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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章  

2A 陳雅欣 趙嘉詠 周家駿 鍾佩君 葉傑彬 簡嘉怡 郭詠詩 林麗嬋 林芷清 劉展衡 李芷欣 梁曉蔚 梁可立 
李卓然 廖洛祈 盧子軒 馬詠詩 曾華鋒 葉慧琪 

2B 陳家傑 陳嘉瑩 鄭嘉敏 曹慧婷 鍾嘉穎 何靜宜 黎志鴻 劉 卿 李葦梓 梁梓茵 麥智聰 萬安婷 吳綺婷
謝慧嫦 徐美儀 黃泳欣 余德賽 

2C 鄭惠怡 秦詩雅 香翠華 黎荃名 林清茹 劉梓慧 劉詠珊 魏惠娟 王力加 黃渭鈴 楊淑婷  
2D 卜湘琳 陳寶如 張啟鴻 張明月 徐芷婷 郭灝勤 黎凱欣 林嘉儀 李志雄 李漢民 羅燕桃 呂鳳媚 麥寧峰 

潘善婷 溫倩鈺 王謹欣 黃思穎 袁小雲 
2E 陳林 陳順達 鄭樂敏 朱榮亮 鍾倩婷 江詠儀 郭鋒永 黎頌雯 李樂兒 梁文健 李 芳 呂浩文 吳爾琪

冼詠賢 蘇水華 杜樂羚 唐靜宜 謝照康 謝沛淇 徐燕雯 楊紫羚 楊偉發 姚國豪 
3A 陳詠婷 張嘉儀 張沛欣 劉勝歡 李嘉朗 李河婷 蔡漢榮 袁麗華 
3B 鍾敏華 呂文詩 黃家瑜 
3C 陳婉儀 劉嘉穎 謝詩敏 
3D 馮凱茵 劉曉輝 黃寶倫 黃子祥 
3E 何俊杰 黃桂芳 姚詠琪 楊凱欣 阮凱雯  

銅章  

3A 陳冠霖 陳泳珊 陳妍之 張皓瑩 蔡敏麗 蔡惠祥 黎湘茹 李凱鑫 廖淦棨 雷樂之 馬穎詩 蘇伊曼 黃早慧 
楊嘉傑 

3B 張海寧 郭劍南 劉康怡 麥彥殷 吳芷欣 唐振峰 謝潔心 黃文慧 
3C 周玉媚 鄭緯麟 蔡麗珍 全芷筠 李澧賢 麥耿榮 曾楚殷 
3D 陳少東 周駿宇 姜銀英 鄺境雄 李靖君 彭順易 潘志妙 冼麗詩 戴雅欣 譚淬嵐 黃韻茜 
3E 陳浩維 鄭泳瑜 張嘉琪 何雪兒 劉蘊妍 羅傑仕 李淑妍 廖汶琪 萬安詠 湯健雯 曾健華 曾永恩 原思欣 

黃麗微 王寶源 黃慧琴 
4B 譚稀文 王祖汶 
4E 陳佩珊 金文茂 高慧敏  

銀章 

 〔八仙〕         4A 李燕玲 4C 葉穎欣 
 〔少林功夫〕        4A 連鎮裕 4B 蔡鴻鍵 
 〔喪葬之儀〕        4A 袁明珠 4B 呂倩雯 4C 張常祥 關可欣 

4D 黃潤怡 
 〔中國姓氏〕        4A 鍾 敏 4B 李綺嫻 4D 何嘉欣 4E 陳靜盈 
 〔中國盆景〕        4A 許麗玲 劉桂芳 余連港 
 〔中國臉譜〕        4A 郭芷盈 4D 劉瑞如 鄧沛彥  

4E 陳健樂 鍾慧琪 黃第明 
 〔中國的婚姻習俗〕             4A 張倩彤  4B  梁泳雅   4D  麥秋榮 蘇珮琳 
           4E 吳兆羚 
   〔中國足球〕        5E 鍾寶賢 韓靜宜 吳斯斯 

〔山水畫〕        7A 蔡文威 麥盛豐 吳嘉倫 
 〔中西樂之比較及對時下青年的影響〕   7A 馮健欣 彭嘉郭 黃豪賢 
 〔中國婚姻制度〕       7A 周靜儀 劉靄兒 黃穎敏 
 〔從中國古代婚姻儀式及婚律看中國人的思想〕  7A 馮國傑 廖文斌 歐陽志堅 
 〔從中國傳統春節看中國人的吉凶思想〕   7A 許穎妍 林穎欣 胡懿琛 
 〔春節及元宵節的古與今〕     7A 賴嘉儀 林敏兒 張秀玲 
 〔從中國園林看中國人的性格〕     7A 盧日高 麥偉濤 吳凱宇 
 〔從中國與西方建築比較，探討雙方思想上之不同〕 7A 馮素妮 劉卓賢 羅小 袁麗珊 
 〔從古今家庭看宗族觀念的變遷〕    7A 江淑貞 羅玉如 明倩兒 
 〔從現代人的角度看中藥診斷法的科學性〕   7A 陳雲婷 鄭嘉敏 張翠娟 
 〔中國醫學〕        7S 陳威宇 梁瑞輝 鄧俊傑 
 〔中國古代女性服飾〕      7S 霍秀詩 葉慧儀 譚卓瑩 
 〔中國古代衣飾〕       7S 馮芝雲 李詩韻 周康樂 
 〔中國古代學術思想－道家〕     7S 劉家俊 宋紹聰 譚明熙 
 〔中國武術－太極〕       7S 葉卓偉 盧至諾 吳啟宇 
 〔中國飲食文化〕       7S 李淦民 呂康裕 馬鍬霞 
 〔針炙〕         7S 霍穎怡 侯穎嘉 張惠娟 
 〔中國傳統節日〕       7S 鄒智德 鍾偉強 曾兆持 
 〔中國傳統節日－盂蘭節〕     7S 鄭宜慧 劉婉珊 黃雪燕 
 〔中國學術思想〕       7S 陳錦怡 馮正禧 曾翠怡 黃瑞芝 
 

金章 

〔中國排球〕           5A 陳綺婷 馮春苗 伍婉文  5E 張麗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