

 

組別 獎項 姓名 

毛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金獎 黃欣怡 

毛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金獎 鄭思涵 

毛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金獎 李珮芬 

毛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金獎 朱明哲 

毛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金獎 陳逸凡 

毛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金獎 李宗雄 

毛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金獎 韓慧娟 

毛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銀獎 劉鈺瑩 

毛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銀獎 翁以廷 

毛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銀獎 簡慈憶 

毛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銀獎 簡淑芬 

毛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銀獎 袁怡婷 

毛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銀獎 林雅慧 

毛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銀獎 劉玉琇 

毛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銀獎 吳重郁 

毛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銀獎 梁雅婷 

毛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銀獎 馮琬婷 

毛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銀獎 趙念定 

毛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銀獎 許祐郁 

毛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銀獎 王淑怡 

毛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銅獎 蘇智堯 

毛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銅獎 周新月 

毛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銅獎 王任均 

毛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銅獎 潘政儒 

毛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銅獎 王郁其 

毛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銅獎 廖志康 

毛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銅獎 高雅萍 

毛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銅獎 邱儒怡 

毛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銅獎 曾詩雅 

毛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銅獎 梁孝彬 

毛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銅獎 劉文瑋 

毛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銅獎 梁竣苓 

毛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銅獎 黃勇志 

毛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銅獎 梁崇傑 

毛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銅獎 許政儒 

毛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銅獎 王柏峰 

毛筆書法組 中學高級組 銅獎 吳辰超 

 

 



  
毛筆書法 / 公開組(排名不分先後) 

組別 獎項 姓名 

毛筆書法組 公開組 金獎 蔡乾正 

毛筆書法組 公開組 金獎 李波 

毛筆書法組 公開組 金獎 何世晨 

毛筆書法組 公開組 金獎 陳乃秀 

毛筆書法組 公開組 金獎 何文娟 

毛筆書法組 公開組 金獎 盧詠嫻 

毛筆書法組 公開組 金獎 陳燦生 

毛筆書法組 公開組 金獎 劉子輝 

毛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銀獎 巫純懿 

毛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銀獎 鄧佑保 

毛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銀獎 冼曉昕 

毛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銀獎 翁少華 

毛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銀獎 馮月麗 

毛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銀獎 洪向鴻 

毛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銀獎 李詠詩 

毛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銀獎 楊荃 

毛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銀獎 潘清高 

毛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銀獎 翁以哲 

毛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銀獎 陳彩芬 

毛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銀獎 蘇冠文 

毛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銀獎 葉潔華 

毛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銀獎 原莉筠 

毛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銀獎 賴漢宇 

毛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銀獎 梁鎮翔 

毛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銀獎 廖子揚 

毛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銀獎 陳漫芸 

毛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銀獎 謝諾霖 

毛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銅獎 孫漢元 

毛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銅獎 高佳慧 

毛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銅獎 黃湘兒 

毛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銅獎 黃善年 

毛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銅獎 陳慧萍 

毛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銅獎 吳惠雯 

毛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銅獎 錢姵琪 

毛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銅獎 黃建瑋 

毛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銅獎 吳明軒 

毛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銅獎 蔡伊彤 

毛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銅獎 蔡承傑 



  
毛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銅獎 林淑芷 

毛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銅獎 王怡芬 

毛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銅獎 梁仁博 

毛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銅獎 黃念慈 

毛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銅獎 徐柔喜 

毛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銅獎 郭宛心 

毛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銅獎 鄭杰禮 

毛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銅獎 張志孜 

毛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銅獎 丁玉婷 

毛筆書法組 公開組 銅獎 藍怡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