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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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小組 入圍名單 

參賽編號 級別 姓名 學校名稱 

P1-01 小一 蔡旻兆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P1-02 小一 饒天琳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P1-03 小一 呂樂怡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P1-04 小一 羅心悅 聖羅撒學校 

P1-05 小一 馮芊穎 聖博德學校 

P1-06 小一 方子晴 香港教育大學賽馬會小學 

P1-07 小一 傳映漩 香港教育大學賽馬會小學 

P1-08 小一 孫詠軒 李陞小學 

P1-09 小一 陳柏睿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P1-10 小一 洪悅恩 嘉諾撒聖心學校私立部 

P1-11 小一 李鎧錡 聖保祿天主教小學 

P1-12 小一 馬淳恩 救世軍林拔中紀念學校 

P1-13 小一 陳薈文 李志達紀念學校 

P1-14 小一 陳俊衡 柴灣角天主教小學 

P1-15 小一 范逸希 聖母無玷聖心學校 

P1-16 小一 鄭悅潼 李志達紀念學校 

P1-17 小一 洪境豐 李志達紀念學校 

P1-18 小一 楊馨悅 聖保祿學校(小學部) 



P1-19 小一 湯陳奕昕   

P1-20 小一 陳俊亨 李志達紀念學校 

P1-21 小一 陳希曈 聖保祿學校(小學部) 

P1-22 小一 詹鳳君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P1-23 小一 邱國謙 天主教明德學校 

P2-01 小二 岑瑋賢 英華小學 

P2-02 小二 陳沛謙 英華小學 

P2-03 小二 謝曉恩 天水圍天主教小學 

P2-04 小二 楊雅淳 華德學校 

P2-05 小二 馮朔 北角循道學校 

P2-06 小二 何芷晴 保良局陳南昌夫人小學 

P2-07 小二 鍾煜萱 寶血會培靈學校 

P2-08 小二 譚睿珩 英華小學 

P2-09 小二 陳浠宇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P2-10 小二 黃穎賢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P2-11 小二 陳端頤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P2-12 小二 高嘉淇 迦密梁省德學校 

P2-13 小二 朱婉愉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P2-14 小二 林逸晨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P2-15 小二 梁傲然 英華小學 

P2-16 小二 高珈蕙 嘉諾撒聖心學校私立部 



P2-17 小二 林芷楹 聖保祿天主教小學 

P2-18 小二 簡子詠 聖羅撒學校 

P2-19 小二 鄭翔升 保良局陳南昌夫人小學 

P2-20 小二 曾浚熙 救世軍林拔中紀念學校 

P2-21 小二 陳銘康 保良局陳南昌夫人小學 

P2-22 小二 趙思澄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P2-23 小二 張善淇 聖保祿學校(小學部) 

P3-01 小三 馮浩倫 聖母無玷聖心學校 

P3-02 小三 鍾曦朗 柴灣角天主教小學 

P3-03 小三 鄭康橋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P3-04 小三 吳柏言 李志達紀念學校 

P3-05 小三 黃梓軒 迦密梁省德學校 

P3-06 小三 苗力仁 英華小學 

P3-07 小三 梁倬熙 保良局陳南昌夫人小學 

P3-08 小三 梁綽航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P3-09 小三 彭紫晞 柴灣角天主教小學 

P3-10 小三 梁日峯 聖公會仁立小學 

P3-11 小三 陸芷菁 樂華天主教小學 

P3-12 小三 李汶熹 北角循道學校 

P3-13 小三 盧令進 英華小學 

P3-14 小三 洪喬晞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P3-15 小三 蘇晨曦 粉嶺公立學校 

P3-16 小三 吳燦南 曾梅千禧小學 

P3-17 小三 劉雲熙 曾梅千禧小學 

P3-18 小三 鄭凱琳 柴灣角天主教小學 

P3-19 小三 劉承達 拔萃男書院附小學 

P3-20 小三 劉承熹 拔萃男書院附小學 

P3-21 小三 黃旭曦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P3-22 小三 劉梓浩 曾梅千禧小學 

P3-23 小三 梁凱竣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新世紀．鄰里情」全港原子筆中文書法比賽 

高小組 入圍名單 

參賽編號 級別 姓名 學校名稱 

P4-01 小四 單宇辰 英華小學 

P4-02 小四 和睿祺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P4-03 小四 何雅萱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一小學 

P4-04 小四 劉瑞傑 曾梅千禧學校 

P4-05 小四 陳富洋 曾梅千禧學校 

P4-06 小四 鄧芷翹 香港教育大學賽馬會小學 

P4-07 小四 武俊皓 曾梅千禧學校 

P4-08 小四 李卓軒 柴灣角天主教小學 

P4-09 小四 廖林詩晴 曾梅千禧學校 

P4-10 小四 陳希禪 柴灣角天主教小學 

P4-11 小四 何品茹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P4-12 小四 陳維謙 英華小學 

P4-13 小四 陳沛瑩 聖公會仁立小學 

P4-14 小四 朱耀銘 柴灣角天主教小學 

P4-15 小四 江璟翀 英華小學 

P4-16 小四 王浚熹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P4-17 小四 梁銘潔 聖保祿學校(小學部) 



P4-18 小四 鍾嘉懿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P4-19 小四 區卓曦 大坑東宣道小學 

P4-20 小四 林睿近 天主教總堂區學校 

P4-21 小四 吳婉瑩 聖公會仁立小學 

P4-22 小四 呂衡 聖公會仁立小學 

P4-23 小四 馮梓瑩 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P5-01 小五 袁駿熙 育賢學校 

P5-02 小五 武姝吟 曾梅千禧學校 

P5-03 小五 李明俊 聖博德學校 

P5-04 小五 高肇澤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P5-05 小五 梁文涵 育賢學校 

P5-06 小五 陳予桐 鐘聲學校 

P5-07 小五 吳梓彤 民生書院小學 

P5-08 小五 周嘉謙 聖公會青衣邨何澤芸小學 

P5-09 小五 彭麟惠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P5-10 小五 陳俊豪 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P5-11 小五 李倩兒 育賢學校 

P5-12 小五 蔡承熹 聖公會主愛小學 

P5-13 小五 張佑一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P5-14 小五 康卓爾 寶血小學 

P5-15 小五 曾厚睿 粉嶺公立學校 

P5-16 小五 馬詩晴 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P5-17 小五 郭裕彤 聖公會基德小學 

P5-18 小五 王琛俞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P5-19 小五 王友晴 育賢學校 

P5-20 小五 黃宇俊 育賢學校 

P5-21 小五 占靖 育賢學校 

P5-22 小五 沈霈𡉏 寶血會培靈學校 

P5-23 小五 李溟渤 聖保羅書院小學 

P6-01 小六 鄭可兒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P6-02 小六 區上哲 聖公會馬鞍山主風小學 

P6-03 小六 張梓優 北角循道學校 

P6-04 小六 陳庭軒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P6-05 小六 李凱恩 聖公會阮鄭夢芹銀禧小學 

P6-06 小六 張嘉琪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坪石) 

P6-07 小六 鍾詩慧 聖公會馬鞍山主風小學 

P6-08 小六 簡源珊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P6-09 小六 關伊晴 聖母無玷聖心學校 



P6-10 小六 姚昱初 華德學校 

P6-11 小六 邱馨妃 坪石天主教小學 

P6-12 小六 翁瑞霞 香港道教聯合會 

雲泉吳禮和紀念學校 

P6-13 小六 藍洛希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P6-14 小六 文雅漩 民生書院小學 

P6-15 小六 蔡婉婷 香港道教聯合會 

雲泉吳禮和紀念學校 

P6-16 小六 陳子諾 鐘聲學校 

P6-17 小六 王若語 柴灣角天主教小學 

P6-18 小六 曾顯程 漢華中學(小學部) 

P6-19 小六 張雅欣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一小學 

P6-20 小六 林顥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P6-21 小六 黃俊熙 柴灣角天主教小學 

P6-22 小六 羅振航 民生書院小學 

P6-23 小六 梁錫昆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