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獎項 學校 姓名
鏡平學校(中學部) 吳麗韻

培正中學 霍思霖

澳門工聯職業技術中學 吳俊軒

濠江中學 陈靖彤

培正中學 HO TENG HIM

澳門工聯職業技術中學 胡美賢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 蕭仲愷

氹仔坊眾學校 汪旻琦

澳門工聯職業技術中學 蘇詩琪

濠江中學 蔡卓江

濠江中學 黃曉瑩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黃婥伊

鏡平學校(中學部) 蔣昊臻

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 黎敏姿

澳門工聯職業技術中學 黃家明

氹仔坊眾學校 程子殷

濠江中學 陳梓菁

澳門工聯職業技術中學 练炜烨

培正中學 郭梓晴

澳門工聯職業技術中學 蔡曉君

序號 學校 姓名
1 聖羅撒英文中學 林曉妍

2 濠江中學 譚慧芳

3 菜農子弟學校 卓家祺

4 鏡平學校(中學部) 黃婉瑩

5 澳門工聯職業技術中學 任梓俊

6 培正中學 陳柏諭

7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陳婷

8 鏡平學校(中學部) 余楚津

9 培正中學 潘子健

10 培正中學 鄺漢俊

11 鏡平學校(中學部) 關少霞

12 濠江中學 彭子滔

13 鏡平學校(中學部) 林錦濠

14 濠江中學 梁曉鵬

15 濠江中學 王裕岷

16 培正中學 魏智誠

17 濠江中學 周梓茵

18 鏡平學校(中學部) 羅嘉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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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濠江中學 阮星雨

20 濠江中學 伍志恆

21 鏡平學校(中學部) 施子健

22 培正中學 關泳棋

23 新華學校 洪兆維

24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張源曦

25 澳門工聯職業技術中學 胡奋雄

26 澳門工聯職業技術中學 凌锡鹏

27 培正中學 何昊

28 澳門工聯職業技術中學 蔣錦茹

29 粵華英文中學 何柏翹

30 澳門坊眾學校 劉荷顯

31 培正中學 李泓熙

32 培正中學 馮逸賢

33 澳門工聯職業技術中學 黃卓政

34 濠江中學 劉彥臻

35 澳門工聯職業技術中學 歐陽家寶

36 新華夜中學 陳結寶

37 新華夜中學 賴國英

38 聖羅撒英文中學 Wong Chi Cheng

39 鏡平學校(中學部) 劉靖雯

40 澳門工聯職業技術中學 郭浩基

41 培正中學 吳曉汶

42 澳門工聯職業技術中學 康煜晓

43 澳門工聯職業技術中學 劉宴鴻

44 培華中學 梁銘暉

45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葉盈芝

46 庇道學校 區偉恆

47 濠江中學 林珈伊

48 東南學校-中學部 陳懷穎

49 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 鄭悅子

50 海星中學 馬泳恩

51 培正中學 陳柏言

52 聖保祿學校 陳煒麟

53 澳門工聯職業技術中學 龔梓豪

54 濠江中學 楊梓琳

55 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 熊潔瑤

56 濠江中學 謝宗霖

57 澳門工聯職業技術中學 張子茵

58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林芷儀

59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蕭迪汶

60 澳門工聯職業技術中學 黃嘉熙

61 澳門工聯職業技術中學 黃國軒

62 澳門工聯職業技術中學 何嘉駿

63 澳門工聯職業技術中學 吳梓軒

64 澳門工聯職業技術中學 吳海暉



65 澳門工聯職業技術中學 叶梓进

66 嘉諾撒聖心中學 張葆雪

67 培正中學 源卓穎

68 培正中學 戴卓妍

69 濠江中學 郑凯文

70 粵華英文中學 容千洋

71 澳門工聯職業技術中學 關家愉

72 濠江中學 黃學鋒

73 氹仔坊眾學校 危倩儀

74 培正中學 伍行知

75 濠江中學 黄洁楹

76 鏡平學校(中學部) 李茵淇

77 濠江中學 陈嘉坭

78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黃樂瑤

79 鏡平學校(中學部) 吳家瑜

80 廣大中學 陳詩穎

81 新華學校 黎心瑤

82 鏡平學校(中學部) 陳日明

83 澳門工聯職業技術中學 柯衍嵐

84 濠江中學 嚴桂馨

85 陳瑞祺永援中學（分校） 梁婉婷

86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徐奇慧

87 澳門工聯職業技術中學 梁婉珊

88 培正中學 李泳湘

89 粵華英文中學 容梓雅

90 澳門工聯職業技術中學 鍾永恒

91 鏡平學校(中學部) 林梓峰

92 新華學校 林子楊

93 澳門工聯職業技術中學 黄勇明

94 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李耀輝

95 澳門工聯職業技術中學 周睿芝

96 培正中學 郭芷璿

97 澳門工聯職業技術中學 陈桐宇

98 澳門工聯職業技術中學 楊嘉成

99 鏡平學校(中學部) 馮舒琪

100 新華學校 陈淑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