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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炳博士中華文化獎勵計劃獲章同學名單 (2019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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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章 

中國法制史 3A 陳景堯 3D 李學賢    

中國古代樂器 4A 陳諾瑤 4A 鍾曉怡 4B 方美善 4B 彭柔瑋 4B 黃琛瑤 

蘭陵王 4A 張兆曦 5A 劉仁傑 5A 榮梓皓 5C 李洛晞  

淺談中文與英語句法比較 4A 林建豪 4B 莊旻曦 4B 黃俊禧   

關愛 4A 鄧縉匡 4C 黎思琪 4C 勞子慷 4C 黃詠瑜  

從詩看出王安石政治道路 4B 錢茵彤 4B 侯卓伶 4B 石珞瑤 4B 黃浩然 4C 陳美俊 

淺談法家 4B 劉芷柔 4D 李麟鋒    

歷史悠久的中國繪畫藝術 4B 蘇詠心 4D 甘浩雲 4D 盧思琦   

古代武俠 4B 余曉瀅     

中國宦官的禍害 4C 陳慧琪 4C 莫嘉穎    

中國傳統服飾 4C 劉明珠 4C 李月婷    

舞蹈/擊鼓樂 4C 李嘉盈 4D 張寶雯    

美人掩鼻 4C 謝  寕 4D 鄧靜雯    

中國戲曲文化 5A 沈  晴 5D 李天恩    

內地與香港的生活差異以及教育制度之不同 5B 陳鎧澂 5C 譚嘉欣    

戲劇 5B 黃靜桐     

2A 陳晉宏 陳煒俊 張文鳳 莊曉玥 鍾志鵬 何敏芝 黃俊軒 龔芷欣 郭萬鵬 賴欣妍 

 林俊宇 林奧夫 劉善怡 李嘉芠 李子頌 李耀天 黎海酈 李佩霖 李俞彤 盧曦凝 

 陸凱晴 吳韋樂 郭  灃 黃芷晴 王子豪 楊善因 葉穎兒 周家儀   

2B 蔡佳雯 陳子康 陳梓盈 陳柔霏 陳浩鋒 陳健恒 陳穎彤 蔡詠芝 馮子鈺 馮宛瑜 

 何凱婷 洪健瑋 郭嘉寶 黎詠汶 林正彥 劉瀚林 劉家晞 梁穎詩 黎海霖 廖靖詩 

 羅雅頤 蔡曉婷 徐裕華 黃灝朗 黃芷欣 胡展維 伍家駿    

2C 歐陽俊傑 陳稀同 陳梓婷 蔡慧瑩 崔梓煒 馮羨雅 胡心言 胡嘉誠 黃銘豪 藍冰倩 

 林丹雅 李凱晴 李采芸 李婉淇 李卓彤 陸  鵬 吳華洋 鄧凱文 黃俊賢 吳雨娟 

 楊汶意 楊彤恩         

2D 陳綽妍 陳詩琪 陳珊珊 卓佩賢 張尚富 張惠玲 蔡嘉怡 鍾梓傑 方衍橋 何穎芝 

 江家誠 鄺子諾 李樂詩 梁愷庭 梁紫玲 李奇伶 梁梓軒 林  璟 林銥淳 彭澤豐 

 蘇泳怡 蘇梓楓 鄧芷穎 蔡卓瑋 黃汶諾 鄔焯楠 吳曉琪 葉紫雯 葉子琪  

 袁喬斐 張智傑         

2E 陳𤤯珊 陳宇軒 鄭茵潼 張綽佳 張煦怡 鍾果彤 何樂頤 許瀚賢 郭蔚琳 李澤龍 

 李智茵 李奇俐 李思蕾 陸泓睿 莫穎怡 吳芷瑜 侍湘洋 岑啟豪 蕭梓濠 鄧穎妍 

 滑子翹 魏可然 黃梓橙 嚴梓軒 楊浩鋒 楊渙浠 楊清嵐 余詠琳   

4B 黃琬淇          

  
 

 
        

銅章          

3A 陳諾妍 簡孝龍 鄧逸邦        

3B 禤百悅          

4A 陳俊翰 王熙臨         

4B 陳宇峰 鄭禧霖 江雪怡 劉燁童 李洛瑤 戴子濤 唐崇林 黃竣禧 王曉文 黃子燁 

 黃恩桐 張景城         

4C 陳穎怡 方雪怡 劉熹曈 李君怡 李樂欣 柯漢麟     

4D 陳穎如 張珈嵐 林馨怡 李卓琳 李洛鋒 吳姻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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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茶葉 5B 凌俊欣 5B 雷詩婷    

中國音樂 5B 孫海晴     

中國象棋 5B 鄧文豐     

中國農曆新年 5C 朱焮彤     

從王安石年少經歷探討其提倡變法的原因 5C 郭鈺琳 5C 李綺玲 5C 梁寶怡 5C 呂月萍 5C 潘盈希 

 

金章 

古代的交通發展 4D 何焌詩 5B 葉穎童    

上水河上鄕 5C 侯歡庭 5C 劉穎慧 5C 葉曉琳 

唐朝的教育制度及學習風氣 5C 李家樂 5D 李穎欣    

中國傳統節日 5D 潘碩霖 6B 張芷華 6B 黃嘉盈 6C 鍾靜 6C 黎穎童 

杭州文化考察 6A 陳熙 6A 陳穎翹 6B 張穎然 6C 何翠茹  

中醫現代化 6A 黃宣婷 6B 陳喜怡 6B 康嘉琦   

杭州文化之旅所感 6B 陳樂天 6B 許智程 6B 羅嘉傑 6C 韓家盛  

九一八事變對中國政局的影響 6B 何天恩 6B 何詠詩 6B 潘恩雪 6B 曾楚琪  

方言傳承及保育 6B 許文琪 6B 劉慧盈 6B 吳心愉 6B 袁明月  

香港各界應否推廣青少年傳承方言 6B 林駿彥 

中醫現代化 6B 梁矩銘 6B 麥若葶 6B 王曉鈞   

杭州文化 6B 盧心穎 6C 薛嘉惠    

中國古代貨幣 6B 黃浚健 6B 楊梓峰 6D 陳啓達 6D 鍾瑋峻  

古代體育—蹴鞠與現代體育—足球之比較 6C 陳凱琳 6C 陳凱彤 6C 許瑩琳 6C 楊珮瑤  

現今浙江省歷史名勝之探究 6C 周哿璡 6C 黃栢文    

紫禁城的消暑 6C 劉家誠 6C 黃寶群 6C 楊欣燕   

古今男女地位分別 6C 譚雅文 6C 黃智怡 6C 黃蔚楠   

魯迅 6C 謝倩宜 6C 鄧曉彤    

粵劇 6C 葉蒨樺 6C 曾楚琳 6C 應詩曼   

中國十大酷刑 6D 陳思穎 6D 黃佩盈    

二十世紀初中國的改革運動對現今的影響？ 6D 林嘉蔚 6D 袁詩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