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家炳博士中華文化獎勵計劃獲章同學名單 

(2002-2003) 
 
木章  
2A 陳俊暉 陳兆康 陳婉姍 徐嘉勵 鍾韻彥 香麗兒 孔進軒 劉曉薇 劉嘉駿 羅嘉儀 李宏基 李麗媚 盧美姍 

呂嘉欣 吳楚健 彭 潘汝婷 孫曉雯 譚楚欣 鄧靜兒 鄧凱齡 黃靖琳 黃曉玲 黃雯峰 殷潔賢 嚴詠希 

2B 陳展望 陳健中 陳彥樺 鄭宜諾 馮穎欣 劉嘉琪 羅靜雯 李 珊 梁海健 李輝香 李凱琳 吳若詩 鄧穎敏 

謝美儀 尹美玲 黃靖茹 

2C 陳嘉秀 陳麗嫦 陳偉傑 張泳怡 錢芷雅 鍾長婷 何俊良 孔樂婷 鄺寶欣 黎穎瑜 羅佩琪 李慧敏 梁家維 

麥美榮 巫寶瑩 莫家萃 吳澤城 吳嘉敏 伍珮琳 施 晴 杜曉慧 蔡沛基 黃碧峰 黃崇根 黃紫英 邱文銳 

葉 瑜 余瀚明 

2D 陳艷媚 鄭燕玲 張欣淇 何俊賢 關琦峰 劉詠嘉 羅佩詩 李嘉儀 馬家莉 莫芷澄 莫芷琪 石麗玉 邵穎芝 

蘇珮晴 曾燕妮 欣欣 尹璟璐 黃志敏 黃慧賢 

2E 陳嘉 陳寶儀 鄭瑤亨 張羽琪 蔡麗菊 劉紫茵 李念恆 梁嘉儀 凌嘉 顏立聰 曾詠琪 黃君玲 黃鈞 

黃秀珠 王紫茵 

3D 張凱婷  

4E 黎俊熙 

 

銅章  

3A 江詠儀 

3B 卜湘琳 鍾倩婷 郭灝勤 林芷清 王力加 葉慧琪 袁小雲 

3C 鄭嘉敏 曹慧婷 鍾嘉穎 劉梓慧 李葦梓 溫倩鈺 

3D 何靜宜 劉 卿 李漢民 曾寶如 楊淑婷 

3E 黎凱欣 李芷欣 廖洛祈 

4E 陳珮玲 蘇煒華 謝詩敏 

 
 

銀章 

〔中國古代喪葬禮〕 4A 曾永恩 4C 李淑妍 湯健雯 曾楚殷 4D 張皓瑩 4E 原思欣 黃慧琴 

〔中國吉祥物〕 4A 冼麗詩 譚淬嵐 4D 黃韻茜 

〔中國姓氏〕 4A 麥彥殷 4C 張嘉琪 

〔中國婚姻制度〕 4B 蔡敏麗 馬穎詩 4E 黃早慧  

〔中國節慶〕 4A 李凱鑫 4B 陳冠霖 4C 羅傑仕 4D 周駿宇 4E 曾健華 

〔茶〕 4D 張海寧 4E 黃麗微 

〔中國傳統婚姻〕 4A 陳泳珊 4B 蔡麗珍 4E 麥耿榮 彭順易 

〔中國乒乓球〕 5A 王瑋嵐 5B 譚稀文 5D 戴佩玲 5E 莫聰敏 

〔中國書法〕 7A 歐國榮 

〔纏足〕 7A 陳家蓮 

〔中國傳統婚姻〕 7A 陳業基 

〔中國繩結〕 7A 張健儀 

〔涼茶〕 7A 鄒劍豪 

〔咸魚頭豆腐湯〕 7A 何凱琳 

〔太監與中國文化〕 7A 洪頌晞 

〔紙紮〕 7A 洪雅婷 

〔旗袍〕 7A 洪綺華 

〔通勝〕 7A 林慧茵 

〔炒飯〕 7A 劉淑玲 

〔湯圓〕 7A 劉玉婷 

〔祠堂〕 7A 羅宛芹 

〔鄭和下西洋〕 7A 梁植強 

〔女紅〕 7A 梁斯韻 

〔酒樓〕 7A 文群英 



 

〔中國古代酷刑〕 7A 莫嘉敏 

〔籤占〕 7A 伍苗渝 

〔茶與中國文化〕 7A 沈錫富 

〔山水畫〕 7A 蘇顯霆 

〔硯〕 7A 謝家進 

〔茶道〕 7A 蔡瑞婷 

〔風箏〕 7A 黃倩琪 

〔餃子與其中國文化涵義〕 7A 楊世廉 

〔筷子〕 7A 楊芷芯 

〔盆菜〕 7A 容順盈 

〔廟宇〕 7A 袁潤發 

〔中國醫學所依靠的學說 

和它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 7S 陳冠昇 

〔中國食的飲食文化〕 7S 陳崇沛 

〔新年〕 7S 陳韻芝 

〔唐代貢舉之影響〕 7S 張嘉祺 

〔中國傳統節日-盂蘭節〕 7S 鍾子慧 

〔中國古代建築〕 7S 江正熙 

〔中國音樂之古琴音樂〕 7S 郭凱瑩 

〔中國古代皇室祭祀〕 7S 郭譽豪 

〔中國曆法〕 7S 林立欣 

〔萬里長城〕 7S 劉頌謙 

〔中國陶瓷的發展與實用性〕 7S 利劍鋒 

〔中國神話故事〕 7S 梁傑強 

〔中醫陰陽學說〕 7S 梁穎怡 

〔金庸小說人物與中國文化及思想〕 7S 廖秉亨 

〔中秋節〕 7S 盧翠明 

〔二十四氣節〕 7S 羅素芹 

〔中國古代建築的建築美〕 7S 麥冠豪 

〔笛〕 7S 麥毅誠 

〔四大發明〕 7S 安溥量 

〔從神話看古時的中國〕 7S 沈禧瑢 

〔符咒〕 7S 鄧洛楓 

〔象棋〕 7S 黃文斌 

〔中國飲食文化〕 7S 黃琤 

〔傳統婚姻〕 7S 饒海仙 

  

金章 

〔中國六大古都〕 5A 郭芷盈 5D 劉瑞如 5D 鄧沛彥 5E 陳健樂 鍾慧琪 黃第明 

〔中國古代建築術〕 5A 鍾 敏 許麗玲 劉桂芳 李燕玲 余連港 5C 葉穎欣 

〔中國茶的文化〕 5D 何嘉欣 麥秋榮 蘇珮琳 黃潤怡 

〔中國茶道〕 5A 張倩彤 5E 陳靜盈 吳兆羚 

〔中藥〕 5A 連鎮裕 5B 吳偉斌 蔡鴻鍵 

 

榮譽章 

〔歷史包袱與社會資源：六、七十年代內地新移民的個案研究〕 

 7A 馮俊慧 

 7S 翟鎮邦、陳汝濠、張敏瑩、宗潔梅、曾毅鋒、葉上瑩 

           李淑明(海外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