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塔石藝墟》手作坊錄取名單 
 

 

獲錄取者將收到錄取及繳費通知短訊。錄取者請帶同錄取通知短訊及身份證，

於 11 月 8 至 12 日（星期五、六、日及星期二：早上八時至晚上八時；星期一：

下午二時至晚上八時）前往澳門中央圖書館（塔石廣場）及氹仔圖書館（中央

公園）繳交手作坊費用澳門幣 50 元，逾期未交費者視為放棄錄取資格。上課

時務必帶備收據及本人之身份證並向工作人員出示作實。 

 

若錄取者未能於上述時間前往圖書館交費，可交由他人代交費用。代辦人請帶

同錄取者的錄取通知短訊及錄取者的身份證（正本、副本或電子版本），於上

述時間及地點繳交手作坊費用。 

 

 
O participante deve pagar um taxa de inscrição de MOP50 no período entre 8 

e 12 de Novembro, apresentando a SMS e o seu BIR. Informação sobre o 

pagamento - Horário: 08:00-20:00 (3ª, 6ª, Sáb e Dom); 14:00-20:00 (2ª). Local: 

Biblioteca Central de Macau (Tap Siac) e Biblioteca da Taipa. Em caso de 

atraso no pagamento, os sorteados perderão o direito à inscrição. Para 

participar nos workshops, todos os inscritos deverão apresentar o respectivo 

recibo de pagamento e o bilhete de identidade. 

 

Selected participants must pay registration fees (MOP50) at the Macao 

Central Library (Tap Siac) and Taipa Library (Central Park) from 8 to 12 

November, upon presenting the SMS and their identity cards. Opening hours: 

8am to 8pm (Friday, Saturday, Sunday and Tuesday); 2pm to 8pm (Monday). 

Those who fail to pay the fees before deadline will be regarded as giving up 

admission. Participants are required to bring their payment receipts and 

identity cards when they attend the workshops. 

 



錄取

序號
手作坊名稱 獲錄取者姓名

1 盆景小森林 鄭淑萍

2 盆景小森林 戴瑗

3 盆景小森林 溫庭昊

4 盆景小森林 鄧景謙

5 盆景小森林 黃健新

6 盆景小森林 王燕盈

7 盆景小森林 潘穎楓

8 盆景小森林 鄧景淘

9 盆景小森林 歐陽凱艷

10 盆景小森林 紀盈鑫

11 盆景小森林 潘潔雯

12 盆景小森林 歐陽麗霞

13 盆景小森林 羅霈芝

14 盆景小森林 劉澔叡

15 盆景小森林 林婷婷

16 盆景小森林 黎順文

17 盆景小森林 蘇梓甯

18 盆景小森林 何綽琳

19 盆景小森林 黃柏彥

20 盆景小森林 區文敏

1 皮革拉鍊電話袋 羅春湖

2 皮革拉鍊電話袋 劉惠冰

3 皮革拉鍊電話袋 湯熒瑩

4 皮革拉鍊電話袋 陳美娟

5 皮革拉鍊電話袋 王麗婷

6 皮革拉鍊電話袋 郭嘉敏

7 皮革拉鍊電話袋 林明明

8 皮革拉鍊電話袋 陳雅媛

9 皮革拉鍊電話袋 吳穎珊

10 皮革拉鍊電話袋 陳毅康

A01   盆景小森林   11月15日   18:30 - 20:30

A02   皮革拉鍊電話袋   11月15日   18:30 -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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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螞蟻＂系列—珍珠飾品設計 梁彩燕

2 “螞蟻＂系列—珍珠飾品設計 黃桂萍

3 “螞蟻＂系列—珍珠飾品設計 何慧妍

4 “螞蟻＂系列—珍珠飾品設計 冼美儀

5 “螞蟻＂系列—珍珠飾品設計 梁慶龍

6 “螞蟻＂系列—珍珠飾品設計 吳靜嫻

7 “螞蟻＂系列—珍珠飾品設計 陳詠儀

8 “螞蟻＂系列—珍珠飾品設計 劉書文

9 “螞蟻＂系列—珍珠飾品設計 張妍

10 “螞蟻＂系列—珍珠飾品設計 羅艷蘭

11 “螞蟻＂系列—珍珠飾品設計 彭少雲

12 “螞蟻＂系列—珍珠飾品設計 張淑玲

13 “螞蟻＂系列—珍珠飾品設計 廖阮兒

14 “螞蟻＂系列—珍珠飾品設計 楊天佑

15 “螞蟻＂系列—珍珠飾品設計 蘇翠瑜

1 純銀字母牌手鏈 黃麗燕

2 純銀字母牌手鏈 蘇瑞庭

3 純銀字母牌手鏈 梁潔歡

4 純銀字母牌手鏈 林佑珊

5 純銀字母牌手鏈 李杰華

6 純銀字母牌手鏈 聶金豪

7 純銀字母牌手鏈 張慧明

8 純銀字母牌手鏈 劉宛琪

9 純銀字母牌手鏈 高曉琪

10 純銀字母牌手鏈 梁名茵

11 純銀字母牌手鏈 陳雯迪

12 純銀字母牌手鏈 劉碧珊

13 純銀字母牌手鏈 何嘉慧

14 純銀字母牌手鏈 黃海紅

15 純銀字母牌手鏈 陳芷姍

16 純銀字母牌手鏈 陳子婷

17 純銀字母牌手鏈 趙艷芬

A03   “螞蟻＂系列—珍珠飾品設計   11月15日   19:30 - 21:00

A04   純銀字母牌手鏈   11月16日   10:00 -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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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純銀字母牌手鏈 陳安琪

19 純銀字母牌手鏈 黃穎文

20 純銀字母牌手鏈 林芷澄

1 皮革立體手握包 鄭美芬

2 皮革立體手握包 梁紫晴

3 皮革立體手握包 徐舜瑩

4 皮革立體手握包 張佩玲

5 皮革立體手握包 黃敏瑩

6 皮革立體手握包 戴麗琼

7 皮革立體手握包 吳詩婷

8 皮革立體手握包 賈珮敏

9 皮革立體手握包 江佩貞

10 皮革立體手握包 黃秀冰

11 皮革立體手握包 董淑婷

12 皮革立體手握包 李子穎

13 皮革立體手握包 陳子婷

14 皮革立體手握包 伍嘉欣

15 皮革立體手握包 陳熹童

16 皮革立體手握包 黃桂萍

17 皮革立體手握包 林美儀

18 皮革立體手握包 羅美芬

19 皮革立體手握包 李敏健

20 皮革立體手握包 蔡銀銀

甄允翹

高麗文（陪同人員）

郭梓睿

馬麗明（陪同人員）

黃慧詩

WONG IM FUN（陪同人員）

劉梓渘

劉雅文（陪同人員）

李俊希

李家琪（陪同人員）

A05   皮革立體手握包   11月16日   10:00 - 12:00

A06   我的寵物是恐龍—恐龍服裝製作（親子英語班）   11月16日   14:00 - 16:00

1
 我的寵物是恐龍—恐龍服裝製作

（親子英語班）

2
 我的寵物是恐龍—恐龍服裝製作

（親子英語班）

3
 我的寵物是恐龍—恐龍服裝製作

（親子英語班）

4
 我的寵物是恐龍—恐龍服裝製作

（親子英語班）

5
 我的寵物是恐龍—恐龍服裝製作

（親子英語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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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梓靖

馬麗明（陪同人員）

溫庭昊

劉淑雯（陪同人員）

凌子弘

雷小儀（陪同人員）

林梓翹

李嘉欣 （陪同人員）

呂文熙

林可茹（陪同人員）

1 7cm星球香薰蠟燭燈 張頴民

2 7cm星球香薰蠟燭燈 李麗盈

3 7cm星球香薰蠟燭燈 陳子弘

4 7cm星球香薰蠟燭燈 潘妍慧

5 7cm星球香薰蠟燭燈 李安娜

6 7cm星球香薰蠟燭燈 楊少虹

7 7cm星球香薰蠟燭燈 林婉晴

8 7cm星球香薰蠟燭燈 梁淑貞

9 7cm星球香薰蠟燭燈 林婉婷

10 7cm星球香薰蠟燭燈 陳佩雯

11 7cm星球香薰蠟燭燈 梁杏儀

12 7cm星球香薰蠟燭燈 何佩瑩

1 聖誕保鮮花音樂熱氣球 林細英

2 聖誕保鮮花音樂熱氣球 簡敏玲

3 聖誕保鮮花音樂熱氣球 李詩明

4 聖誕保鮮花音樂熱氣球 黃嘉恩

5 聖誕保鮮花音樂熱氣球 劉明莉

6 聖誕保鮮花音樂熱氣球 盧寶欣

7 聖誕保鮮花音樂熱氣球 吳翠凝

8 聖誕保鮮花音樂熱氣球 劉雅文

9 聖誕保鮮花音樂熱氣球 戴詠儀

A07   7cm星球香薰蠟燭燈   11月16日   14:00 - 16:30

A08   聖誕保鮮花音樂熱氣球   11月16日   14:00 - 17:00

6
 我的寵物是恐龍—恐龍服裝製作

（親子英語班）

7
 我的寵物是恐龍—恐龍服裝製作

（親子英語班）

8
 我的寵物是恐龍—恐龍服裝製作

（親子英語班）

9
 我的寵物是恐龍—恐龍服裝製作

（親子英語班）

10
 我的寵物是恐龍—恐龍服裝製作

（親子英語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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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聖誕保鮮花音樂熱氣球 莊而仲

11 聖誕保鮮花音樂熱氣球 李曉彤

12 聖誕保鮮花音樂熱氣球 司徒健

13 聖誕保鮮花音樂熱氣球 梁芝欣

14 聖誕保鮮花音樂熱氣球 李溢慧

15 聖誕保鮮花音樂熱氣球 李婉桐

16 聖誕保鮮花音樂熱氣球 林佑珊

17 聖誕保鮮花音樂熱氣球 陳凱琳

18 聖誕保鮮花音樂熱氣球 梁衍端

19 聖誕保鮮花音樂熱氣球 陸玉珊

20 聖誕保鮮花音樂熱氣球 梁雁衡

余睿宸

梁嘉雯（陪同人員）

紀瑩諾

黃伊琳（陪同人員）

何碧晴

伍艷芬（陪同人員）

陳子臻

林綺華（陪同人員）

麥森茹

陳毅婷（陪同人員）

張加恩

何頴珊（陪同人員）

鄧美怡

陳珮雯（陪同人員）

張盈熙

梁愛心（陪同人員）

劉潤澤

蔣清彬（陪同人員）

鄭康晴

羅靜雯（陪同人員）

黃承博

黃翠顏（陪同人員）

輕黏土飛天象製作（親子班）9

輕黏土飛天象製作（親子班）10

輕黏土飛天象製作（親子班）11

輕黏土飛天象製作（親子班）6

輕黏土飛天象製作（親子班）7

輕黏土飛天象製作（親子班）8

輕黏土飛天象製作（親子班）3

4 輕黏土飛天象製作（親子班）

輕黏土飛天象製作（親子班）5

A09   輕黏土飛天象製作（親子班）   11月16日   16:30 - 18:30

輕黏土飛天象製作（親子班）1

2 輕黏土飛天象製作（親子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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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凱越

吳麗嫦（陪同人員）

林祉諭

林偉健（陪同人員）

殷紫瑜

黃可欣（陪同人員）

梁睿軒

陳潤妹（陪同人員）

1 手縫成人漁夫帽 黃潔愉

2 手縫成人漁夫帽 梁潔歡

3 手縫成人漁夫帽 張淑貞

4 手縫成人漁夫帽 梁嘉汶

5 手縫成人漁夫帽 徐玉芬

6 手縫成人漁夫帽 鄺佩詩

7 手縫成人漁夫帽 楊卓明

8 手縫成人漁夫帽 洪萩莎

9 手縫成人漁夫帽 梁錦明

10 手縫成人漁夫帽 羅美芬

1 星空小夜燈 梅曉嵐

2 星空小夜燈 王嘉英

3 星空小夜燈 劉明莉

4 星空小夜燈 陳朗澄

5 星空小夜燈 董穎欣

6 星空小夜燈 張惠蘭

7 星空小夜燈 蔡思賢

8 星空小夜燈 潘椅晴

9 星空小夜燈 容穎康

10 星空小夜燈 張裕珍

1 日式刺繡棉麻手帕製作 吳健恩

2 日式刺繡棉麻手帕製作 楊詠琛

A11   星空小夜燈   11月16日   19:00 - 20:30

A12   日式刺繡棉麻手帕製作   11月16日   19:00 - 21:00

輕黏土飛天象製作（親子班）15

輕黏土飛天象製作（親子班）12

輕黏土飛天象製作（親子班）13

輕黏土飛天象製作（親子班）14

A10   手縫成人漁夫帽   11月16日   17:00 -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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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式刺繡棉麻手帕製作 古淑嫻

4 日式刺繡棉麻手帕製作 梁詠雪

5 日式刺繡棉麻手帕製作 郭夏月

6 日式刺繡棉麻手帕製作 梁婉瑩

7 日式刺繡棉麻手帕製作 梁呀妹

8 日式刺繡棉麻手帕製作 施萍萍

9 日式刺繡棉麻手帕製作 胡綺藍

10 日式刺繡棉麻手帕製作 蔡嘉韻

11 日式刺繡棉麻手帕製作 黃芷珊

12 日式刺繡棉麻手帕製作 關淑詩

13 日式刺繡棉麻手帕製作 許美玲

14 日式刺繡棉麻手帕製作 林敏芝

15 日式刺繡棉麻手帕製作 陳楚欣

1 彩繪開年紅2020月曆 趙卓怡

2 彩繪開年紅2020月曆 羅婉文

3 彩繪開年紅2020月曆 吳嘉欣

4 彩繪開年紅2020月曆 陳美娟

5 彩繪開年紅2020月曆 關美芳

6 彩繪開年紅2020月曆 吳晶

7 彩繪開年紅2020月曆 馮曉欣

8 彩繪開年紅2020月曆 梁詠怡

9 彩繪開年紅2020月曆 周鳳恩

10 彩繪開年紅2020月曆 何佩瑩

11 彩繪開年紅2020月曆 黃靖桐

12 彩繪開年紅2020月曆 鄭惠欣

13 彩繪開年紅2020月曆 吳靖文

14 彩繪開年紅2020月曆 劉美蘭

15 彩繪開年紅2020月曆 何惠瑩

16 彩繪開年紅2020月曆 陳嘉欣

17 彩繪開年紅2020月曆 彭鍶慧

18 彩繪開年紅2020月曆 李婉淇

19 彩繪開年紅2020月曆 梁卓瑤

20 彩繪開年紅2020月曆 AU CHO KIO

A13   彩繪開年紅2020月曆   11月17日   10:00 -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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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手縫真皮鏡子卡片套 李婉淇

2 手縫真皮鏡子卡片套 何志卿

3 手縫真皮鏡子卡片套 關煒麟

4 手縫真皮鏡子卡片套 黃秋婷

5 手縫真皮鏡子卡片套 陳步步

6 手縫真皮鏡子卡片套 梅曉嵐

7 手縫真皮鏡子卡片套 梁宴齊

8 手縫真皮鏡子卡片套 何彥驊

9 手縫真皮鏡子卡片套 林敏芝

10 手縫真皮鏡子卡片套 李美珊

11 手縫真皮鏡子卡片套 鄭嘉雯

12 手縫真皮鏡子卡片套 梁懿德

13 手縫真皮鏡子卡片套 陳麗卿

14 手縫真皮鏡子卡片套 譚國良

15 手縫真皮鏡子卡片套 LEONG LAI SAN

16 手縫真皮鏡子卡片套 梁笑東

17 手縫真皮鏡子卡片套 洪雅莉

18 手縫真皮鏡子卡片套 林美儀

19 手縫真皮鏡子卡片套 譚倩兒

20 手縫真皮鏡子卡片套 陳慧玲

1 字母刺繡帽子 郭艷瑜

2 字母刺繡帽子 甄珮琳

3 字母刺繡帽子 梁卓瑤

4 字母刺繡帽子 張嘉瑜

5 字母刺繡帽子 MA WAI CHI

6 字母刺繡帽子 林才金

7 字母刺繡帽子 卓穎瑜

8 字母刺繡帽子 熊敏玲

9 字母刺繡帽子 馮家敏

10 字母刺繡帽子 黃桂芬

11 字母刺繡帽子 黃曉亭

12 字母刺繡帽子 謝卓燕

A14   手縫真皮鏡子卡片套   11月17日   10:00 - 12:00

A15   字母刺繡帽子   11月17日   10:00 -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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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字母刺繡帽子 葉雅雯

14 字母刺繡帽子 李淑娟

15 字母刺繡帽子 阮君亭

邱沛

裴先明（陪同人員）

田梓涵

李俏紅（陪同人員）

程子軒

林敏怡（陪同人員）

梁頌軒

朱笑君（陪同人員）

黃日朗

鍾麗欣（陪同人員）

何苡萱

劉海珍（陪同人員）

鄧景謙

鄧少儀（陪同人員）

鄧景淘

鄧少儀（陪同人員）

容譽誠

容君達（陪同人員）

黎樂晴

鄭心怡（陪同人員）

黎子謙

鄺家歡（陪同人員）

雷凱博

吳麗嫦（陪同人員）

瓦通紙捲紙—聖誕老人（親子班）5

瓦通紙捲紙—聖誕老人（親子班）1

瓦通紙捲紙—聖誕老人（親子班）2

瓦通紙捲紙—聖誕老人（親子班）8

瓦通紙捲紙—聖誕老人（親子班）6

瓦通紙捲紙—聖誕老人（親子班）7

9 瓦通紙捲紙—聖誕老人（親子班）

10 瓦通紙捲紙—聖誕老人（親子班）

11

瓦通紙捲紙—聖誕老人（親子班）3

瓦通紙捲紙—聖誕老人（親子班）4

A16   瓦通紙捲紙—聖誕老人（親子班）   11月17日   14:00 - 16:00

瓦通紙捲紙—聖誕老人（親子班）

12 瓦通紙捲紙—聖誕老人（親子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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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俊熹

林敏婷（陪同人員）

鄭絲尹

馮家敏（陪同人員）

朱曉瑩

莫韻姿（陪同人員）

廖沛言

潘婉儀（陪同人員）

陳天嵐

梁翠瑜（陪同人員）

潘焯瑤

容頴欣（陪同人員）

李芷晴

吳嘉儀（陪同人員）

陳宥嘉

黃秀冰（陪同人員）

余焯琳

梁潔瑩（陪同人員）

黃子瑤

陳慧珊（陪同人員）

歐映孜

李海怡（陪同人員）

葉梓瑤

黎苑儀（陪同人員）

林康晴

曾小玲（陪同人員）

陳曉彤

謝清霞（陪同人員）

高樂姮

黎鳳彩（陪同人員）

何穎萱

鄭美芬（陪同人員）

羊毛氈—送花的小熊貓（親子班）3

羊毛氈—送花的小熊貓（親子班）10

羊毛氈—送花的小熊貓（親子班）9

羊毛氈—送花的小熊貓（親子班）8

羊毛氈—送花的小熊貓（親子班）7

羊毛氈—送花的小熊貓（親子班）6

羊毛氈—送花的小熊貓（親子班）5

羊毛氈—送花的小熊貓（親子班）4

羊毛氈—送花的小熊貓（親子班）1

羊毛氈—送花的小熊貓（親子班）2

A17   羊毛氈—送花的小熊貓（親子班）   11月17日   14:00 - 16:30

14 瓦通紙捲紙—聖誕老人（親子班）

11 羊毛氈—送花的小熊貓（親子班）

12 羊毛氈—送花的小熊貓（親子班）

13 羊毛氈—送花的小熊貓（親子班）

14 羊毛氈—送花的小熊貓（親子班）

13 瓦通紙捲紙—聖誕老人（親子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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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姵澄

楊南虹（陪同人員）

黃日朗

鍾麗欣（陪同人員）

梁欣翹

何嘉慧（陪同人員）

戎子灝

馬佩怡（陪同人員）

吳心凌

梁淑芬（陪同人員）

衛劍峰

丘翊璇（陪同人員）

林子軒

黃秀清（陪同人員）

劉峻熙

柴曉紅（陪同人員）

吳樂謙

黃嘉欣（陪同人員）

1 超粗毛線手工編織抱枕 黃雪紅

2 超粗毛線手工編織抱枕 高瑞雯

3 超粗毛線手工編織抱枕 周雅媚

4 超粗毛線手工編織抱枕 徐子琦

5 超粗毛線手工編織抱枕 梁翠儀

6 超粗毛線手工編織抱枕 黃明雅

7 超粗毛線手工編織抱枕 潘妍慧

8 超粗毛線手工編織抱枕 梁淑貞

9 超粗毛線手工編織抱枕 羅嘉欣

10 超粗毛線手工編織抱枕 陳潔芳

11 超粗毛線手工編織抱枕 林鳳儀

12 超粗毛線手工編織抱枕 郭凱欣

13 超粗毛線手工編織抱枕 許美玲

14 超粗毛線手工編織抱枕 梁翠瑜

A18   動動手扭扭扭氣球班（親子班）   11月17日   17:00 - 18:30

A19   超粗毛線手工編織抱枕   11月17日   17:00 - 18:30

1 動動手扭扭扭氣球班（親子班）

2 動動手扭扭扭氣球班（親子班）

3 動動手扭扭扭氣球班（親子班）

4 動動手扭扭扭氣球班（親子班）

5 動動手扭扭扭氣球班（親子班）

6 動動手扭扭扭氣球班（親子班）

7 動動手扭扭扭氣球班（親子班）

8

15 羊毛氈—送花的小熊貓（親子班）

動動手扭扭扭氣球班（親子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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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超粗毛線手工編織抱枕 余泳欣

16 超粗毛線手工編織抱枕 鄺瑩瑩

17 超粗毛線手工編織抱枕 李美冰

18 超粗毛線手工編織抱枕 劉雅文

19 超粗毛線手工編織抱枕 林梅章

20 超粗毛線手工編織抱枕 陳曉燕

1 天然蜂蠟環保保鮮布（Bees Wrap）製作 李德成

2 天然蜂蠟環保保鮮布（Bees Wrap）製作 陳裕貞

3 天然蜂蠟環保保鮮布（Bees Wrap）製作 蔣佩瑩

4 天然蜂蠟環保保鮮布（Bees Wrap）製作 鍾思敏

5 天然蜂蠟環保保鮮布（Bees Wrap）製作 周鳳恩

6 天然蜂蠟環保保鮮布（Bees Wrap）製作 葉月嫦

7 天然蜂蠟環保保鮮布（Bees Wrap）製作 羅嘉琪

8 天然蜂蠟環保保鮮布（Bees Wrap）製作 古淑嫻

9 天然蜂蠟環保保鮮布（Bees Wrap）製作 梁少燕

10 天然蜂蠟環保保鮮布（Bees Wrap）製作 林敏怡

11 天然蜂蠟環保保鮮布（Bees Wrap）製作 楊詠琛

12 天然蜂蠟環保保鮮布（Bees Wrap）製作 陳文婷

13 天然蜂蠟環保保鮮布（Bees Wrap）製作 蘇頴彤

14 天然蜂蠟環保保鮮布（Bees Wrap）製作 張天盈

15 天然蜂蠟環保保鮮布（Bees Wrap）製作 陳文雅

1 和風布花頭飾 陳凱嵐

2 和風布花頭飾 侯曉婷

3 和風布花頭飾 李紫瀅

4 和風布花頭飾 黃睿

5 和風布花頭飾 麥緻菁

6 和風布花頭飾 鄭小雲

7 和風布花頭飾 范浩霖

8 和風布花頭飾 梁詠雪

9 和風布花頭飾 李樂兒

10 和風布花頭飾 吳穎嫻

11 和風布花頭飾 楊惠生

A20   天然蜂蠟環保保鮮布（Bees Wrap）製作   11月17日   19:00 - 20:00

A21   和風布花頭飾   11月17日   19:00 -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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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和風布花頭飾 布愷彤

13 和風布花頭飾 吳珮姍

14 和風布花頭飾 霍姵澄

15 和風布花頭飾 吳子瑩

16 和風布花頭飾 吳卓恩

17 和風布花頭飾 袁樂童

18 和風布花頭飾 劉淑貞

19 和風布花頭飾 羅沛珩

20 和風布花頭飾 戎子薺

1 DIY動物塑形（皮革） 盧衍而

2 DIY動物塑形（皮革） 談嘉敏

3 DIY動物塑形（皮革） 黃詩慧

4 DIY動物塑形（皮革） 黃靜兒

5 DIY動物塑形（皮革） 林婷婷

6 DIY動物塑形（皮革） 莫翠彤

7 DIY動物塑形（皮革） 黃曉冬

8 DIY動物塑形（皮革） 曾文諾

9 DIY動物塑形（皮革） 梁柏灝

10 DIY動物塑形（皮革） 彭少雲

11 DIY動物塑形（皮革） 何子聰

12 DIY動物塑形（皮革） 黃泫渟

13 DIY動物塑形（皮革） 陳楚欣

14 DIY動物塑形（皮革） 楊曉斌

15 DIY動物塑形（皮革） 梁慧明

16 DIY動物塑形（皮革） 譚嘉欣

17 DIY動物塑形（皮革） 李玉卿

18 DIY動物塑形（皮革） 蘇家朗

19 DIY動物塑形（皮革） 莫綽紜

20 DIY動物塑形（皮革） 倪詩穎

1 空中流瀑花園 蔡嘉雯

2 空中流瀑花園 洪茵茵

3 空中流瀑花園 梁施惠

A22   DIY動物塑形（皮革）   11月22日   18:30 - 20:00

A23   空中流瀑花園   11月22日   18:30 -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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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空中流瀑花園 楊秀英

5 空中流瀑花園 黃慧雅

6 空中流瀑花園 鄒靜嫻

7 空中流瀑花園 鄧振銓

8 空中流瀑花園 陳迪欣

9 空中流瀑花園 馮潔玲

10 空中流瀑花園 梁嘉琪

11 空中流瀑花園 文曼麗

12 空中流瀑花園 鄭介怡

13 空中流瀑花園 趙雲霞

14 空中流瀑花園 張美娥

15 空中流瀑花園 麥金蓮

16 空中流瀑花園 胡偉麒

17 空中流瀑花園 唐倩琪

18 空中流瀑花園 楊鳳儀

19 空中流瀑花園 陳小燕

20 空中流瀑花園 林美珍

1 油畫彩繪布袋 姚思晴

2 油畫彩繪布袋 崔芷蕙

3 油畫彩繪布袋 歐陽小惠

4 油畫彩繪布袋 關妙連

5 油畫彩繪布袋 林泳華

6 油畫彩繪布袋 唐倩琪

7 油畫彩繪布袋 梁立充

8 油畫彩繪布袋 冼敏儀

9 油畫彩繪布袋 黃嘉欣

10 油畫彩繪布袋 楊懿欣

1 手縫小橙鴨 趙潔如

2 手縫小橙鴨 潘焯瑤

3 手縫小橙鴨 譚玉明

4 手縫小橙鴨 黃敏瑩

5 手縫小橙鴨 梁韻琪

A24   油畫彩繪布袋   11月22日   19:00 - 20:00

A25   手縫小橙鴨   11月23日   10:00 -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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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手縫小橙鴨 梁俐嘉

7 手縫小橙鴨 容頴欣

8 手縫小橙鴨 唐永力

9 手縫小橙鴨 林楚萍

10 手縫小橙鴨 李勵之

11 手縫小橙鴨 阮麗娟

12 手縫小橙鴨 尹子熙

1 純銀蝴蝶結耳環 譚曉軍

2 純銀蝴蝶結耳環 林玉嫻

3 純銀蝴蝶結耳環 黃紹雯

4 純銀蝴蝶結耳環 聞芷阡

5 純銀蝴蝶結耳環 伍艷芬

6 純銀蝴蝶結耳環 李淑君

7 純銀蝴蝶結耳環 KAM POU I

8 純銀蝴蝶結耳環 談春甜

9 純銀蝴蝶結耳環 區倩婷

10 純銀蝴蝶結耳環 黃平歡

11 純銀蝴蝶結耳環 梁彩燕

12 純銀蝴蝶結耳環 嚴燕嵐

13 純銀蝴蝶結耳環 呂美瑩

14 純銀蝴蝶結耳環 區亦君

1 皮革滾筒斜背包 黃愷婷

2 皮革滾筒斜背包 周艷姿

3 皮革滾筒斜背包 CHAO SIN MAN

4 皮革滾筒斜背包 林綸鈺

5 皮革滾筒斜背包 陳佩雯

6 皮革滾筒斜背包 伍艷芬

7 皮革滾筒斜背包 莫嘉敏

8 皮革滾筒斜背包 馮艷如

9 皮革滾筒斜背包 莊家惠

10 皮革滾筒斜背包 TONG KUAI FONG

11 皮革滾筒斜背包 陸蔚芯

A26   純銀蝴蝶結耳環   11月23日   10:00 - 12:00

A27   皮革滾筒斜背包   11月23日   10:00 - 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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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皮革滾筒斜背包 關偉姬

13 皮革滾筒斜背包 陳芷穎

14 皮革滾筒斜背包 黃明雅

15 皮革滾筒斜背包 梁卓希

何穎萱

鄭美芬（陪同人員）

朱靖軒

譚錦恩（陪同人員）

譚偉謙

霍麗明（陪同人員）

MACHADO DA SILVA CASEY

張心儀（陪同人員）

吳翊琳

賈彥珍（陪同人員）

陳曦童

湯賽兒（陪同人員）

林康晴

曾小玲（陪同人員）

胡樂賢

胡卓民（陪同人員）

陸家淋

湯賽君（陪同人員）

羅丹然

蔡文靜（陪同人員）

鄭日希

李曉青（陪同人員）

鄺芷君

梁韻琪（陪同人員）

李文希

李詩欣（陪同人員）

朱誠軒

譚錦恩（陪同人員）

黃卓瑤

何淑明（陪同人員）

3 不老聖誕樹（親子班）

4 不老聖誕樹（親子班）

A28   不老聖誕樹（親子班）   11月23日   14:00 - 16:30

不老聖誕樹（親子班）1

不老聖誕樹（親子班）2

5 不老聖誕樹（親子班）

6 不老聖誕樹（親子班）

7 不老聖誕樹（親子班）

8 不老聖誕樹（親子班）

9 不老聖誕樹（親子班）

10 不老聖誕樹（親子班）

11 不老聖誕樹（親子班）

12 不老聖誕樹（親子班）

13 不老聖誕樹（親子班）

14 不老聖誕樹（親子班）

15 不老聖誕樹（親子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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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慧詩

WONG IM FUN（陪同人員）

梁諾熙

黃玉嬋（陪同人員）

施正皓

何錦欣（陪同人員）

杜己悠

梁翠盈（陪同人員）

黃心怡

梁紫晴（陪同人員）

呂文熙

林可茹（陪同人員）

關竣睿

陳曉慧（陪同人員）

葉泓駿

麥麗婷（陪同人員）

吳善謙

吳明建（陪同人員）

羅沛珩

柯毅寧（陪同人員）

殷紫瑜

黃可欣（陪同人員）

雷凱博

吳麗嫦（陪同人員）

馮柏力

容詠茵（陪同人員）

陳潁妍

吳翠珊（陪同人員）

曾康晴

朱羽彤（陪同人員）

1 蜜蠟花體驗班 余咏怡

2 蜜蠟花體驗班 高瑞雯

A30   蜜蠟花體驗班   11月23日   17:00 - 20:00

1
日本陶瓷彩繪（Porcelarts）瓷碟拼貼

班（親子班）

2
日本陶瓷彩繪（Porcelarts）瓷碟拼貼

班（親子班）

3
日本陶瓷彩繪（Porcelarts）瓷碟拼貼

班（親子班）

4
日本陶瓷彩繪（Porcelarts）瓷碟拼貼

班（親子班）

A29   日本陶瓷彩繪（Porcelarts）瓷碟拼貼班（親子班）   11月23日   14:00 - 17:00

日本陶瓷彩繪（Porcelarts）瓷碟拼貼

班（親子班）

12
日本陶瓷彩繪（Porcelarts）瓷碟拼貼

班（親子班）

13
日本陶瓷彩繪（Porcelarts）瓷碟拼貼

班（親子班）

14
日本陶瓷彩繪（Porcelarts）瓷碟拼貼

班（親子班）

5
日本陶瓷彩繪（Porcelarts）瓷碟拼貼

班（親子班）

6
日本陶瓷彩繪（Porcelarts）瓷碟拼貼

班（親子班）

7
日本陶瓷彩繪（Porcelarts）瓷碟拼貼

班（親子班）

8
日本陶瓷彩繪（Porcelarts）瓷碟拼貼

班（親子班）

9
日本陶瓷彩繪（Porcelarts）瓷碟拼貼

班（親子班）

15
日本陶瓷彩繪（Porcelarts）瓷碟拼貼

班（親子班）

10
日本陶瓷彩繪（Porcelarts）瓷碟拼貼

班（親子班）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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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蜜蠟花體驗班 李穎婷

4 蜜蠟花體驗班 戚碧嘉

5 蜜蠟花體驗班 湯賽君

6 蜜蠟花體驗班 伍恩琳

7 蜜蠟花體驗班 林倩恩

8 蜜蠟花體驗班 黃惠芳

9 蜜蠟花體驗班 羅慧欣

10 蜜蠟花體驗班 何穎雅

11 蜜蠟花體驗班 姚少欣

12 蜜蠟花體驗班 林嘉恩

13 蜜蠟花體驗班 林麗敏

14 蜜蠟花體驗班 岑慧儀

15 蜜蠟花體驗班 梁婉雯

16 蜜蠟花體驗班 劉哿君

1 毛線球比熊犬 陳曦童

2 毛線球比熊犬 梁雅怡

3 毛線球比熊犬 林敏怡

4 毛線球比熊犬 楊晴琳

5 毛線球比熊犬 楊惠生

6 毛線球比熊犬 楊懿欣

7 毛線球比熊犬 吳詩詠

8 毛線球比熊犬 廖昊言

9 毛線球比熊犬 吳嘉茵

10 毛線球比熊犬 吳樂謙

11 毛線球比熊犬 高雅妍

12 毛線球比熊犬 何鳳萍

13 毛線球比熊犬 李慧瑩

14 毛線球比熊犬 廖沛言

15 毛線球比熊犬 謝靜雯

1 Upcycling旋轉玻璃音樂盒 方愛萍

2 Upcycling旋轉玻璃音樂盒 郭貝兒

3 Upcycling旋轉玻璃音樂盒 羅丹然

A31   毛線球比熊犬   11月23日   17:30 - 20:00

A32   Upcycling旋轉玻璃音樂盒   11月23日   19:00 -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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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Upcycling旋轉玻璃音樂盒 余蓮娣

5 Upcycling旋轉玻璃音樂盒 范浩霖

6 Upcycling旋轉玻璃音樂盒 胡偉麒

7 Upcycling旋轉玻璃音樂盒 何碧晴

8 Upcycling旋轉玻璃音樂盒 何美芳

9 Upcycling旋轉玻璃音樂盒 戴懿文

10 Upcycling旋轉玻璃音樂盒 陳敏兒

11 Upcycling旋轉玻璃音樂盒 吳紫茵

12 Upcycling旋轉玻璃音樂盒 梁靜曦

1 手縫牛仔褲小熊 古兑金

2 手縫牛仔褲小熊 張麗嬋

3 手縫牛仔褲小熊 李冬敏

4 手縫牛仔褲小熊 岑妙婷

5 手縫牛仔褲小熊 吳嘉麗

6 手縫牛仔褲小熊 陳家欣

7 手縫牛仔褲小熊 朱瑞雪

8 手縫牛仔褲小熊 梁俐嘉

9 手縫牛仔褲小熊 黃寶玲

10 手縫牛仔褲小熊 湯賽兒

11 手縫牛仔褲小熊 郭嘉琪

12 手縫牛仔褲小熊 黎惠珍

13 手縫牛仔褲小熊 李嘉儀

14 手縫牛仔褲小熊 羅棹曦

15 手縫牛仔褲小熊 趙潔如

16 手縫牛仔褲小熊 翁美珊

17 手縫牛仔褲小熊 戴詠恩

18 手縫牛仔褲小熊 蘇嘉欣

1 水晶盆景 譚乃舟

2 水晶盆景 廖遠婷

3 水晶盆景 TONG KUAI FONG

4 水晶盆景 吳君怡

5 水晶盆景 陳楓薇

A33   手縫牛仔褲小熊    11月24日   10:00 - 12:00

A34   水晶盆景   11月24日   10:00 -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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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晶盆景 鄭芷晴

7 水晶盆景 MUI KA MAN

8 水晶盆景 李玉萍

9 水晶盆景 藍子陽

10 水晶盆景 李鳳儀

11 水晶盆景 黎永旭

12 水晶盆景 唐志軍

13 水晶盆景 秦炳強

14 水晶盆景 趙靜

15 水晶盆景 谢俊谋

16 水晶盆景 黃家恩

17 水晶盆景 鄒靜嫻

18 水晶盆景 韓琳

19 水晶盆景 葉雅雯

20 水晶盆景 林淑貞

1
日本陶瓷彩繪（Porcelarts） 手袋筆筒

拼貼班
柯艷雅

2
日本陶瓷彩繪（Porcelarts） 手袋筆筒

拼貼班
梁韻琪

3
日本陶瓷彩繪（Porcelarts） 手袋筆筒

拼貼班
劉惠薇

4
日本陶瓷彩繪（Porcelarts） 手袋筆筒

拼貼班
陸梓峯

5
日本陶瓷彩繪（Porcelarts） 手袋筆筒

拼貼班
林強

6
日本陶瓷彩繪（Porcelarts） 手袋筆筒

拼貼班
溫楚君

7
日本陶瓷彩繪（Porcelarts） 手袋筆筒

拼貼班
何嘉敏

8
日本陶瓷彩繪（Porcelarts） 手袋筆筒

拼貼班
何彥驊

9
日本陶瓷彩繪（Porcelarts） 手袋筆筒

拼貼班
陳寶蓮

10
日本陶瓷彩繪（Porcelarts） 手袋筆筒

拼貼班
莊家惠

11
日本陶瓷彩繪（Porcelarts） 手袋筆筒

拼貼班
鄺芷君

12
日本陶瓷彩繪（Porcelarts） 手袋筆筒

拼貼班
岑志濠

13
日本陶瓷彩繪（Porcelarts） 手袋筆筒

拼貼班
譚慧華

A35   日本陶瓷彩繪（Porcelarts） 手袋筆筒拼貼班   11月24日   10:00 -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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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日本陶瓷彩繪（Porcelarts） 手袋筆筒

拼貼班
岑慧儀

15
日本陶瓷彩繪（Porcelarts） 手袋筆筒

拼貼班
羅凱琳

16
日本陶瓷彩繪（Porcelarts） 手袋筆筒

拼貼班
馮曉欣

17
日本陶瓷彩繪（Porcelarts） 手袋筆筒

拼貼班
趙綺雯

18
日本陶瓷彩繪（Porcelarts） 手袋筆筒

拼貼班
陳迪欣

19
日本陶瓷彩繪（Porcelarts） 手袋筆筒

拼貼班
譚潔華

20
日本陶瓷彩繪（Porcelarts） 手袋筆筒

拼貼班
馮銘恩

周天恩

溫敏英（陪同人員）

曾梓軒

吳君怡（陪同人員）

鄭日進

李曉青（陪同人員）

蔡芷昕

何潔心（陪同人員）

唐晞榆

歐泳詩（陪同人員）

石鐥沂

石敬聰（陪同人員）

劉梓渘

劉雅文（陪同人員）

莫綽元

李潔珊（陪同人員）

林言禮

李曉華（陪同人員）

李梓寧

李淑娟（陪同人員）

黃頌綾

張燕婷（陪同人員）

蘇梓維

區倩婷（陪同人員）

5 想吃蜂蜜的毛毛蟲（親子班）

6 想吃蜂蜜的毛毛蟲（親子班）

7 想吃蜂蜜的毛毛蟲（親子班）

8 想吃蜂蜜的毛毛蟲（親子班）

9 想吃蜂蜜的毛毛蟲（親子班）

10 想吃蜂蜜的毛毛蟲（親子班）

11 想吃蜂蜜的毛毛蟲（親子班）

12 想吃蜂蜜的毛毛蟲（親子班）

1 想吃蜂蜜的毛毛蟲（親子班）

2 想吃蜂蜜的毛毛蟲（親子班）

3 想吃蜂蜜的毛毛蟲（親子班）

4 想吃蜂蜜的毛毛蟲（親子班）

A36   想吃蜂蜜的毛毛蟲（親子班）   11月24日   14:00 -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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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心愷

華志浩（陪同人員）

張加恩

何頴珊（陪同人員）

李芷瑜

秦正艷（陪同人員）

張禛熹

黃碧琪（陪同人員）

陳彥朗

顧小悅（陪同人員）

歐桉銘

張瑞荇（陪同人員）

戴文謙

黃優嫺（陪同人員）

梁思寧

陳惠芬（陪同人員）

華心悠

華志浩（陪同人員）

吳嘉穎

羅秀珠（陪同人員）

黃子瑤

陳慧珊（陪同人員）

蔡芷晴

何潔心（陪同人員）

陳凱嵐

梁翠瑜（陪同人員）

梁曦兒

麥頌怡（陪同人員）

李紫瀅

李淑娟（陪同人員）

曾康晴

朱羽彤（陪同人員）

A37   寶貝內心戲（親子班）   11月24日   14:00 - 16:00

13

6 暖意杯墊編織（親子班）

1 暖意杯墊編織（親子班）

2 暖意杯墊編織（親子班）

3 暖意杯墊編織（親子班）

3 寶貝內心戲（親子班）

4 寶貝內心戲（親子班）

5 寶貝內心戲（親子班）

6 寶貝內心戲（親子班）

7 寶貝內心戲（親子班）

A38   暖意杯墊編織（親子班）   11月24日   16:30 - 18:30

1 寶貝內心戲（親子班）

2 寶貝內心戲（親子班）

4 暖意杯墊編織（親子班）

5 暖意杯墊編織（親子班）

想吃蜂蜜的毛毛蟲（親子班）

14 想吃蜂蜜的毛毛蟲（親子班）

15 想吃蜂蜜的毛毛蟲（親子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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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星球水彩班 趙秀中

2 星球水彩班 張慧雯

3 星球水彩班 UNG SAO MAN

4 星球水彩班 林怡

5 星球水彩班 鄭佩儀

6 星球水彩班 周頌婷

7 星球水彩班 張婷

8 星球水彩班 張頴民

9 星球水彩班 蕭艷彤

10 星球水彩班 吳嘉欣

11 星球水彩班 林倩恩

12 星球水彩班 趙兆玲

13 星球水彩班 王麗婷

14 星球水彩班 陳棗瑤

15 星球水彩班 陳正珠

1 許願繪馬木牌體驗班 馮恩祈

2 許願繪馬木牌體驗班 朱嘉雯

3 許願繪馬木牌體驗班 梁翠彤

4 許願繪馬木牌體驗班 鄧天慧

5 許願繪馬木牌體驗班 林芷穎

6 許願繪馬木牌體驗班 戴詠恩

7 許願繪馬木牌體驗班 梁燕馨

8 許願繪馬木牌體驗班 周頌昕

9 許願繪馬木牌體驗班 VONG CHENG MAN

10 許願繪馬木牌體驗班 鄭康晴

11 許願繪馬木牌體驗班 鄧振銓

12 許願繪馬木牌體驗班 何筱臻

1 復古字母牌純銀黏土吊飾 周樂敏

A39   星球水彩班   11月24日   16:30 - 18:30

A40   許願繪馬木牌體驗班   11月24日   19:00 - 20:00

A41   復古字母牌純銀黏土吊飾   11月24日   19:00 -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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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復古字母牌純銀黏土吊飾 容浩阡

3 復古字母牌純銀黏土吊飾 趙靜

4 復古字母牌純銀黏土吊飾 梁安琪

5 復古字母牌純銀黏土吊飾 陳倩湄

6 復古字母牌純銀黏土吊飾 陳靜宜

7 復古字母牌純銀黏土吊飾 岑文瑛

8 復古字母牌純銀黏土吊飾 陳善康

9 復古字母牌純銀黏土吊飾 迪潁汶

10 復古字母牌純銀黏土吊飾 談春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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