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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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至15日（早上八時至晚上八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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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澳門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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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 15 de Novembro, apresentando a SMS e o seu BIR. Informação sobre o 

pagamento - Horário: 08:0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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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to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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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am to 8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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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錄取序號 手作坊名稱 獲錄取者姓名 

A01 水拓染皮革記事簿 11月 20日 18:30-20:30 

1 水拓染皮革記事簿 陳佩珊 

2 水拓染皮革記事簿 TAM OI KUAN 

3 水拓染皮革記事簿 黃淑賢 

4 水拓染皮革記事簿 關淑貞 

5 水拓染皮革記事簿 黃笑萍 

6 水拓染皮革記事簿 馮綺妍 

7 水拓染皮革記事簿 黃凱霖 

8 水拓染皮革記事簿 司徒慧賢 

9 水拓染皮革記事簿 鄺芷君 

10 水拓染皮革記事簿 劉洛銘 

11 水拓染皮革記事簿 趙少媚 

12 水拓染皮革記事簿 黃偉倩 

13 水拓染皮革記事簿 聞心倩 

14 水拓染皮革記事簿 吳鳳英 

15 水拓染皮革記事簿 藍麗 

A02星球香薰蠟燭小夜燈（充電版） 11月 20日 18:30-21:00 

1 星球香薰蠟燭小夜燈（充電版） 李少曼 

2 星球香薰蠟燭小夜燈（充電版） 胡婉琪 

3 星球香薰蠟燭小夜燈（充電版） 譚幼萍 

4 星球香薰蠟燭小夜燈（充電版） 胡偉麒 

5 星球香薰蠟燭小夜燈（充電版） 梁嘉慧 

6 星球香薰蠟燭小夜燈（充電版） 黃淑明 

7 星球香薰蠟燭小夜燈（充電版） 鄧小冰 

8 星球香薰蠟燭小夜燈（充電版） 吳嘉敏 

9 星球香薰蠟燭小夜燈（充電版） 陳安儀 

10 星球香薰蠟燭小夜燈（充電版） 黎家敏 

11 星球香薰蠟燭小夜燈（充電版） CHEANG KEI CHON 

12 星球香薰蠟燭小夜燈（充電版） 梁雲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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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戴珍珠耳環的少女─俄羅斯戳戳繡 11月 21日 10:00-13:00 

1 戴珍珠耳環的少女─俄羅斯戳戳繡 張曉樺 

2 戴珍珠耳環的少女─俄羅斯戳戳繡 黃曉彤 

3 戴珍珠耳環的少女─俄羅斯戳戳繡 施心儀 

4 戴珍珠耳環的少女─俄羅斯戳戳繡 馮慧華 

5 戴珍珠耳環的少女─俄羅斯戳戳繡 吳苑菁 

6 戴珍珠耳環的少女─俄羅斯戳戳繡 江珮芝 

7 戴珍珠耳環的少女─俄羅斯戳戳繡 林鴻梅 

8 戴珍珠耳環的少女─俄羅斯戳戳繡 譚曼婷 

9 戴珍珠耳環的少女─俄羅斯戳戳繡 李婉淇 

10 戴珍珠耳環的少女─俄羅斯戳戳繡 李家琪 

11 戴珍珠耳環的少女─俄羅斯戳戳繡 李冬敏 

12 戴珍珠耳環的少女─俄羅斯戳戳繡 韋家昕 

13 戴珍珠耳環的少女─俄羅斯戳戳繡 梁詠珊 

14 戴珍珠耳環的少女─俄羅斯戳戳繡 梁呀妹 

15 戴珍珠耳環的少女─俄羅斯戳戳繡 李詠妍 

A04日本皇家瓷器彩繪─保溫杯 11月 21日 10:00-13:00 

1 日本皇家瓷器彩繪─保溫杯 梁意濱 

2 日本皇家瓷器彩繪─保溫杯 趙艷芬 

3 日本皇家瓷器彩繪─保溫杯 呂佩欣 

4 日本皇家瓷器彩繪─保溫杯 何艷媚 

5 日本皇家瓷器彩繪─保溫杯 鄧靄欣 

6 日本皇家瓷器彩繪─保溫杯 CHAN HO HEI 

7 日本皇家瓷器彩繪─保溫杯 馮燕 

8 日本皇家瓷器彩繪─保溫杯 葉敏儀 

9 日本皇家瓷器彩繪─保溫杯 張曉霞 

10 日本皇家瓷器彩繪─保溫杯 陳少保 

11 日本皇家瓷器彩繪─保溫杯 潘椅晴 

12 日本皇家瓷器彩繪─保溫杯 馮慧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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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5 瓦通紙捲紙—壽司拼盆（親子班） 11月 21日 14:00-16:00 

1 瓦通紙捲紙—壽司拼盆（親子班） 
黃淳萱 

霍詠茵（陪同人員） 

2 瓦通紙捲紙—壽司拼盆（親子班） 
粘耀升 

江清萍（陪同人員） 

3 瓦通紙捲紙—壽司拼盆（親子班） 
余采晴 

洪愉嫻（陪同人員） 

4 瓦通紙捲紙—壽司拼盆（親子班） 
梁柏曜 

霍靜瑤（陪同人員） 

5 瓦通紙捲紙—壽司拼盆（親子班） 
李頴嵐 

李秋明（陪同人員） 

6 瓦通紙捲紙—壽司拼盆（親子班） 
何仲謙 

林巧華（陪同人員） 

7 瓦通紙捲紙—壽司拼盆（親子班） 
翁靖峰 

黎嘉慧（陪同人員） 

8 瓦通紙捲紙—壽司拼盆（親子班） 
區毓霖 

吳桐燕（陪同人員） 

9 瓦通紙捲紙—壽司拼盆（親子班） 
吳善謙 

吳明建（陪同人員） 

10 瓦通紙捲紙—壽司拼盆（親子班） 
粘馨文 

江清萍（陪同人員） 

A06 “蟲族．瓢蟲＂系列－水晶飾品手工設計  11月 21日 14:00-15:30 

1 “蟲族．瓢蟲＂系列－水晶飾品手工設計 陳琴麗 

2 “蟲族．瓢蟲＂系列－水晶飾品手工設計 DEOLINDA MA 

3 “蟲族．瓢蟲＂系列－水晶飾品手工設計 張詠纖 

4 “蟲族．瓢蟲＂系列－水晶飾品手工設計 林穎彤 

5 “蟲族．瓢蟲＂系列－水晶飾品手工設計 余洛蓓 

6 “蟲族．瓢蟲＂系列－水晶飾品手工設計 鄭希嵐 

7 “蟲族．瓢蟲＂系列－水晶飾品手工設計 梁嘉苗 

8 “蟲族．瓢蟲＂系列－水晶飾品手工設計 劉千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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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蟲族．瓢蟲＂系列－水晶飾品手工設計 余瑞琼 

10 “蟲族．瓢蟲＂系列－水晶飾品手工設計 陳冰瑩 

11 “蟲族．瓢蟲＂系列－水晶飾品手工設計 伍巧妍 

A07 花文字（親子班）  11月 21日 16:00-18:00 

1 花文字（親子班） 
黃靖鈞 

許珊妹（陪同人員） 

2 花文字（親子班） 
陳善恩 

陳妹珠（陪同人員） 

3 花文字（親子班） 
何碧瑤 

傅艷芬（陪同人員） 

4 花文字（親子班） 
吳頌炘 

羅翩卿（陪同人員） 

5 花文字（親子班） 
潘心穎 

何嘉莉（陪同人員） 

6 花文字（親子班） 
陳鍵豪 

陳美香（陪同人員） 

7 花文字（親子班） 
趙婥婷 

馮潔玲（陪同人員） 

8 花文字（親子班） 
郭韻希 

陳麗敏（陪同人員） 

9 花文字（親子班） 
吳晉昊 

黎玉葵（陪同人員） 

10 花文字（親子班） 
方嘉朗 

蘇蘭深（陪同人員） 

A08 軟陶雪人收納碟（親子班）  11月 21日 16:30-18:30 

1 軟陶雪人收納碟（親子班） 
周琦喻 

萬碧汝（陪同人員） 

2 軟陶雪人收納碟（親子班） 
梁子睿 

何嘉恩（陪同人員） 

3 軟陶雪人收納碟（親子班） 
黃柏熹 

劉紫珊（陪同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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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軟陶雪人收納碟（親子班） 
李俊希 

李家琪（陪同人員） 

5 軟陶雪人收納碟（親子班） 
伍巧悠 

楊蘊姿（陪同人員） 

6 軟陶雪人收納碟（親子班） 
余洛蓓 

鄺雅瑜（陪同人員） 

7 軟陶雪人收納碟（親子班） 
古日熹 

趙雅茵（陪同人員） 

8 軟陶雪人收納碟（親子班） 
龍允希 

梁文雅（陪同人員） 

9 軟陶雪人收納碟（親子班） 
高藹藍 

張詠愉（陪同人員） 

10 軟陶雪人收納碟（親子班） 
陳柏皓 

劉愷璇（陪同人員） 

A09膠彩畫描金班  11月 21日 18:30-20:30 

1 膠彩畫描金班 梁慧詩 

2 膠彩畫描金班 楊秀萍 

3 膠彩畫描金班 戴麗琼 

4 膠彩畫描金班 陳少保 

5 膠彩畫描金班 高可南 

6 膠彩畫描金班 岑翠芳 

7 膠彩畫描金班 李家琪 

8 膠彩畫描金班 呂順琼 

9 膠彩畫描金班 潘詠儀 

10 膠彩畫描金班 羅霞嬋 

11 膠彩畫描金班 何瑞明 

12 膠彩畫描金班 吳彥珍 

13 膠彩畫描金班 曹凱怡 

14 膠彩畫描金班 張佩敏 

15 膠彩畫描金班 荷犁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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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皮塑動物世界掛件  11月 21日 19:00-20:30 

1 皮塑動物世界掛件 盧斯恩 

2 皮塑動物世界掛件 黃卓珊 

3 皮塑動物世界掛件 張瀅 

4 皮塑動物世界掛件 王珮珈 

5 皮塑動物世界掛件 周倩君 

6 皮塑動物世界掛件 關妙連 

7 皮塑動物世界掛件 梁志銓 

8 皮塑動物世界掛件 林嘉宜 

9 皮塑動物世界掛件 鄭敬熹 

10 皮塑動物世界掛件 鍾筱玥 

11 皮塑動物世界掛件 莫惠儀 

12 皮塑動物世界掛件 鍾智程 

13 皮塑動物世界掛件 馮嘉寶 

14 皮塑動物世界掛件 TANG U HONG 

15 皮塑動物世界掛件 黃彥喬 

A11手縫小童漁夫帽 11月 22日 10:00-13:00 

1 手縫小童漁夫帽 陳園園 

2 手縫小童漁夫帽 梁惠玲 

3 手縫小童漁夫帽 王慧詩 

4 手縫小童漁夫帽 梁翠盈 

5 手縫小童漁夫帽 黃頴旋 

6 手縫小童漁夫帽 薛詠心 

7 手縫小童漁夫帽 鄭倩華 

8 手縫小童漁夫帽 黃苑瑩 

9 手縫小童漁夫帽 庄美玲 

10 手縫小童漁夫帽 譚震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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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現代英文書法（立體字） 11月 22日 10:00-13:00 

1 現代英文書法（立體字） 張慧婷 

2 現代英文書法（立體字） 黃曉彤 

3 現代英文書法（立體字） 邱美佳 

4 現代英文書法（立體字） 曾曉盈 

5 現代英文書法（立體字） 鄧惠旋 

6 現代英文書法（立體字） 黃詠嵐 

7 現代英文書法（立體字） 郭偉能 

8 現代英文書法（立體字） 何嘉慧 

9 現代英文書法（立體字） 鄧蒨蔚 

10 現代英文書法（立體字） LOK NGAN TENG 

A13 手工捲紙花賀卡（親子班） 11月 22日 14:00-16:00 

1 手工捲紙花賀卡（親子班） 
何曉渝 

陳敏兒（陪同人員） 

2 手工捲紙花賀卡（親子班） 
馮穎心 

施聰玲（陪同人員） 

3 手工捲紙花賀卡（親子班） 
余睿宸 

梁嘉雯（陪同人員） 

4 手工捲紙花賀卡（親子班） 
胡煜楊 

楊蕾（陪同人員） 

5 手工捲紙花賀卡（親子班） 
華心悠 

華志浩（陪同人員） 

6 手工捲紙花賀卡（親子班） 
廖樂兒 

郭曉婷（陪同人員） 

7 手工捲紙花賀卡（親子班） 
趙文濼 

梁慧中（陪同人員） 

8 手工捲紙花賀卡（親子班） 
歐桉銘 

張瑞荇（陪同人員） 

9 手工捲紙花賀卡（親子班） 
劉蕙心 

吳羲敏（陪同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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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手工捲紙花賀卡（親子班） 
楊靖怡 

黎玉紅（陪同人員） 

A14 反斗車歷險記—小汽車彩繪（親子英語班）11月 22日  14:00-16:00 

1 
反斗車歷險記—小汽車彩繪 

（親子英語班） 

梁恩潼 

魯詠芝（陪同人員） 

2 
反斗車歷險記—小汽車彩繪 

（親子英語班） 

廖樂霖 

廖峻宏（陪同人員） 

3 
反斗車歷險記—小汽車彩繪 

（親子英語班） 

呂凱嵐 

呂錦泉（陪同人員） 

4 
反斗車歷險記—小汽車彩繪 

（親子英語班） 

余天恩 

何婉明（陪同人員） 

5 
反斗車歷險記—小汽車彩繪 

（親子英語班） 

陳鴻易 

王芳（陪同人員） 

6 
反斗車歷險記—小汽車彩繪 

（親子英語班） 

曹綺晴 

曹錦誠（陪同人員） 

7 
反斗車歷險記—小汽車彩繪 

（親子英語班） 

周愷恩 

鄭藝珊（陪同人員） 

8 
反斗車歷險記—小汽車彩繪 

（親子英語班） 

王子羚 

吳珊（陪同人員） 

9 
反斗車歷險記—小汽車彩繪 

（親子英語班） 

余睿晢 

梁嘉雯（陪同人員） 

10 
反斗車歷險記—小汽車彩繪 

（親子英語班） 

朱睿桯 

朱健榮（陪同人員） 

A15 雙層玻璃杯拼貼（Porcelarts） 11月 22日 16:30-19:30 

1 雙層玻璃杯拼貼（Porcelarts） 陳淑瑜 

2 雙層玻璃杯拼貼（Porcelarts） 黃艷娜 

3 雙層玻璃杯拼貼（Porcelarts） 劉嘉靜 

4 雙層玻璃杯拼貼（Porcelarts） 黎嘉敏 

5 雙層玻璃杯拼貼（Porcelarts） 陳文雅 

6 雙層玻璃杯拼貼（Porcelarts） 何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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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雙層玻璃杯拼貼（Porcelarts） 梁文雅 

8 雙層玻璃杯拼貼（Porcelarts） VONG IUN LAM 

9 雙層玻璃杯拼貼（Porcelarts） 鄺兆鋒 

10 雙層玻璃杯拼貼（Porcelarts） 劉友玲 

11 雙層玻璃杯拼貼（Porcelarts） 江詩慧 

12 雙層玻璃杯拼貼（Porcelarts） 吳曉童 

13 雙層玻璃杯拼貼（Porcelarts） 林寶珠 

14 雙層玻璃杯拼貼（Porcelarts） 陸詠儀 

15 雙層玻璃杯拼貼（Porcelarts） 譚碧怡 

A16 環保麵包袋 11月 22日 16:30-19:30 

1 環保麵包袋 黃櫻慧 

2 環保麵包袋 容佩恩 

3 環保麵包袋 余美媚 

4 環保麵包袋 潘椅晴 

5 環保麵包袋 鄺君雅 

6 環保麵包袋 何艷媚 

7 環保麵包袋 劉碧珊 

8 環保麵包袋 梁伊妮 

9 環保麵包袋 許嘉敏 

10 環保麵包袋 陳珍妮 

11 環保麵包袋 蔡可玲 

12 環保麵包袋 卓心愉 

13 環保麵包袋 呂佩欣 

14 環保麵包袋 老天麗 

15 環保麵包袋 林敏婷 

A17 盆景小森林 11月 22日 19:00-20:30 

1 盆景小森林 歐陽秀怡 

2 盆景小森林 何美妍 

3 盆景小森林 余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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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盆景小森林 黃嘉欣 

5 盆景小森林 勞雋希 

6 盆景小森林 
FATIMA MANUELA IP 

MATIAS 

7 盆景小森林 邵銘恩 

8 盆景小森林 譚佩佩 

9 盆景小森林 朱誠軒 

10 盆景小森林 藍浚軒 

11 盆景小森林 LI MEIYAN 

12 盆景小森林 趙慕賢 

13 盆景小森林 甄璐 

14 盆景小森林 吳樂賢 

15 盆景小森林 黃紫晴 

A18 冰種香薰蠟燭聖誕樹 11月 22日 19:00-20:30 

1 冰種香薰蠟燭聖誕樹 李秋兒 

2 冰種香薰蠟燭聖誕樹 梁凱瑤 

3 冰種香薰蠟燭聖誕樹 葉婉儀 

4 冰種香薰蠟燭聖誕樹 霍佩怡 

5 冰種香薰蠟燭聖誕樹 李頴詩 

6 冰種香薰蠟燭聖誕樹 潘麗敏 

7 冰種香薰蠟燭聖誕樹 李慧盈 

8 冰種香薰蠟燭聖誕樹 梁淑芬 

9 冰種香薰蠟燭聖誕樹 陳素珊 

10 冰種香薰蠟燭聖誕樹 梁凱琳 

11 冰種香薰蠟燭聖誕樹 蘇珞政 

12 冰種香薰蠟燭聖誕樹 胡偉麒 

A19 保鮮花月球燈 11月 27日 18:30-20:30 

1 保鮮花月球燈 賴敏婷 

2 保鮮花月球燈 李潔薇 

3 保鮮花月球燈 蔡靖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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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鮮花月球燈 陳芬芬 

5 保鮮花月球燈 林嘉琪 

6 保鮮花月球燈 LAO SOK MAN 

7 保鮮花月球燈 楊金燕 

8 保鮮花月球燈 陳曉婷 

9 保鮮花月球燈 鄭英偉 

10 保鮮花月球燈 陳麗敏 

11 保鮮花月球燈 黎苑儀 

12 保鮮花月球燈 何卓穎 

13 保鮮花月球燈 陳嘉儀 

14 保鮮花月球燈 陳雯雯 

15 保鮮花月球燈 廖可儀 

A20 編織聖誕花環 11月 27日 18:30-20:30 

1 編織聖誕花環 關妙連 

2 編織聖誕花環 莊而仲 

3 編織聖誕花環 梁善然 

4 編織聖誕花環 陳思恩 

5 編織聖誕花環 張慧婷 

6 編織聖誕花環 何佩盈 

7 編織聖誕花環 鄺瑩瑩 

8 編織聖誕花環 陳安琪 

9 編織聖誕花環 陳梓慧 

10 編織聖誕花環 陳文婷 

11 編織聖誕花環 江明施 

12 編織聖誕花環 盛綺婷 

13 編織聖誕花環 余湘樺 

14 編織聖誕花環 鮑健英 

15 編織聖誕花環 何暉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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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 瓦通紙捲紙—聖誕鹿禮物盒 11月 28日 10:00-13:00 

1 瓦通紙捲紙—聖誕鹿禮物盒 郭詩敏 

2 瓦通紙捲紙—聖誕鹿禮物盒 甘嘉琪 

3 瓦通紙捲紙—聖誕鹿禮物盒 林簡圓圓 

4 瓦通紙捲紙—聖誕鹿禮物盒 黃振方 

5 瓦通紙捲紙—聖誕鹿禮物盒 劉珮茜 

6 瓦通紙捲紙—聖誕鹿禮物盒 謝映芝 

A22 禪繞延伸藝術－禪繞花園 11月 28日 10:00-12:30 

1 禪繞延伸藝術—禪繞花園 徐萱惠 

2 禪繞延伸藝術—禪繞花園 陳穎蘭 

3 禪繞延伸藝術—禪繞花園 陸妙玲 

4 禪繞延伸藝術—禪繞花園 彭佩芳 

5 禪繞延伸藝術—禪繞花園 梁慧詩 

6 禪繞延伸藝術—禪繞花園 廖可儀 

7 禪繞延伸藝術—禪繞花園 梁綺伽 

8 禪繞延伸藝術—禪繞花園 陳穎姍 

9 禪繞延伸藝術—禪繞花園 鄭步前 

10 禪繞延伸藝術—禪繞花園 羅嘉敏 

A23 彩虹染 T恤（親子班） 11月 28日 14:00-16:00 

1 彩虹染 T恤（親子班） 
黃詠詩 

盧珮茵（陪同人員） 

2 彩虹染 T恤（親子班） 
劉登豪 

潘思慧（陪同人員） 

3 彩虹染 T恤（親子班） 
林家昕 

李芷燁（陪同人員） 

4 彩虹染 T恤（親子班） 

MARCELINO WONG 

SENG HOU 

ALDA LURDES DE 

ASSIS（陪同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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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彩虹染 T恤（親子班） 
陳彥希 

郭嘉 （陪同人員） 

6 彩虹染 T恤（親子班） 
鍾廷晞 

徐潔（陪同人員） 

7 彩虹染 T恤（親子班） 
施惠然 

鄧燕霞（陪同人員） 

8 彩虹染 T恤（親子班） 
林家如 

鄭善怡（陪同人員） 

9 彩虹染 T恤（親子班） 
呂仲晞 

張玲（陪同人員） 

10 彩虹染 T恤（親子班） 
鍾筱玥 

廖麗玲（陪同人員） 

A24 海馬爸爸的秘密遊樂園（親子班） 11月 28日 14:00-16:00 

1 海馬爸爸的秘密遊樂園（親子班） 
區潤沁 

盧萬炘（陪同人員） 

2 海馬爸爸的秘密遊樂園（親子班） 
梁詠霖 

薛冬梅（陪同人員） 

3 海馬爸爸的秘密遊樂園（親子班） 
馮宇婷 

周靜欣（陪同人員） 

4 海馬爸爸的秘密遊樂園（親子班） 
張浩彭 

李翠香（陪同人員） 

5 海馬爸爸的秘密遊樂園（親子班） 
馮浩峰 

賴曉恩（陪同人員） 

6 海馬爸爸的秘密遊樂園（親子班） 
吳梓琳 

關偉姬（陪同人員） 

7 海馬爸爸的秘密遊樂園（親子班） 
鄺洛琳 

鄺兆鋒（陪同人員） 

8 海馬爸爸的秘密遊樂園（親子班） 
彭琛悅 

聞芷阡（陪同人員） 

9 海馬爸爸的秘密遊樂園（親子班） 
梁景祺 

黃曉瑛（陪同人員） 

10 海馬爸爸的秘密遊樂園（親子班） 
陸峻霆 

蔡鳳雅（陪同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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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5 保鮮花聖誕花環（親子班） 11月 28日 16:30-18:30 

1 保鮮花聖誕花環（親子班） 
陶欣飛 

藍麗（陪同人員） 

2 保鮮花聖誕花環（親子班） 
馮穎心 

施聰玲（陪同人員） 

3 保鮮花聖誕花環（親子班） 
何碧悠 

傅艷芬（陪同人員） 

4 保鮮花聖誕花環（親子班） 
陳栩如 

盧佩詩（陪同人員） 

5 保鮮花聖誕花環（親子班） 
李兆軒 

黃淑敏（陪同人員） 

6 保鮮花聖誕花環（親子班） 
周愷兒 

湯齊歡（陪同人員） 

7 保鮮花聖誕花環（親子班） 
朱誠軒 

譚錦恩（陪同人員） 

8 保鮮花聖誕花環（親子班） 
楊頌羲 

梁倩儀（陪同人員） 

9 保鮮花聖誕花環（親子班） 
張嘉恩 

區結儀（陪同人員） 

10 保鮮花聖誕花環（親子班） 
劉千妙 

紀藶倍（陪同人員） 

A26 字母刺繡圍巾 11月 28日 16:30-18:30 

1 字母刺繡圍巾 黃愷婷 

2 字母刺繡圍巾 趙子安 

3 字母刺繡圍巾 李穎晶 

4 字母刺繡圍巾 周綺瑩 

5 字母刺繡圍巾 梁呀妹 

6 字母刺繡圍巾 劉美儀 

7 字母刺繡圍巾 陳詩曼 

8 字母刺繡圍巾 梁翠儀 

9 字母刺繡圍巾 陳嘉燕 

10 字母刺繡圍巾 林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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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7押花音樂盒 11月 28日 19:00-21:00 

1 押花音樂盒 鄭希曈 

2 押花音樂盒 梁樂童 

3 押花音樂盒 郭曉琳 

4 押花音樂盒 方嘉朗 

5 押花音樂盒 藍晉宇 

6 押花音樂盒 余婉華 

7 押花音樂盒 林漪穎 

8 押花音樂盒 溫庭昊 

9 押花音樂盒 關希文 

10 押花音樂盒 文佩欣 

11 押花音樂盒 謝清霞 

12 押花音樂盒 任潔玲 

13 押花音樂盒 洪銘毅 

14 押花音樂盒 陳美谷 

15 押花音樂盒 鄧美妍 

A28皮革小物—三角零錢包 11月 28日 19:00-21:00 

1 皮革小物—三角零錢包 伍穎妍 

2 皮革小物—三角零錢包 蘇嘉欣 

3 皮革小物—三角零錢包 李穎芯 

4 皮革小物—三角零錢包 陳元麗 

5 皮革小物—三角零錢包 林天傲 

6 皮革小物—三角零錢包 區秀雯 

7 皮革小物—三角零錢包 梁可嘉 

8 皮革小物—三角零錢包 楊鳳玲 

9 皮革小物—三角零錢包 陳曉婷 

10 皮革小物—三角零錢包 黃穎虹 

11 皮革小物—三角零錢包 梁詠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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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皮革小物—三角零錢包 梁雲玉 

13 皮革小物—三角零錢包 羅澤群 

14 皮革小物—三角零錢包 裴先明 

15 皮革小物—三角零錢包 周麗華 

A29菠蘿手編小飾品 11月 29日 10:00-13:00 

1 菠蘿手編小飾品 霍碧雲 

2 菠蘿手編小飾品 張麗紅 

3 菠蘿手編小飾品 譚曼婷 

4 菠蘿手編小飾品 楊正儀 

5 菠蘿手編小飾品 杜佩珍 

6 菠蘿手編小飾品 鄺君雅 

7 菠蘿手編小飾品 馮艷如 

8 菠蘿手編小飾品 郭凱欣 

9 菠蘿手編小飾品 郭懿柔 

10 菠蘿手編小飾品 關艷敏 

11 菠蘿手編小飾品 溫楚君 

12 菠蘿手編小飾品 馬瑋常 

13 菠蘿手編小飾品 呂姿儀 

14 菠蘿手編小飾品 陳祖兒 

15 菠蘿手編小飾品 曾海燕 

A30水晶盆景 11月 29日 10:00-13:00 

1 水晶盆景 林美珍 

2 水晶盆景 李巧儀 

3 水晶盆景 李靜慧 

4 水晶盆景 梁燕芬 

5 水晶盆景 何淑明 

6 水晶盆景 趙子安 

7 水晶盆景 黃平歡 

8 水晶盆景 CHEANG MEI IAN 

9 水晶盆景 陳思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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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水晶盆景 梁寶欣 

11 水晶盆景 麥佳盈 

12 水晶盆景 曾令柔 

13 水晶盆景 司徒慧賢 

14 水晶盆景 林才金 

15 水晶盆景 尹倩雯 

A31羊毛氈—小鳥胸針 11月 29日 14:00-16:30 

1 羊毛氈—小鳥胸針 李卓欣 

2 羊毛氈—小鳥胸針 黃熙璇 

3 羊毛氈—小鳥胸針 朱麗盈 

4 羊毛氈—小鳥胸針 梁尙舒 

5 羊毛氈—小鳥胸針 關淑貞 

6 羊毛氈—小鳥胸針 楊秀英 

7 羊毛氈—小鳥胸針 甘梓燊 

8 羊毛氈—小鳥胸針 羅霈芝 

9 羊毛氈—小鳥胸針 何筱臻 

10 羊毛氈—小鳥胸針 梁莉芳 

A32和諧粉彩（親子班） 11月 29日 14:00-16:00 

1 和諧粉彩（親子班） 
劉御亨 

黃艷娜（陪同人員） 

2 和諧粉彩（親子班） 
華心愷 

華志浩（陪同人員） 

3 和諧粉彩（親子班） 
黃馨妤 

黃朗平（陪同人員） 

4 和諧粉彩（親子班） 
何佑政 

林家妍（陪同人員） 

5 和諧粉彩（親子班） 
李尚衡 

李文俊（陪同人員） 

6 和諧粉彩（親子班） 
張淼淼 

劉錦瓊（陪同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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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3造型氣球花 11月 29日 16:30-19:00 

1 造型氣球花 王佳祺 

2 造型氣球花 黃海紅 

3 造型氣球花 何婉明 

4 造型氣球花 阮妙芳 

5 造型氣球花 盧萬炘 

6 造型氣球花 古慧盈 

7 造型氣球花 黃文婷 

8 造型氣球花 伍恩琳 

9 造型氣球花 冼詠萱 

10 造型氣球花 曾汝明 

11 造型氣球花 余志歷 

A34 黏土娃娃胸針 11月 29日 17:00-19:00 

1 黏土娃娃胸針 梁嘉苗 

2 黏土娃娃胸針 張筠 

3 黏土娃娃胸針 馮慧敏 

4 黏土娃娃胸針 梁杏儀 

A35 可愛貓咪真皮鎖匙包 11月 29日 19:30-21:00 

1 可愛貓咪真皮鎖匙包 劉浩安 

2 可愛貓咪真皮鎖匙包 易惠蘭 

3 可愛貓咪真皮鎖匙包 蔡銀銀 

4 可愛貓咪真皮鎖匙包 梁頴欣 

5 可愛貓咪真皮鎖匙包 李燕敏 

6 可愛貓咪真皮鎖匙包 周淑欣 

7 可愛貓咪真皮鎖匙包 柯淇俐 

8 可愛貓咪真皮鎖匙包 陳嘉文 

9 可愛貓咪真皮鎖匙包 張淑惠 

10 可愛貓咪真皮鎖匙包 鄧靄欣 

11 可愛貓咪真皮鎖匙包 陳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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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可愛貓咪真皮鎖匙包 黃敏霞 

13 可愛貓咪真皮鎖匙包 歐嘉敏 

14 可愛貓咪真皮鎖匙包 TAM KIT VA 

15 可愛貓咪真皮鎖匙包 曾曉文 

A36 聖誕擴香石製作 11月 29日 19:30-21:00 

1 聖誕擴香石製作 葉英敏 

2 聖誕擴香石製作 潘妍慧 

3 聖誕擴香石製作 葉玉珍 

4 聖誕擴香石製作 冼詠恆 

5 聖誕擴香石製作 王佳祺 

6 聖誕擴香石製作 陳穎姍 

7 聖誕擴香石製作 梁可盈 

8 聖誕擴香石製作 江意婷 

9 聖誕擴香石製作 何芊妍 

10 聖誕擴香石製作 梁淑娟 

11 聖誕擴香石製作 陳嘉燕 

12 聖誕擴香石製作 黃穎彤 

13 聖誕擴香石製作 吳文思 

14 聖誕擴香石製作 李文俊 

15 聖誕擴香石製作 李鎧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