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家炳博士中華文化獎勵計劃獲章同學名單 (2015 年度) 
獲章同學名單 

木章    
2A    陳喜怡 鄭歷維 莊耀賢 馮懷信 何詠欣 葉蒨樺 鄺宏    黎穎童 林苑鈞 劉家誠 

劉羡柔 劉思敏 劉慧盈 李梓聰 羅嘉傑 吳凱琳 鄧曉彤   曾楚琳 謝倩宜 黃智怡 

黃嘉盈 黃栢文 黃浚健 應詩曼 葉家賢 趙曉琳 袁明月 

2B 歐芍君 陳凱琳 陳凱彤 陳熙        鄭昊斌 程樂琳 蔡汶曉 馮朗晴 林駿彥 梁銘諺 梁凱迪

 梁雅靜 梁庭榛 李凱欣 廖穎聰 盧心穎 陸婉琳 李倩婷 麥兆隆 吳心愉 沈寶婷 譚澤誠

 黃竣熹 王立茹 黃寶群 袁詩晴 

2C 歐陽賢 陳巧悠 陳啓達 陳雅汶 周佩儀 周智浩 周嘉俊 何翠茹 何詠詩 康嘉琦 許智程

 許智毅 許文琪 奚天芯 林昊芃 莫敏桐 吳臻偉 吳希兒 潘碩霖 潘恩雪 岑啓宏 蘇卓妍

 鄧詠詩 曾楚琪 魏曉恆 王禮信 黃琳清 黃鵬展 黃淑嵐 黃宣婷 楊珮瑤 楊尚賢 

2D 區芷韻 陳樂天 陳諾言 陳信衡 陳思穎 陳道燊 陳穎翹 張晉榤 張麗瑩 張穎然 朱嘉慧

 鍾靜       鍾瑋峻 何天恩 韓家盛 林嘉蔚 麥若葶 薛嘉惠 譚雅文 王曉鈞 黃家耀 黃佩盈

 黃倩盈 黃斯詠 黃芷筠 楊梓峰 叶俊豪 姚子健 袁澧澧 

3A 翟穎琦 周芷晴 陳偉霖 呂穎雯 麥韻橋 曾惠渝 黃俊鳴 

3B 張日嵐 趙雋弘 周君雅 蕭詠廉 丘嘉怡 袁紹晴 

3C 陳起旭 吳彦倧 岑詠詩 王愛林 

3D 陳廷軒 張皓暉 賴育亨 林千畯 林穎怡 梁嘉榮 龍志桁 吳嘉晴 溫曉柔 楊欣燕 

4A 陳子俊 張芷瑤 程慧瑜 林芷瑜 麥家明 盤俊樂 溫寶妍 

4B 張湘渝 鄒竣仁 馮耀威 林倖沛 李采瑤 李子峯 李昀澤 吳梓妤 楊海琪 

4C 歐冠聰 蔡俊禧 裘雅婷 賴希瑜 劉穎希 麥婉珊 田燕超 

4D 歐姵君 鍾美娟 葉葭晴 林洁儀 黃雯牽 

 

銅章 
3A 陳芷穎 鄭肇謙 禤引仟 葉宛筱 曾潔兒 楊紫珊 

3B 羅家美 陳嘉穎 陳梓浩 陳泳楠 張曉雯 許洛琳 林鈞鴻 劉頌奎 劉凱健 李湘怡 李皓朗

 呂詠欣 陸贊康 莫穎璇 彭琛妍 沈在悠 黃蘊妍 謝錦恩 黃希桐 黃紫晴 黃芷盈 葉景樺 

3C 陳凱婷 張詠琳 趙子豪 郭曉欣 吳仲弘 彭希堯 譚嘉豪 鄧凱庭 

3D 蔡澤基 梁穎芝 潘㮾晴 

4A 鄭文禧 葉家富 簡悅如 李珀希 李心怡 蘇佩妍 黃靖熹 

4B 陳可頤 鍾曉晴 馮玉琪 許諾玲 許泳芊 黎文智 劉慧琪 練家妙 吳韋欣 蕭文俊 

4C 鄭曉珮 張尚智 方希活 葉卓泓 葉鳳儀 郭叙言 黎晴       吳嘉怡 黃珮瑩 

4D 陳巧思 鍾穎       何沛盈 關穎琳 梁兆銘 盧志威 麥熙樺 黃錦燕 胡芷澄 

銀章 
[漢服] 王慧深(4C) 張琴(4C) 

[中國傳統習俗-婚姻] 蘇詠儀(5D) 尹樂霖(5D) 

[中國清朝皇室婚嫁及民間婚姻之別] 陳詩韻(5A) 周曉琳(5A) 何美欣(5A) 李皓澄(5B) 王蕾(5B) 馮芷晴(5D) 

[中國性別觀念──從傳統作風走進新時代的轉變] 關漢娜(5A) 盧嘉濠(5A) 劉健朗(5D) 鄧佩雯(5D) 黃浩鋒(5D) 

[中國的傳統民間遊戲──蹴鞠] 陳瑩珊(5B) 何泳瑤(5B) 

[中國古代絲綢之路] 陳曉澄(5B) 何展瑭(5B) 郭昊晞(5B) 郭昊昕(5B) 梁傑麟(5B) 吳嘉熙(5B)  

[中國四大鬼節──盂蘭盆節、清明節、三月三、十月

初一] 

林蔚殷(5B) 羅倩婷(5B) 梁焯欣(5B) 李芸曉(5B) 吳令山(5B) 羅樂雯(5C) 

[陶瓷] 朱智賢(5B) 呂詠詩(5B) 布倩彤(5C) 

[中國傳統藝術：戲劇（粵劇）] 黃婉玲(5B) 賴珮盈(5D) 

[漢武帝的功績] 陳安儀(5C) 張家慧(5C) 梁樂瑤(5C) 文裕卿(5C) 

[中國民族禁忌] 戚詠琦(5C) 羅其彥(5C) 馬芷晴(5C) 

[清留美幼童研究報告] 朱潁珈(5C) 劉冰如(5D) 梁嘉恩(5D) 

[中國傳統的結婚習俗] 陳禧晴(5D) 關嘉盈(5D) 丘浩賢(5D) 

[武則天] 馮念慈(5D) 曾綺玲(5D) 

[狗肉文化的反思] 梁雅皓(5D) 陳嘉慧(6C) 鄭鉅深(6C) 何浚禮(6C) 何諾賢(6C) 黃倬彥(6C) 

[中國歷史十二大酷刑] 侯浚偉(6A) 林承淵(6A) 黃守正(6A) 

[康熙帝] 陳慧玲(6D) 葉慧賢(6D) 

[中國傳統節日美食] 張庭洛(6D) 李虹亮(6D) 嚴志霖(6D) 翁文澄(6D) 

金章 
[中國四大發明-火藥] 羅卓源(5A) 丘嘉豪(5B) 施俊彥(5C) 李卓棟(5D) 

[中國唐朝女性服飾] 麥穎琛(5A) 翁嘉希(5A) 歐陽鳳兒(5D) 徐詠詩(5D) 梁愛麗(5D) 

[中國四大美人] 陳曉芳(5B) 吳玉婷(5B) 戴佳穎(5B) 謝婷仿(5B) 黃宇希(5B) 

[中國古代酷刑] 陳尚禧(5B) 林澤文(5B) 林溢輝(5B) 林遠同(5B) 

[中國婚嫁] 鄭煒穅(5B) 羅嘉豪(5B) 吳婉盈(5B) 黃筠宜(5B) 胡芷芊(5B) 

[麻將(馬吊)] 陳振邦(6A) 車民傑(6A) 何朗為(6A) 吳錦澎(6A) 潘穎駿(6A) 

[中國面譜] 馮玉婷(6A) 許潔儀(6A) 李雪怡(6A) 溫嘉兒(6A) 魏曉瑩(6A) 王悅兒(6A) 

[中國文房四寶] 奚天愛(6A) 梁嘉怡(6A) 謝永龍(6A) 黃曉純(6A) 

[中國傳統節日] 蘇雋傑(6A) 陳彩玲(6E) 

[中國剪紙藝術] 阮樂兒(6A) 歐亦渝(6B) 陸嘉俊 6B) 謝穎心(6B) 

[中國古代酷刑] 區民傑(6B) 周家俊(6B) 麥子豪(6B) 譚靖楠(6B) 譚凱鍵(6B) 

[中國剪紙] 鄭慧芯(6B) 鄭韻怡(6B) 譚佩君(6B) 謝旭輝(6B) 黃楚堯(6B) 黃焌隆(6B) 



[滿清十大酷刑] 章嘉源(6B) 蔡鑫權(6B) 周兆聰(6B) 郭家榮(6B) 包穎東(6E) 

[三面紅旗] 朱志敏(6B) 梁穎琪(6B) 吳頴愉(6B) 蔡詠欣(6B) 黃樂瑤(6B) 

[皮影戲] 鍾詠思(6B) 馮菲(6C) 

[中國世界遺產] 簡致旻(6B) 李柏言(6B) 李皓怡(6B) 王子維(6B) 

[中國婚嫁] 李凱斯(6B) 黃穎童(6B) 

[中國古代兵器-劍] 廖德文(6B) 陳俊偉(6C) 陳昱廷(6C) 孔維章(6E) 

[國父孫中山在辛亥革命的貢獻和影響] 張嘉宜(6D) 楊家志(6D) 楊蕙因(6D) 

[中國古代十大酷刑] 何洛嬈(6D) 梁芷澄(6D) 葉嘉媛(6D) 

[中國傳統舞蹈] 劉美雅(6D) 李佩欣(6D) 辛佩怡(6D) 黃詠琪(6D) 胡銘潔(6D) 

[中國後宮妃嬪制度] 張曉榆(6E) 阮樂然(6E) 

[中國四大美人] 鄧慧霖(6E) 蔡淑詩(6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