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屆華文盃全港書法大賽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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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賽獲獎名單 

小學初級組(排名不分先後) 

 

姓名 學校名稱 獎項 

何卓賢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 金獎 

陳聖之 香港教育大學賽馬會小學 金獎 

張瀞之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金獎 

蕭盈 滬江小學 金獎 

任思澄 滬江小學 銀獎 

盧禧諺 滬江小學 銀獎 

孔立言 香港教育大學賽馬會小學 銀獎 

莊文淵 香港教育大學賽馬會小學 銀獎 

李思陶 香港教育大學賽馬會小學 銀獎 

段芷晴 滬江小學 銅獎 

崔沛熙 滬江小學 銅獎 

鍾喬 滬江小學 銅獎 

蔡沛恩 滬江小學 銅獎 

李康瑤 香港教育大學賽馬會小學 銅獎 

羅心培 香港教育大學賽馬會小學 銅獎 

陳芍言 香港教育大學賽馬會小學 銅獎 

陳啟麟 香港教育大學賽馬會小學 銅獎 

鄭琛宜 香港教育大學賽馬會小學 銅獎 

 

 

 

 

 

 

 

 

 

 

 

 

 



  

第一屆華文盃全港書法大賽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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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賽獲獎名單 

小學高級組(排名不分先後) 

 

姓名 學校名稱 獎項 

何靄玲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小學 金獎 

莫君濡 喇沙小學 金獎 

賴穎恩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金獎 

秦之昊 香港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金獎 

黃統禕 香港教育大學賽馬會小學 銀獎 

譚衣廷 香港培正小學 銀獎 

李嘉傑 滬江小學 銀獎 

謝躍山 滬江小學 銀獎 

黃樂希 滬江小學 銀獎 

蕭瑤 滬江小學 銀獎 

李誌軒 滬江小學 銅獎 

林恩悅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銅獎 

陳子晴 滬江小學 銅獎 

陳昇鎔 中西區聖安多尼學校 銅獎 

陳思朗 滬江小學 銅獎 

陳雅雯 滬江小學 銅獎 

邱杰軍 香港教育大學賽馬會小學 銅獎 

文浩鋒 滬江小學 銅獎 

姚焯天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銅獎 

陳祉融 滬江小學 銅獎 

 

 

 

 

 

 

 

 

 



第一屆華文盃全港書法大賽 2018 

主辦單位: 香港競技評核總會 承辦單位:文創科藝有限公司 

初賽獲獎名單 

中學初級組(排名不分先後) 

姓名 學校名稱 獎項 

張靜陶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金獎 

余雅雯 鳳溪第一中學 金獎 

黃雅靖 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 金獎 

李曉琳 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 金獎 

高梓軒 港大同學會書院 銀獎 

崔沛嘉 香港真光書院 銀獎 

方裕琪 鳳溪第一中學 銀獎 

崔曉霖 嘉諾撒聖心書院 銀獎 

潘潤芝 嘉諾撒聖心書院 銀獎 

黎袗挷 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 銀獎 

呂恩熙 鳳溪第一中學 銅獎 

譚靜怡 港大同學會書院 銅獎 

羅立彤 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 銅獎 

陳天諾 / 銅獎 

黃兆聰 / 銅獎 

陳凱俊 / 銅獎 

林美怡 / 銅獎 

劉浚軒 / 銅獎 

楊曉琳 / 銅獎 

張樂兒 /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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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賽獲獎名單 

中學高級組(排名不分先後) 

 

姓名 學校名稱 獎項 

葉尹蕎 金文泰中學 金獎 

翁以廷 聖保羅書院 金獎 

翁以哲 高主教書院 金獎 

蘇妍彤 嶺南中學 金獎 

崔沛恩 香港真光中學 銀獎 

杜宏沖 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 銀獎 

陳泳儀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銀獎 

柯天駿 華英中學 銀獎 

李詠姿   銀獎 

劉珈汶   銀獎 

劉愷明 嘉諾撒聖心書院 銅獎 

梁琬婧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銅獎 

曾梓桐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銅獎 

黃庭寶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銅獎 

黃可柔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銅獎 

許獻之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銅獎 

丘綺婷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銅獎 

莫旨樂 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銅獎 

陳天穎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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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賽獲獎名單 

公開組(排名不分先後) 

 

姓名 獎項  姓名 獎項  姓名 獎項 

施少雄 金獎  洪向鴻 銀獎  何小平 銅獎 

翁仰暉 金獎  梁家慧 銀獎  蔣湘 銅獎 

吳美娟 金獎  沈偉立 銀獎  左穎智 銅獎 

梁佩兒 金獎  王康瑜 銀獎  劉子輝 銅獎 

蔡懿端 金獎  梁鎮楠 銀獎  李毓寒 銅獎 

吳偉文 金獎  馮誠安 銀獎  李詠柔 銅獎 

譚穎濤 金獎  王文俊 銀獎  蔣晴 銅獎 

劉美瑩 金獎  葉子詠 銀獎  陳凱恩 銅獎 

劉美寶 金獎  黃子軒 銀獎  李凱祐 銅獎 

李淑娟 金獎  廖天朗 銀獎  林家澄 銅獎 

許琼月 金獎  鄭芯怡 銀獎  區采云 銅獎 

姜超評 金獎  黃靖 銀獎  鍾美怡 銅獎 

   盧彥樺 銀獎  黎綽峰 銅獎 

   簡煕嵐 銀獎  胡樂詩 銅獎 

   張穎然 銀獎  譚子盈 銅獎 

   葉芷晴 銀獎  劉淑怡  銅獎 

   孫沛晴 銀獎  黃柏滔 銅獎 

   蘇海澄 銀獎  陳喜揚 銅獎 

      黃恩雅 銅獎 

      何梓聰 銅獎 

      石茵蕎 銅獎 

      黃柏諺 銅獎 

      鄭文棋 銅獎 

      蘇柏賢 銅獎 

      劉天行 銅獎 

      司徒朗  銅獎 

      陳奕倫  銅獎 

      何子非 銅獎 

      王可欣 銅獎 

      林朗民 銅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