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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章  
2A 張常祥 符傳敏 何健婷 何偉儀 許鋆肇 洪寶琳 葉穎欣 江芷恩 賴信謙  

李燕玲 梁泳雅 呂倩雯 沈艷君 曾志成 
2B 陳健樂 陳利紅 周文輝 張志豪 張倩彤 鍾慧琪 何嘉欣 洪麗儀 金文茂 郭芷盈 林穎欣

劉桂芳 李嘉儀 李金泰 連鎮裕 廖穎琪 莫聰敏 鄧沛彥 王潔綾 黃少榮 黃第明 王瑋嵐
袁明珠 劉嘉茵 黃展曦 

2C 蔡熲緩 蔡詠儀 馮錫江 許麗玲 簡海暉 鄺慧愉 劉瑞如 曹 炬 蔡鴻鍵 
2D 陳靜盈 陳倩桐 陳伊琪 鍾 敏 鄺惠瑜 林智傑 李恩慈 李綺嫻 馬嘉遜 馬斯宇 吳兆羚

吳兆麟 吳偉倫 安淳美 戴佩玲 黃曉彤 黃思憲 黃潤怡 
2E 蔡志暉 徐詩敏 關可欣 郭穎心 羅豪榮 梁嘉俊 廖麗媚 盧凱婷 麥秋榮 巫寶珠 吳文杰

彭錦榮 蘇珮琳 曾 摯 姚志成 余連港 蕭嘉亮 曾惠詩 
 林曉筠  
3A 陳靖儀 張彥霞 曹嘉宥 霍寶雯 林麗萍 溫珮斯 鄭穎芝 
3B 秦柏基 韓靜宜 郭遠玲 黎振榮 梁倩婷 李靜儀 盧家麗 呂倩雯 麥廣森 蔡麗敏 王家怡

黃素娟 葉盛偉 余學玲 羅韋洛 
3C 陳美寶 陳倩怡 陳梓珊 林宛澄 凌穎怡 廖維東 林子豪 曾金海 王冬慧 
3D 陳振文 張欣婷 鄺紹雯 羅小芬 文曉華 吳斯斯 譚鍵樂 譚穎嫻 嚴靄其 
3E 陳曉璇 陳佩伶 張仲琪 鄒慧珊 許嘉欣 羅嘉麒 麥翠瑩 黃鈺芳 
 
銅章    

3A 鄭潔鈴 蔡少琴 朱淑嫻 
3B 陳嘉玲 陳綺婷 馮潔雯 李文錫 莫希雯 伍婉文 曾穎琴 韋心愉 
3C 詹綽綾 呂曉嵐 吳偉斌 
3D 陳家暉 張麗芳 鍾寶賢 馮春苗 林俊杰 黃秋風 黃肖珍 
3E 陳麗婷 陳達娜 黎嘉雯 莫沅樺 
4C 王瑞琪 

 
銀章 

[中國曆法〕      7A 胡偉全 丘兆康 田敬賢 
[中國婚姻習俗]     7A 何樂而 李正君 尹淑珍 葉家雯 
[中國婚姻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7A 徐麗珠 謝翠茹 劉家美 
[中國傳統節日]     7A 麥盈盈 姚慧雅 馮荃兒 
[中國古代科學之重要發明及發現]  7A 陳駿賢 劉俊仁 吳普迪 
[中國學術思想─ ─ 儒家思想]  7A 蕭開宏 李邵霆 葉啟良 
[春節及中秋節]     7A 房麗娟 方律雯 潘綺莎 
[中國傳統節日]     7A 譚少君 譚少英 湯家慧 
[中國古代藝術─ ─ 陶瓷]   7A 何絲燕 楊靜賢 黃鑫雅 
[中國古代衣飾]     7A 周麗紅 劉穎雯 王慧儀 
[中醫]      7S 陳嘉騂 梁家維 
[中國古代飲食─ ─ 茶]   7S 張仲恩 葉麗詩 吳凱莉 
[中國傳統婚姻習俗]    7S 陳 瑋 梁展鴻 賴永謙 
[中國傳統節日]     7S 陳嘉欣 文綺琪 楊凱欣 
[中國文化專題報告─ ─ 姓名]  7S 沈君宇 吳志超 
[中國古代天文、曆法及傳統節日起源] 7S 歐寶文 李可欣 郭善恆 
[四大發明]      7S 何禮軒 賴文杰 梁紹基 
[中國思想─ ─ 儒家、道家]  7S 葉舜賢 張海健 
[中國婚姻與現代婚姻]   7S 仇翠琳 劉燦燊 黃文麗 
[春節]      7S 關慧珍 蘇卓蓮 潘纙莎 邱曉薇   
[國粹]      4C 郭蘊盈 彭英淇  4E 曾毅鋒  
       4A 黃智君    4D 王艷玲 
[中國園林建築]     4E 翟鎮邦 漆朗婷  4A 李淑明  
       4D 蕭楚汶 王麗芳 
[中國歷代服飾]     4B 鄭惠莉    4D 張麗華 
       4E 張敏瑩 羅倩文 
[中國貨幣史]   5A 盧日高 吳凱宇  5B 趙鈺枝 張潔瑜   

5D 宋紹聰 
[國劇藝術]      4D 葉上瑩    4E 郭凱瑩 

 
金章 

[中國古代衣飾]     5B 馮俊慧 明倩兒 冼詠薇 江淑貞 
       5D 宗潔梅 
[中國喪葬禮儀]     5A 胡懿琛 5B 鄭嘉敏 5D 李詩韻  
       5E 曾翠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