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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度) 
 
木章  

2A  鄭 霓 張賜龍 張子豪 詹慧敏 方家駿 馮凱棋 郭子傑 林豐源 林浩瑋 劉翠珊 羅嘉敏 麥銘峰 莫陽敏 

吳劍輝 吳淑怡 吳紹瑜 宋穎詩 鄧詩敏 曾慶煒 蔡漢傑 黃麗華 楊凱琪 楊宇豪 

2B  鄭琪烽 郭瑞霖 黎靜怡 林立鋅 劉籌丹 劉皓怡 劉嘉麒 李 佳 廖文傑 老詠琦 吳美春 孫倩雯 唐志斌 

唐嘉慧 葉芷倩 余詠鈺 

2C  翟卓妍 陳阮玲 朱志霖 鍾嘉雯 鍾麗珊 何卓瑤 賴郁瑜 林志誠 劉志軒 羅英楊 李梓琦 李詠芯 廖佩暉 

伍振星 蘇嘉文 戴耀斌 曾嘉希 徐穎莉 葉善齊 葉懿德 

2D  陳景生 陳君怡 陳美芝 陳偉聰 鄭青 張芷婷 周宇軒 馮凱婷 何天熾 何天慧 何穎詩 韓敏嘉 甘煒鵬 

郭藹琳 林穎彤 劉梓敏 李夏妍 雷芷瑤 麥麗華 文惠玲 彭嘉雯 鄧凱文 湯志超 曾嘉豪 曾健明 謝安儀 

黃海澄 黃子榮 丘嘉豪 嚴俊宇 余家賢 

2E  陳曦彤 陳妞兒 陳錫言 鄭琪發 鄭雅兒 蔡雅茜 莊碧瑜 周美賢 秦婉雅 傅家健 侯安娜 金嘉明 林韻兒 

劉美岐 劉欣潔 羅錦東 梁瑋欣 雷芷瑩 鄧倩珩 曾凱琪 黃楚莉 黃翠盈 黃潁妍 邱璟清 楊嘉莉 嚴美盈 

葉祝茹 葉芷瑋 葉詠珊 余得米 

3A  陳彤 陳詩煥 李念恆 黃愛玲 王梓珊 袁國滔 

3B  鄭東綽 

3C  鄭永欣 梁俊賢 

3E  甘倩琪 

4B  張貴友 杜冠霆 

4D  卓麗瑩 張燕婷 黃翩翩 

4E  陳佩穎 陳詠儀 鍾駿兒 

 

銅章  

3A 蔡麗菊 李麗媚 尹璟璐 

3B 陳艷媚 張欣淇 黎穎瑜 羅嘉儀 馬家莉 巫寶瑩 莫芷琪 彭 

3C 譚楚欣 鄧靜兒 黃曉玲 黃慧賢 

3D 陳嘉 羅佩詩 蘇珮晴 

3E 鄺寶欣 李嘉儀 麥美榮 鄧凱齡 鄧穎敏 尹美玲 

4A 徐燕雯 

4B 簡嘉怡 劉詠珊 

4E 萬安婷 謝沛淇 謝慧嫦 

 

銀章 

[中國傳統婚姻]  4A 劉梓慧  4B 卜湘琳   4E 王力加 

[中國文化與服飾]  4D 溫倩鈺 葉慧琪 袁小雲 

[中國的少數民族(藏族、漢族、滿族)]   4E 林芷清 廖洛祈 

[中國書法]  4B 劉 卿 李漢民    4D 曾寶如 楊淑婷 4E 李葦梓 

[中國神話]  5C 陳少東 5D 鄭緯麟 5E 陳洛明 黃子祥 



[中國剪紙]  4B 何靜宜 4E 曹慧婷 

[中國傳統服飾]  4B 鍾嘉穎 4D 鄭嘉敏 

[中國女排]  5C 鄭泳瑜 何雪兒 5D 劉蘊妍 萬安詠 黃一洲  

5E 陳珮玲 蘇煒華 謝詩敏 

[十二星座與十二生肖比較]  7A 梁燕珊 翁小婷 

[中國古代兵器]  7A 朱成德 蘇志仁 

[中國姓氏]  7A 劉鈃澤 黃偉強   

[古國姓氏]  7A 李俊傑 譚紹德 

[中國建築]  7A 曾琴 黃偉雄 

[中國陵寢制度]  7A 梁慧明 余學玲 

[天文曆法]  7A 梁文詩 曾詠美   

[衣飾-「唐衣」]  7A 邱月華 楊甲冬 

[衣飾-「裙褂」]  7A 余慧詩 卓翠婷 

[建築-園林]  7A 鄺紹雯 伍婉文 

[書法]  7A 郭遠玲 劉菁兒 

[清朝皇帝服飾]  7A 章秀麗 鍾永恒 羅麗霞  

[喪葬]  7A 張珮文 譚穎嫻 

[儒家與馬克思思想]  7A 馮秀芳 李曉冰 

[藥膳]  7A 李淑賢 丘碧澄 

[中國山水畫]  7S 江俊曦 林子豪 

[中國天文]  7S 張麗芳 羅韋洛  

[中國天文]  7S 廖卓賢 袁逸康 

[中國古代婚姻與女性地位]  7S 盧毅豪 葉子豐 

[中國古代聖賢-孔子]  7S 梁倩婷 王家怡 

[中國的傳統故事]  7S 陳威雄 李家輝 

[中國音樂]  7S 陳俊傑 彭偉傑 黃偉業 

[中國書法]  7S 林俊杰 曾瑋麟 

[中國醫學-脈診]  7S 蔡麗敏 楊 雯 

[少數民族的服飾]  7S 古慧婷 曾金海 

[春節]  7S 鮑珈盈 張欣婷 

[香港教育制度能否體現儒家教育思想?]  7S 韓靜宜 嚴靄其 

[茶文化所受的影響]  7S 馮潔雯 姚凱莉 

[燈謎]  7S 何婷芝 李靜儀 

[韓非-法、術、勢]  7S 秦柏基 黃素娟 

  

金章 

〔中國古代體育-蹴鞠〕   5A 麥彥殷 5C 張嘉琪 

〔中國酒文化〕 5A 李凱鑫 5B 陳冠霖 5C 羅傑仕 5D 周駿宇 5E 曾健華 

〔中國傳統樂器-古箏〕   5A 冼麗詩 譚淬嵐    5D 黃韻茜 

〔茶．文化〕   5B 蔡麗珍 蔡敏麗 馬穎詩      5E 麥耿榮 黃早慧 

〔中國古代主食〕   5A 曾永恩 5C 李淑妍 湯健雯 曾楚殷 5D 張皓瑩 5E 原思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