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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章同學名單 

木章  
2A 歐亦渝 趙梓浩 鍾詠琪 馮菲  何洛嬈 許潔儀 李雪怡 梁芷澄 梁彥虹 廖健媚 勞偉賢 文裕卿 吳佩珊 

潘穎駿 辛佩怡 鄧佩琪 謝文俊 黃卓揚 黃翠珊 王力霖 楊家志  
2B 陳潤鈴 張嘉宜 周家俊 崔碧蓮 黃婉婷 劉健朗 羅諾銘 吳顯麒 魏金麗 鄧佩雯 王嘉怡 黃守正 楊子依 

葉嘉媛  
2C 歐冬瑤 陳承聰 陳詠欣 鄭韻怡 章嘉源 趙東宝 周兆聰 何晴煒 劉展華 李凱斯 梁文輝 羅灝津 呂思明 

陸嘉俊 麥子豪 吳曉霞 包穎東 譚佩君 譚旭芬 謝穎心 蔡淑詩 蔡詠欣 黃焌隆 黃樂瑤 黃詠琪 余嘉娸 
袁曉倫  

2D 區民傑 陳彩玲 陳鎮浩 鄭家泓 張綽婷 蔡敏珩 鍾承晉 鍾詠思 馮玉婷 何梓嘉 劉詠琪 梁嘉怡 李虹亮 
李碧瑜 麥凱堯 巫倬霆 莫德根 譚凱鍵 謝旭輝 黃曉純 余凱祺 

2E 陳俊偉 陳昱廷 蔡曉嵐 鍾璐兒 馮卓然 馮家曦 奚天愛 梁心悅 梁穎琪 練家享 盧穎琪 徐慧釗 黃婷牽 
王悅兒 殷雪明 楊蕙因  

3A 陳容  鄭家俊 周盈盈 梁學倩 李露霏 譚茜之 譚兆峰 曾子棋 曾燕玲 黃展樂 
3B 歐浩賢 黎錦雯 
3C 歐穎婷 陳嘉尹 方文君 許雅婷 林敬恩 劉芷欣 羅煥銦 麥梓健 邵樂瑤 蔡嘉慧 
3D 陳卓盈 郭晉煒 林怡廷 李樂怡 廖澤洭 余家健 
3E 歐嘉敏 陳嘉豪 鍾詠茵 葉慧賢 劉思賢 李安  李芷澄 李文琪 李敏棋 凌晨  徐倩怡 
4D 黃翠敏 葉卓琳 

銅章  
3A 陳康彥 朱傑羚 何嘉麗 鄺曉彤 黎咏媛 陶慧君 
3B 陳卓盈 陳巧兒 陳嘉麗 鄭慧芯 張詠琳 張日新 蔡穎晴 葉海怡 柯俊霓 劉穎琪 李其軒 李慧敏 馬穎琳 

馬詠詩 麥詩華 文琬婷 潘望瀧 岑晉琳 王曉盈 黃凱涂 
3C 陳詩琪 陳詩儒 鄭詠文 范舒琪 羅光華 駱健悅 馬潔明 文泳妍 莫慧琳 梅凱婷 彭樂彤 冼飛燕 謝煥兒 

黃桓林 嚴泳 
3D 鄭慧妍 劉詠霖 
3E 侯浚偉 梁慧心 
4A 何楚玲 蕭爾鎬 黃麒瑋 
4B 陳家樂 陳嘉儀 
4C 蔡依婷 霍穎怡 楊詠愉  
4D 陳思敏 錢麗安 蔡程月 林紫心 劉韵怡 潘慧棋 蘇美玲 徐德華 
4E 許宇寧 關穎君 鄧菀喬 曾詠珊 葉錦詩 余朗晴  

銀章 
[中國民族服飾]      4B 黃鎮浩 4C 李萬誠 
[中國百家姓]      4E 徐嘉慧 5E 熊韻瑤 
[中國古代名人]      4D 頴陳 琳 5D 寳鍾 欣 莹關敏  羅慧怡 李倩蘅 
[中國古代玩意及其演變]     5A 吳旨晴 吳梓豪 滙黃   5E 何英揚 
[中國人的性別角色]      5A 葉子承 5D 陳毓淇 張毅豪 5E 黎天賜 
[中國飲食文化]      5A 周永祺 許子健 黃嘉豪 余德雄 
[中國語言及方言]      5A 陳綺伶 張倩瑜 楊詠文 5B 黃佩雯 5E 郭文婷 蘇文熙 
[清朝皇帝生活]      5B 陳大銘 李美怡 李爾諾 葉啟文 
[中國傳統服飾]      5D 鄺穎儀 黎卓華 
[中國古代五大歷史謎團]     5B 張浩輝 林昀洛 吳鎮隆 吳家昊 譚兆聰 黃健星 
[中國茶文化]      5D 周美儀 傅希琳 
[中國動態藝術－舞蹈]     5D 黃詠欣 葉婉鑫 袁綺雯 
[中國古代服飾]      5D 王麗卿 楊亞茜 
[國父－孫中山]      5E 鄭銘忻 鄭偉杰 
[中國古代天文曆法]      7A 陳思穎 彭穎賢 潘智玲 
[中國古代婚姻]      7A 陳嘉敏 黃芸笙 
[中國古代教育]      7A 陳詩寧 李恩霖 
[中國古代文學]      7A 蔡嘉業 鍾達威 黃文聰 
[古代器物]       7A 陳嘉信 陳京琳 鄭寶曼 黃伊琪 
[中國古代醫學－針炙]     7A 洐黎彥  吳愷愉 潘紹儀 
[中國古代藝術]      7A 鄭羨霖 揭鳳婷 林佳儀 
[道教]       7A 李惠珊 黃可圖 黃少珊 
[中國古代名著－紅樓夢]     7S 陳穎樟 梁安瑩 謝婉羚 
[中國古代宗教]      7S 張婉琪 黎思嘉 伍卓熹 
[中國古代科學－醫學]     7S 李祖良 莫文韜 邱家愉 
[中國古代教育－學校、選舉及教育制度]   7S 李堂斌 彭桂勇 葉岳暾 
[中國古代器物－錢幣]     7S 張浚琛 蔡楚航 黃思行 
[中國古代學術思想－儒家及新文化運動]   7S 鍾焯堯 吳綺桃 譚佩盈 
[中國傳統建築]      7S 陳玉珊 梁穎儀 
[中國傳統習俗－喪葬]     7S 羅治輝 李嘉豪 吳根雄 
[中國傳統節氣]      7S 黎廣柱 羅偉強 勞俊豪 吳景輝 

金章 
[中國剪紙藝術]      5A 鍾志鏗 5D 陳啟聰 5E 尹智綸 
[中國傳統寺廟－論中國宗教思想]    5A 陳浩昇 陶振明 5B 古澤彥 沈煒倫 5D 張熾盛 
[中國古代神話傳說]      5B 何麗欣 5C 黃靖媛 5D 梁敏婷 葉思穎 5E 周曉瑩 
[中國民間藝術]      5B 鄭倩婷 甘卓濡 蘇詠彤 5C 梁詠琛 
[中國百家姓]      5A 張家燕 5B 林望樂 唐佳敏 余敏熹 5D 陳詠欣 5E 李婉婷 
[中國的世界遺產]      5B 鄭凱而 5D 蔡敏婷 鍾敏兒 關慧芯 
[中國茶道文化]      5A 劉景行 5D 楊倚晴 5E 㼆蕭 盈 
[中國少數民族]      6B 黃佩珊 6E 張家茵 蔡倩儀 黎美思 巫青穗 袁靄儀 
[中國民間剪紙藝術]      6D 陳栩婷 李素秋 6E 王允佑 
[中國剪紙]       6B 黃麗恆 胡穎琪 6D 黃苑玲 6E 梁穎寶 
[中國罕有姓氏]      7A 歐嘉瑤 李宛螢 蘇美琪 
[中國古代學術思想]      7A 周芷儀 劉愉康 徐麗欣 
[中國古代姓氏名號]      7S 張淑儀 莊展鈞 利永行 梁依玲 楊雅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