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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炳博士中華文化獎勵計劃獲章同學名單 (2020 年度) 

 
木章    

 

銀章 

中國民間藝術-刺綉 4A 陳諾妍 4C 禤百悅    

從魯迅的生平和文學作品探討當時的 

社會問題 
4B 簡孝龍 4B 鄧逸邦    

中國少數民族舞蹈 5B 江雪怡 5B 李洛瑤    

古今男女關係與性別平等 5B 鄭禧霖 5B 林穎妍 5C 劉熹曈 5C 王芷晴 5D 林穎婷 

中國傳統建築 5B 陳宇峰 5B 黃竣禧 5D 卓志衡   

中式婚禮 5B 陳嘉儀 5B 張晴怡 5B 余薪穎 5C 張愷琳 5D 吳姻穎 

淺淡儒家思想 5C 朱綽盈 5D 林馨怡    

2A 陳嘉儀  陳樂軒  鄭一義  蔡曉莉  方昫悅  何家威  何曦裕  何家希  林栢謙  林  詠  梁思頌 

劉祖宜  劉悅昕  羅詠茵  呂頌賢  陸銘儀  羅  揚  吳羨瑜  蕭凱桐  鄧曉棠  鄧施恩  杜雋泳 

蔡程豐  徐栢樂  黃珞軒  黃琛蔚  王梓澄  胡易言  吳雨柏 

 

 

2B 陳湘樺  周煒鋒  陳頌華  陳日熙  鄭雋錡  章嘉穎  張采柔  莊啟樂  周希諾  徐梓傑  方子洋   

馮諾恩  李汶錡  李育霖  梁依祈  李嘉進  梁曉妍  麥凱晴  莫子晴  潘健寧  石鈺瑩  蘇正軒  

謝采言  文逸韜  黃詩樂  吳雨桐  肖沛希  余子晴  張寶琪  莊心悅 

 

 

2C 陳筠皓  陳子樂  張君禮  鍾卓嘉  鞏  銳  何思言  韓景軒  黃榆圓  江嶼粦  金栢軒  羅旨俞 

李康晴  李詠欣  梁滋筵  李展宏  李嘉俊  林文惠  麥焯熙  譚浠桐  涂楹珠  曾惠明  謝昊軒 

黃鴻斌  謝祚希  楊嘉瑜  楊培渝  葉洛銣  曾愷頤  曾  丹  詹佳瑩  張艾菲  鄭君行 

 

 

2D 區凱怡  陳漢儒  陳匡華  陳怡欣  陳余恒  周舜嵐  鄒子㮾  周揚政  朱綽蕎  鍾婉婷  戴韻旭 

方姝嵐  霍穎童  馮卓琳  何欣澄  洪銘貝  黃嘉輝  洪梓偉  高卓琳  劉諾軒  羅苑倩  李心妍 

呂  薇  潘鎬正  陳紀霖  謝家榮  黃澤禧  王思恩  吳筱妤  鄔怡姍  丘佩加  葉兆輝 

 

 

2E 陳凱琳  陳肇棋  陳鈺儀  陳雅浛  陳思穎  陳天恩  陳一諾  張愷妍  趙愷慈  趙小婷  曹詠貽 

馮曉恩  何靖怡  林泳賢  李傲琳  李思雅  梁銘鋒  李思卓  羅嘉熙  文卓琳  鄧智聰  田潤昊 

杜景燊  湯穎芯  曾詩晴  王俊昱  黃熙琳  王學霖  黃璟軒  王立松  黃朗言  張臻希 

 

 

3A 楊俊浩  黎志傑  劉昕霖  黃駿朋 

3B 張毅聰  李智茵  蘇子慧 

3C 陳依琪  吳詠兒  黃凱盈  楊裕安 

3D 郭昊鈞  廖子東  麥俊鋒  楊檸嘉  曾怡婷 

3E 李珮愉  黃景禛 

4C 杭凌西  王天欣 

 

銅章 

3B 陳柔霏  莊曉玥 

3C 鍾果彤  王子豪 

3D 江家誠  李澤龍  盧曦凝  滑子翹 

3E 梁梓軒 

4A 
陳政彤  張浩為  張芷凌  鄧芷昕  劉卓詩  梁思瀅  陸妍汶  馬瑜聲  文晞韻  文嘉燕  沈家俊 

黃焯桐  黃浩霆  葉一鳴  葉愷鏵 

4B 鄒婥嵐  鄭卓樂  張宗濤  張首春  蔡朗豪  周慧敏  葉倬搴  夏俊濠  何卓怡  賴曉程  林凱迪 

劉慧玲  梁翠婷  梁芷晴  羅  坤  呂文樂  馬熳晴  吳羨衡  伍泳恩  盤嘉信  蘇浚鈞  鄧閔之 

王珀橋  黃舒裕  楊展峰  葉子韻 
 

4C 陳麗宜  陳偉廉  張嘉琳  蔡圳灝  鍾嘉欣  馮珈謙  何卓恩  熊啟祐  關嘉慧  劉雅欣  李駱兒 

李熲苗  李穎彤  李凱盈  勞悅恩  馬諾怡  蘇梓維  譚世豪  王俊傑  葉曉晴 

4D 區凱茵  陳沚楓  陳家軒  陳煒邦  鄭皓曦  趙樂兒  鍾紫彤  劉美樂  羅穎彤  梁迦琪  李心悠 

徐佩雯  張慶暉  鄭暐潼  周志鏵 

5A 張潤棠  李琛皓  鄧梓軒  胡軒搏 

5B 伍栢耀  蔡程浩 

5C 陳家明  駱一鳴  鄧梓晴  葉忠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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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章 

隋唐五代服飾 4D 陳景堯 4D 李學賢 5C 陳慧琪 5C 勞子慷  

茶 5A 陳諾瑤 5A 鍾曉怡 5B 方美善 5B 彭柔瑋 5B 黃琛瑤 

古代體育(射)演變 5A 林建豪 5B 莊旻曦 5B 黃俊禧   

深談宦官 5B 劉芷柔 5D 李麟鋒    

清朝人怎樣學英語 5B 蘇詠心 5D 甘浩雲 5D 盧思琦   

魯迅角色的轉變 5B 錢茵彤 5B 黃浩然 5C 陳美俊 5C 謝寕 5C 黃詠瑜 

齊宣王與鍾無艷 5B 余曉瀅     

粵劇 5C 劉明珠 5C 李月婷    

城鄉/絲路運輸及交通工具的演變 5C 李嘉盈 5D 張寶雯    

明代女官制度對明代女性地位的影響 5C 莫嘉穎 

絲綢之路 6B 黃靜桐     

中國傳統節日文化 6B 凌俊欣 6B 雷詩婷    

粵劇 6B 孫海晴     

探討唐朝社會女性「以胖為美」的現象 6B 王明哲     

中秋 6C 朱焮彤 6C 郭鈺琳 6C 梁寶怡   

由婦好看商朝女性地位 6C 李綺玲 6C 曾楟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