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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章同學名單 

木章 
2A 羅家美 陳仲熙 陳泳楠 鄭家行 莊嘉兒 馮寶儀 高康博 顧梓朗 郭鳴茱 劉皓晴 劉思圓

 李心祈 梅文樂 彭琛妍 黃蘊妍 謝錦恩 黃嘉慧 黃梓豐 黃蔚嵐 黃穎芊 黃榆淳 丘銘倩 

2B 陳嘉穎 陳廷軒 張俊諾 張芷珊 詹澤延 馮穎妍 葉宛筱 郭曉欣 黎柏希 林志堅 林穎詩

 劉  昇 李湘怡 梁嘉榮 李皓朗 李琛瑜 李梓瑩 雷家怡 麥仲珩 莫穎璇 吳仲弘 岑朗軒

 戴梓萍 鄧凱庭 唐港昊 曾潔兒 楊紫珊  

2C    陳凱婷 陳芷穎 鄭肇謙 張曉雯 張詠琳 趙雋弘 蔡澤基 何樂彤 何諾文 禤引仟 林鈞鴻

 劉頌奎 劉凱健 劉翠彤 羅浩文 梁朗傑 梁穎芝 呂詠欣 彭希堯 潘㮾晴 譚曉雯 譚嘉豪

 蔡子怡 黃希桐 黃美嘉 黃芷盈 葉景樺 

2D 陳熙霖 陳梓浩 陳潤生 鄭紫晴 張藝禧 趙曉風 趙子豪 蔡俊希 許洛琳 高曉雲 林嘉瑜

 劉翠媚 陸贊康 吳韋怡 沈在悠 鄧勵名 鄧逸熙 杜詠嵐 黃紫晴 胡文睿 葉諾陶 姚稀嵐

 袁澧澧 

3A 鄭曉穎 葉家富 李穎妍 吳韋欣 吳穎婷 王韻晴 

3B 陳煒茼 周昀蔚 鐘惠瓊 葉卓泓 古樂彥 黎  晴 李珀希 鄧紫翹 曾梓旻 黃穎怡 

3C 陳可頤 莊樂詠 關子禧    賴紀欣 羅玉潔 黃栢姸 

3D 陳思澄 陳曜軒 程慧瑜 鍾  穎 馮玉琪 何沛盈 葉詠琳 郭叙言 黎丞汧 劉思韻 李凱琳

 吳嘉怡 彭智軒 冼卓諵 王浩文 胡芷澄 

4D 歐陽鳳兒    黃彥珊      梁漪穎 

銅章 
3B 黎倍恩 

3C 王慧深 張  琴 

4A 麥穎琛 

4B 陳曉澄 陳樂懃 陳尚禧 朱智賢 黃婉玲 林遠同 羅倩婷 李皓澄 梁傑麟 吳嘉熙 吳玉婷

 戴佳穎 謝婷仿 黃宇希 

4C 陳安儀 張鶴慧 戚詠琦 何緯軒 葉靜然 羅其彥 鄧俊謙 杜永和 黃祉弢 

4D 陳禧晴 關嘉盈 賴珮盈 劉冰如 梁嘉恩 袁雅儀 

銀章 
[靜態藝術] 趙梓浩(5A) 何朗為(5A) 許潔儀(5A) 奚天愛(5A) 梁嘉怡(5A) 葉鑫灝(5A) 

[中國歷史人物傳記–毛澤東] 謝永龍(5A) 吳思捷(5C) 

[林則除] 陳振邦(5A) 車民傑(5A) 吳錦澎(5A) 潘穎駿(5A) 蘇雋傑(5A) 

[儒家思想] 馮玉婷(5A) 李雪怡(5A) 麥嘉琳(5A) 溫嘉兒(5A) 魏曉瑩(5A) 王悅兒(5A) 

[中國傳統節日–農曆新年]  黃婷牽(5A) 陳潤玲(5D) 梁穎怡(5D) 李碧瑜(5D) 王嘉怡(5D) 

[中國古代酷刑] 阮樂兒(5A) 陸嘉俊(5B) 楊蕙因(5D) 

[中華傳奇人物–孫中山]  區民傑(5B) 周家俊(5B) 梁穎琪(5B) 譚靖楠(5B) 譚凱鍵(5B) 黃焌隆(5B) 

[慈禧太后] 鄭韻怡(5B) 麥子豪(5B) 蔡詠欣(5B) 王子維(5B) 

[中國古代建築]  簡致旻(5B) 李柏言(5B) 李皓怡(5B) 

[中國古代建築–清代故宮]  李凱斯(5B) 吳頴愉(5B) 黃穎童(5B) 羅灝津(5C) 

[中國節日] 章嘉源(5B) 蔡鑫權(5B) 周兆聰(5B) 郭家榮(5B) 謝旭輝(5B) 包穎東(5E)  

[書法] 歐亦渝(5B) 謝穎心(5B) 

[中國傳統節日習俗與文化] 鄭慧芯(5B) 黃樂瑤(5B) 

[中國婚嫁] 朱志敏(5B) 譚佩君(5B) 黃楚堯(5B) 蔡淑詩(5E) 

[中國傳統習俗] 鍾詠思(5B) 馮  菲(5C) 

[盂蘭節] 廖德文(5B) 陳俊偉(5C) 陳昱廷(5C) 蔡俊軒(5E) 孔維章(5E) 

[中國傳統節日–盂蘭盆節] 鍾璐兒(5C) 廖健媚(5C) 魏金麗(5C) 

[中國傳統婚禮習俗] 何洛嬈(5D) 梁芷澄(5D) 葉嘉媛(5D) 

[慈禧太后人物傳記] 劉美雅(5D) 李佩欣(5D) 辛佩怡(5D) 黃詠琪(5D) 胡銘潔(5D) 

[孫中山之研究] 陳彩玲(5E) 陳鎮浩(5E) 余凱祺(5E) 

[中國醫學] 鄭家泓(5E) 潘璟誼(5E) 貝梓豪(5E) 

[中國歷史人物–秦始皇] 張斈瑜(5E) 吳佩珊(5E) 佘凱玥(5E) 徐慧釗(5E)  

[中國傳統節慶-節日逐漸式微對中華文化的影響] 陳卓盈(6A) 鍾孝良(6A) 李樂怡(6A) 梁可欣(6A) 董穗淇(6A) 

[中國傳統思想–儒、法、道各家的研究] 周梓偉(6A) 江志森(6A) 林偉量(6A) 吳家橋(6A) 潘明生(6A) 謝啟謙(6A)  

[鄭和對中國地位的影響] 陳展昇(6B) 陳子豐(6B) 鄭烱城(6B) 劉奇翰(6B) 

[中國傳統節日–春節] 黎錦雯(6B) 鄧采怡(6B) 

金章 
[中國音樂–樂器] 黃翠珊(5A) 鄧佩琪(5B)  

[法家的興起和衰落] 趙東宝(5B) 劉展華(5B) 梁文輝(5E) 

[中國傳統節日]  馮家曦(5B) 謝文俊(5B) 

[宦官在中國歷史上的社會地位及影響] 何晴瑋(5B) 陳詠欣(5E) 蔡曉嵐(5E) 吳曉霞(5E) 余嘉娸(5E) 

[中國古代十大酷刑] 簡穎琦(5D) 卓雪晴(5E) 

[中華飲食文化]  練家享(5D) 劉詠琪(5E) 梁彥虹(5E) 

[民俗、風俗、民間信仰、節日] 陳嘉玉(6A) 張雪楣(6A) 范舒琪(6A) 林怡廷(6A) 吳家怡(6A) 

[中國二十四節氣] 彭樂彤(6A) 林敬恩(6B) 殷慧珊(6B) 蕭翠萍(6E) 

[中國靜態藝術–建築]  陳金駿(6B) 鄭家俊(6B)  

[中國節日–盂蘭節]  方文君(6B) 黎咏媛(6B) 譚茜之(6B) 曾子棋(6B) 梅凱婷(6C) 

[中國十大酷刑] 蔡嘉慧(6B) 王曉盈(6B) 楊煒琳(6D) 

[茶的流傳與中國人對茶的看法] 陳嘉尹(6B) 蔡穎晴(6B) 許雅婷(6E) 羅煥銦(6E) 李慧敏(6E) 梁學倩(6E) 

[莊子研究] 陳康彥(6D) 莫梓鏗(6D) 譚兆峰(6D) 李卓彥(6C) 張俊榮(6E) 

[中國傳統婚嫁]  葉海怡(6D) 李羽桐(6D) 文泳妍(6D) 曾燕玲(6D) 徐倩怡(6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