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電「魔力橋大賽」
CEM Rummikub Competition

參賽名單 Admission List

中學組 / Middle School Group

#
學校名稱 / 

Name of school

1 學生姓名 / 

Name of student

2 學生姓名 / 

Name of student

3 學生姓名 / 

Name of student

4 學生姓名 / 

Name of student

1 陳瑞祺永援中學 周X怡 江X晴 林X晴 李X韻

2 聖保祿學校 顧X軒 許X豪 盧X翔 蕭X豪

3 嶺南中學 陳X駿 張X榮 余X浩 王X成

4 中葡職業技術學校 區X銘 郭X浩 梁X輝 張X燊

5 聖羅撒英文中學 Chow X Leng Ho X I Ng X Ieng Zhang X U

6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三校 古X賢 譚X琳 李X一 鄧X輝

7 新華學校 陳X麗 陳X瑤 林X瑜 楊X珍

8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六校（中文部） 王X媚 黃X茹 胡X晴 梁X翔

9 澳大附屬學校 陳X欣 陳X瑤 楊X霖 尤X軒

10 菜農子弟學校 梁X宇 伍X維 韓X裕 潘X豪

11 教業中學 梁X輝 勞X杰 歐X華 張X漢

12 培華中學 邱X龍 陳X釗 林X康 許X遵

13 澳门勞校中學 傅X琛 楊X修 魏X晴 王X遠

14 澳門工聯職中 袁X濠 何X駿 練X燁 馮X榮

15 澳門浸信中學 高X林 呂X豪 陳X堯 蔡X偉

16 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 馮X悅 劉X晴 劉X柔 沙X雅

17 化地瑪聖母女子學校 楊X熙 黃X怡 張X芝 吳X祈

18 氹仔坊眾學校 鄧X盈 伍X源 張X迪 鄭X兒

19 東南學校 朱X庭 藍X敏 徐X鈺 許X妤

20 澳門中華總商會附設青洲中學 邵X恒 黃X銘 凌X宇 林X宇

21 利瑪竇中學 何X民 黃X聰 鍾X亮 許X薰

22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李X欣 周X琳 李X螢 余X君

23 鄭觀應公立學校 趙X飛 呂X軒 莫X滔 何X晴

24 高美士中葡中學 趙X忠 Espiritu X Adarlo 張X瑩 黃X琦

25 勞校中學 張X揚 洪X熺 黃X軒 孫X豪

26 The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Macao 梁X峰 季X恆 劉X熙 李X希

27 庇道學校 湯X俊 李X泓 孫X健 黃X權

28 培正中學 李X揚 鍾X翔 鄧X希 陳X軒

29 嘉諾撒聖心中學 莊X恩 施X妍 何X詩 宋X樂

30 慈幼中學 王X光 葉X楠 曾X樂 羅X謙

31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劉X萱 俞X昊 李X軒 李X欣

32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第五校) 梁X樺 戴X璟 黃X琳 岑X俊

33
Saint John de Brito School - English 

Section
ALFAXXX BELZA LLANTEXXX TOMAS SALINDXXX GUZMAN ZINAMPXXX OLLET

34 廣大中學 盧X祺 黃X濤 黎X林 歐X嵐

35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英文部） He X Kit WoXX Lei LXg HXm

36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六校（英文部） 薛X晴 黃X婷 陳X樂 陳X怡

37 鏡平學校中學部 李X權 鄭X希 陳X飛 譚X煊

38 粵華中學 蔡X鋒 劉X易 林X熹 羅X豪

39 化地瑪聖母女子學校 何X晴 余X桐 趙X敏 陳X寶

40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六校（中文部） 馮X桐 談X廷 李X悦 黃X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