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獎項 學校 姓名
氹仔中葡學校 葉津

培華中學附屬小學暨幼稚園 黃昊綸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黎詩雅

新華學校 陈欣妍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胡竣然

培華中學附屬小學暨幼稚園 張衍霖

教業中學 (分校) 歐陽嘉謙

鏡平學校(小學部) 歐陽慶中

教業中學 (分校) 高煒姍

鏡平學校(小學部) 吳家晴

聖家學校 王時樂

氹仔中葡學校 Enriquez Callista Bianca Macabenta

聖善學校 謝安琪

氹仔坊眾學校 林鎧鋒

鏡平學校(小學部) 許瀚傑

鏡平學校(小學部) 林隼賢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崔孝謙

新華學校 李思鈺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吳晞彤

鏡平學校(小學部) 彭皓楠

序號 學校 姓名
1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黃致燊

2 鏡平學校(小學部) 郭敏琦

3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董智健

4 鏡平學校(小學部) 何柏鍵

5 鏡平學校(小學部) 孫卓翹

6 教業中學 (分校) 徐寶儀

7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毛嘉希

8 鏡平學校(小學部) 王子燁

9 新華學校 李偉健

10 澳門坊眾學校 陳嘉瑤

11 鏡平學校(小學部) 周樂滔

12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梁佩敏

13 鏡平學校(小學部) 梁濼然

14 鏡平學校(小學部) 洪柏濤

15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甘志謙

16 鏡平學校(小學部) 陸弘熺

17 氹仔中葡學校 Hufana Jashlie Chloe Padilla

18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晏梓清

19 菜農子弟學校 蔡浩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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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鏡平學校(小學部) 黃浚渝

21 新華學校 蔡梓怡

22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蔡傑安

23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聶梓滔

24 鏡平學校(小學部) 戴博悠

25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梁心怡

26 教業中學 (分校) 滕宁

27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譚智峰

28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葛香佚

29 鏡平學校(小學部) 劉逸朗

30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薛曉淇

31 同善堂中學(日校) 袁軒豪

32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鄭閱晴

33 鏡平學校(小學部) 吴嘉钦

34 鏡平學校(小學部) 譚昕妮

35 聖家學校 蔡卓賢

36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陳俊豪

37 澳門坊眾學校 王綺雯

38 菜農子弟學校 邓依婷

39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何晴嵐

40 菜農子弟學校 陳宛琳

41 聖家學校 黃愷琪

42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何锦桦

43 鏡平學校(小學部) 鄭銘宜

44 聖家學校 陳銘希

45 鏡平學校(小學部) 吳承軒

46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梁梓俊

47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李尚俊

48 鏡平學校(小學部) 阮子悠

49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劉栩恆

50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李苑珊

51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何梓乐

52 新華學校 楊智誠

53 培正中學 林恩濔

54 北區中葡小學 張慧恩

55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陳宇軒

56 教業中學附屬小學暨幼稚園分校 何柏賢

57 鏡平學校(小學部) 凃逸謙

58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麥銘樺

59 鏡平學校(小學部) 陳卓穎

60 鏡平學校(小學部) 李泳童

61 菜農子弟學校 黃杉瑜

62 聖德蘭學校 盧恩琦

63 鏡平學校(小學部) 歐陽子晴

64 鏡平學校(小學部) 林皓陽

65 鏡平學校(小學部) 馮子悠



66 菜農子弟學校 劉嘉燊

67 鏡平學校(小學部) 歐陽毅康

68 鏡平學校(小學部) 廖梓妍

69 鏡平學校(小學部) 毛元君

70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林沛澄

71 鏡平學校(小學部) 周子翔

72 新華學校 葉嘉杰

73 北區中葡小學 凌寅盈

74 鏡平學校(小學部) 李心妤

75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歐陽溱

76 培正中學 黃綽琳

77 鏡平學校(小學部) 王日朗

78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黃家俊

79 菜農子弟學校 黃思愷

80 鏡平學校(小學部) 李玄博

81 聖家學校 張銘軒

82 鏡平學校(小學部) 柯鎮隆

83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吴燦

84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黄子鹏

85 鏡平學校(小學部) 李晴妤

86 鏡平學校(小學部) 楊俊禧

87 鏡平學校(小學部) 李芷澄

88 培正中學 溫凱琳

89 氹仔中葡學校 梁梓浩

90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李斯颖

91 鮑思高粵華小學（中文部） 鍾君彥

92 沙梨頭坊眾學校 黃敏芝

93 鏡平學校(小學部) 張俊榮

94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中文部) 周博熙

95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叶美如

96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鄧穎霖

97 嘉諾撒聖心中學 張馨文

98 菜農子弟學校 陳耀沖

99 聖保祿學校 王鴻駒

100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古立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