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家炳博士中華文化獎勵計劃獲章同學名單 

(2006 年度) 
木章  

2A 陳嘉敏 陳穎樟 陳燕儀 鄭苑琛 莊展鈞 朱頌謙 朱瑋彤 鍾焯堯 傅文雅 洪焯培 許茵茵 葉詠宜 

林旨峰 林穎深 劉建巨 羅國如 梁依玲 李宛螢 李惠珊 潘智玲 成詩欣 宋惠欣 鄧凱琪 謝婉羚 

黃可圖 胡愷晴 楊雅斯 袁嘉欣 

2B 周健威 何倩彤 黎廣柱 黎思嘉 林燕玲 劉雪欣 羅偉強 李諾誼 利永行 李綺雯 尹嘉敏 黃少珊 

2C 歐嘉瑤 陳凱詠 陳寶兒 周昀澍 周芷儀 張健和 張敏妍 張淑儀 張浚琛 張彤  蔡正天 蔡楚航 

蔡嘉業 揭鳳婷 林庭峯 劉悅雯 李穎彤 梁安瑩 李堂斌 廖鍵亮 譚芷雅 徐麗欣 韋皓文 胡綺珊 

邱家愉 楊穎琳 

2D 陳思穎 鄭詠瑤 張婉琪 戚韻瑤 周芷瑩 鍾君達 江悅敏 黎彥洐 林寶琪 劉婉婷 李卓宜 梁穎儀 

伍卓熹 吳愷愉 吳綺桃 彭桂勇 彭穎賢 潘紹儀 宋康潁 譚佩盈 徐煒翔 黃芸笙 余樂心 袁家偉 

容曉怡 

2E 陳熹渝 鄭寶玲 朱麗雅 馮秋華 何倩盈 廖學欣 廖美婷 廖穎儀 吳珈璐 孫嘉儀 徐子榮 

3A 鄭嘉文 郭翠瑩 胡鴻達 

3B 嚴梓澄 

3C 陳嘉信 陳健倫 廖美玲 

3D 區俊軒 郭芷彤 李詠珊 李玥晴 黃詠彤 

4A 林淑兒     

4B 何嘉豪     

銅章  

3A 陳葆琳 陳韶妍 陳詩韻 張佩琪 何詠詩 梁穎文 鄧嘉雯 

3B 方正駒 李慧珊 譚雅婷 曾富凡 黃莉瑩 姚清怡 

3C 陳曉彥 洪詩韻 劉愉康 黃麗婷 黃伴紅 黃詠雯 黃穎欣 黃綺晴 

3D 張沅伊 林桓亦 呂樂心 曾樂欣 

3E 陳錦輝 鄭敏琪 何嘉慧 何東興 盧健  佘韻翹 黃翠欣 黃婉兒 葉文鳳 

4A 鍾麗珊 老詠琦 雷芷瑤 

4B 張賜龍 張芷婷 郭瑞霖 麥銘峰 吳淑怡 彭嘉雯 宋穎詩 楊嘉莉 

4D 陳寶儀 秦婉雅 郭藹琳 林韻兒 李夏妍 蘇嘉文 葉祝茹 

4E 陳曦彤 侯安娜 劉美岐 羅嘉敏 雷芷瑩 吳美春 鄧凱文 曾凱琪 黃楚莉 嚴美盈 
 

銀章 

[中國建築]     4E 黃潁妍 4B 劉翠珊 4D 陳妞兒 鄭琼青 

[中國神話]     4A 鄧詩敏 黃子榮  4B 陳偉聰 

[中國節日]     4E 邱璟清 4B 黃麗華 

[清代服飾]     4E 黃翠盈 4B 劉欣潔 謝安儀 4D 劉籌丹 

[萬里長城]     4B 方家駿 湯志超  4D 莊碧瑜 

[中國舞蹈]     5E 施晴  5C 李珊 

[乒乓球-中國篇]    5D 李嘉儀 曾燕妮 尹璟璐 

[射箭]     5B 香麗兒 孫曉雯 蔡沛基 

[中國茶]     7A 朱詠恩 伍家威 潘志妙 

[中國繪畫]     7A 李靖君 呂文詩 馬穎詩 

[唐朝宮廷服飾]    7A 陳安琪 羅兆龍 盧家池 

[茶]     7A 梁兆佳 杜偉賢 黃錦汶 

[婚姻]     7A 劉嘉穎 黃惠如 楊凱欣 

[陶瓷]     7A 李婉婷 蘇逸軒 鄧佩怡 

[中國陶瓷]     7S 陳婉儀 韓錦文 潘康妮 余小鎮 

[中國傳統宮廷服飾]    7S 麥耿榮 戴慧君 袁麗華 

[中醫]     7S 張加濤 黎俊熙 劉勝歡 蔡漢榮 王寶源 

[萬里長城－中國古代君主制及現代民主思想] 7S 蔡煥昌 夏偉麟 蕭礪兵 徐永亮 

[中國古代天文－四象二十八宿]   7S 莊翠珊 文群欣 曾健華 黃志強 

[中國民間信仰及崇拜]    7S 葉俊廷 余浩昌 楊遠良 

金章 

[中國四大發明]    5A 陳艷媚 5C 李麗媚 

[中國民族服飾]    5A 陳嘉頴 5D 鄧穎敏 尹美玲 

[中國傳統節日]    5E 鄧靜兒 黃慧賢 5C 羅佩詩 蘇珮晴 

[元朗古蹟概覽]    5B 麥美榮 鄧凱齡 5D 杜曉慧 

[天上的神話]    5B 黎穎瑜 羅嘉儀 莫芷琪 
[中國武術]     5E 馬家莉 5B 彭梽樃 

[中國民間故事]    5D 鄺寶欣 6A 李芳 

[中國茶文化－從茶道看中國文化精神]  7S 陳洛明 黃子祥 黃一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