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香港仔坊會社會服務社區中心主辦「新世紀．鄰里情」全

港原子筆中文書法比賽反應熱烈，共收回三萬三千多份參賽

稿件。有關初審程序亦已於早前順利完成，並由書法學會代

表甄選出決賽入圍名單。如入圍者發現網上資料有任何錯

漏，必須於 7/2/2022(一)前致電 3550 5540與大會聯絡，逾

期將不作處理。 

凡入圍者請於 2月 27日(星期日)決賽日之指定時間以視像會

議(ZOOM)形式參賽，而參賽原稿紙及比賽相關文件將於 2月 8

日起以郵遞形式寄發予各參賽者，如 2月 18日前仍未收到比

賽有關資料，請電 9381 4340或 6113 6540查詢。 

 

 

 

 

 

 

 

 



「新世紀．鄰里情」全港原子筆中文書法比賽 

初中組 入圍名單 

參賽編號 級別 姓名 學校名稱 

S1-01 中一 吳承軒 香港華仁書院 

S1-02 中一 王馨若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S1-03 中一 廖佩如 宣道中學 

S1-04 中一 郭卓緣 獻主會聖母院書院 

S1-05 中一 鄭禧僑 林大輝中學 

S1-06 中一 王鑫睿 宣道中學 

S1-07 中一 陳妤欣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S1-08 中一 黃娜娜 紡織學會美國商會胡漢輝中學 

S1-09 中一 甄熾隆 沙田官立中學 

S1-10 中一 吳楷泓 何文田官立中學 

S1-11 中一 黎梓嫣 聖公會聖西門呂明才中學 

S1-12 中一 洪奕琛 世界龍岡學校劉皇發中學 

S1-13 中一 黃熙淵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S1-14 中一 陳世弘 獻主會聖母院書院 

S1-15 中一 郭叡澍 聖保羅書院 

S1-16 中一 郭逸軒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S1-17 中一 彭薪宇 弘立書院 



S1-18 中一 謝可柔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S1-19 中一 屈紫鈺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兆棠中學 

S1-20 中一 姚紀南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S1-21 中一 何曦亮 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S1-22 中一 趙珈寧 喇沙書院 

S1-23 中一 趙詩穎 寧波第二中學 

S2-01 中二 林柏柔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S2-02 中二 袁愉棋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S2-03 中二 陳詠嘉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馬錦燦紀念英文

中學 

S2-04 中二 楊怡璇 天主教母佑會蕭明中學 

S2-05 中二 陳朗儀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S2-06 中二 黎思凱 香島中學 

S2-07 中二 任燮玫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S2-08 中二 趙子賢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 

S2-09 中二 胡凱淇 保良局馬錦明夫人章馥仙中學 

S2-10 中二 甘德慧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S2-11 中二 徐凌雅雯 北角協同中學 

S2-12 中二 姚穎彤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S2-13 中二 李靜怡 佛教覺光法師中學 

S2-14 中二 麥叡希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S2-15 中二 陳紀彤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S2-16 中二 何佩珊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S2-17 中二 鄧維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 

S2-18 中二 黃醴加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兆棠中學 

S2-19 中二 鄭淑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S2-20 中二 陳樂兒 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S2-21 中二 楊灝照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S2-22 中二 王熙懷 高主教書院 

S2-23 中二 劉詩盈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S3-01 中三 王莉婷 明愛聖若瑟中學 

S3-02 中三 陳雨欣 迦密愛禮信中學 

S3-03 中三 郭汶樺 中華基督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S3-04 中三 江杞良 天水圍官立中學 

S3-05 中三 鍾昊東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S3-06 中三 林焯喜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S3-07 中三 秦定娜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S3-08 中三 鍾健朗 聖若瑟英文中學 



S3-09 中三 梁樂瑤 香島中學 

S3-10 中三 蔡雯瀅 香島中學 

S3-11 中三 謝宇軒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S3-12 中三 梁雅淇 宣道中學 

S3-13 中三 李斯琪 粉嶺官立中學 

S3-14 中三 鄧雅蔓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S3-15 中三 彭殷怡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S3-16 中三 李嘯涵 培僑書院 

S3-17 中三 王毓濤 高主教書院 

S3-18 中三 麥美妍 中華基金中學 

S3-19 中三 張祖爾 香港鄧鏡波書院 

S3-20 中三 高詩雅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S3-21 中三 麥程僖 喇沙書院 

S3-22 中三 王子璐 將軍澳香島中學 

 

 

 

 

 

 



「新世紀．鄰里情」全港原子筆中文書法比賽 

高中組 入圍名單 

參賽編號 級別 姓名 學校名稱 

S4-01 中四 林琰鈴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S4-02 中四 賴穎恩 拔萃女書院 

S4-03 中四 吳靜誼 北角協同中學 

S4-04 中四 張偲儷 紡織學會美國商會胡漢輝中學 

S4-05 中四 譚寧逸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S4-06 中四 王紫宸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S4-07 中四 潘曉彤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S4-08 中四 何靄玲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S4-09 中四 張濠鵬 香島中學 

S4-10 中四 丁文樂 香島中學 

S4-11 中四 黃詩懿 香島中學 

S4-12 中四 吳騏宇 聖言中學 

S4-13 中四 麥雅婷 華英中學 

S4-14 中四 邱欣娜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S4-15 中四 許佳怡 香島中學 

S4-16 中四 尚子涵 弘立書院 

S4-17 中四 歐陽子晴 何東中學 

S4-18 中四 彭靖茗 葵涌蘇浙公學 



S4-19 中四 洪欣怡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S4-20 中四 李雪琪 嗇色園主辦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 

S4-21 中四 譚泓峰 英華書院 

S4-22 中四 羅想想 天水圍官立中學 

S4-23 中四 歐陽艷玲 裘錦秋中學(屯門) 

S5-01 中五 陳天雯 紡織學會美國商會胡漢輝中學 

S5-02 中五 鄔淑琪 紡織學會美國商會胡漢輝中學 

S5-03 中五 梁欣儀 紡織學會美國商會胡漢輝中學 

S5-04 中五 張珈瑜 聖公會諸聖中學 

S5-05 中五 林鴻錦 紡織學會美國商會胡漢輝中學 

S5-06 中五 嚴逸曦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S5-07 中五 江曉婷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 

S5-08 中五 鄭育之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S5-09 中五 余熙彤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S5-10 中五 何羚婷 天水圍官立中學 

S5-11 中五 鄭盈盈 聖公會基孝中學 

S5-12 中五 鄭智清 紡織學會美國商會胡漢輝中學 

S5-13 中五 陳夢紅 紡織學會美國商會胡漢輝中學 

S5-14 中五 梁智恩 張沛松紀念中學 

S5-15 中五 李佳莉 弘立書院 

S5-16 中五 池凱琳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S5-17 中五 林嘉琪 梁式芝書院 

S5-18 中五 莊卓琪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S5-19 中五 林荊婕 金文泰中學 

S5-20 中五 林翠盈 佛教大光慈航中學 

S5-21 中五 張婷婷 佛教大光慈航中學 

S5-22 中五 陳舜彥 葵涌蘇浙公學 

S5-23 中五 徐裕彤 明愛馬鞍山中學 

S5-24 中五 唐嘉琪 嗇色園主辦可風中學 

S5-25 中五 李惠敏 天主教母佑會蕭明中學 

S6-01 中六 馬雅欣 佛教覺光法師中學 

S6-02 中六 梁安生 聖公會諸聖中學 

S6-03 中六 李林鍵 何文田官立中學 

S6-04 中六 錢悅儀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S6-05 中六 陳榮燊 張祝珊英文中學 

S6-06 中六 庄子芊 迦密愛禮信中學 

S6-07 中六 黃程思 北角協同中學 

S6-08 中六 林傲芹 英華書院 

S6-09 中六 李天恩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S6-10 中六 李治平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S6-11 中六 王宇潼 迦密愛禮信中學 

S6-12 中六 沈思賢 天主教母佑會蕭明中學 



S6-13 中六 陳栩源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S6-14 中六 塗梓辰 迦密愛禮信中學 

S6-15 中六 鍾希桐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S6-16 中六 鄭裕烔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S6-17 中六 梁羨兒 迦密愛禮信中學 

S6-18 中六 黎珮瑩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馬錦燦紀念英

文中學 

S6-19 中六 王嘉淇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S6-20 中六 魏依林 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S6-21 中六 李柏阴 將軍澳香島中學 

S6-22 中六 陳綺穎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