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家炳博士中華文化獎勵計劃獲章同學名單 

(2005 年度) 
木章  

2A 陳翠莉 陳穎欣 鄭敏琪 鄭伊倫 張沅伊 詹詠怡 周卓媛 鍾小游 鍾思平 梁平平 李俊霈 連兆華黃穎欣 

黃苑婷 葉靜怡 

2B 陳葆琳 陳詩韻 陳燕珊 張佩琪 張以行 招玉妍 蔡麗蓉 鄒秀敏 霍可兒 馮曉程 何東興 李文諾梁穎嘉 

梁穎文 李浩朗 魏露盈 佘韻翹 鄧紹榮 曾富凡 黃智星 黃翠欣 黃莉瑩 黃婉兒 胡偉賢楊俊蔚 姚清怡 

2C 陳嘉裕 陳錦輝 陳慧娟 何嘉慧 何詠詩 江雪虹 古嘉恩 關正恩 林澤鋒 林敬慈 李康嵐 李慧珊梁潔雯 

梁倩娛 李兆威 李思湧 勞子軒 馬承瑋 商瓊之 湯穎雪 謝偉江 黃瀚賢 黃健怡 黃心怡 胡嘉茹 葉曉

彤 姚嘉儀 

2D 陳家運 陳京琳 陳韶妍 陳柿華 陳曉彥 鄭皓遠 朱凱雪 朱穎儀 鍾麗君 洪詩韻 林曉俊 林桓亦劉愉康 

李松美 呂樂心 文浩坤 吳子諾 蘇詠樟 戴嘉雯 戴慧珊 曾樂欣 黃 程 黃建航 黃麗婷黃伴紅 黃詠雯 

黃綺晴 楊雯華 

2E 陳志強 張翠怡 趙淑儀 蔡立智 朱蔚欣 甘倩悠 劉穎心 羅佩琦 李嘉妍 李詠恩 梁佩思 李煥真廖家

葆 文譯芳 吳啟南 吳婉婷 單皓楷 蘇潔慧 譚雅婷 譚佩詩 鄧嘉雯 丁潔鈺 董文燈 黃欣堯黃文雅 

邱麗彤 邱詠珊 

 楊子恩 葉文鳳 

3A 陳建彰 李珮瑤 湯志超 黃子聰 3B 黃嘉慧 吳觀生  3D 蕭翠茹  3E 鍾馥盈 

4A 姜藹恩 黃明俊 4B 嚴鋒濃  4C 區茹芊 陳嘉亮 

銅章  

3A 莊碧瑜 方家駿 劉欣潔 謝安儀 黃翠盈  3B 劉籌丹 

3D 陳偉聰 鄧詩敏 黃子榮 邱璟清    

3E 陳妞兒 鄭琼青 鄧倩珩 劉翠珊 黃麗華 黃潁妍 

4B 陳烱彤 香麗兒 孫曉雯 蔡沛基 衞欣欣 

4C 李 珊   4D 陳麗嫦 曾燕妮 黃靖琳 黃秀珠 

4E 吳澤城 施 晴 石麗玉 

 

銀章 

[中國建築]  4A 陳嘉頴 4D 鄧穎敏 尹美玲 

[中國古代服飾]  4A 陳艷媚 4C 李麗媚 

[中國人的愛情觀]  4D 張欣淇 巫寶瑩 

[中國少數民族服飾]  4B 黎穎瑜 羅嘉儀 莫芷琪 

[唐代服飾]  4B 麥美榮 鄧凱齡 4D 杜曉慧 

[中國女性地位]  4C 羅佩詩 蘇珮晴 4E 鄧靜兒 黃慧賢 

[中國民族的服飾]  4D 鄺寶欣 4E 蔡麗菊 5D 李芳 

[史上第一位女皇帝武則天]  4B 彭梽樃 4E 馬家莉 

[中國女排]  5A 江詠儀 李芷欣 5E 黎凱欣 謝沛淇 

[中國戲劇]  5A 徐燕雯 5B 劉詠珊 5E 謝慧嫦 

[新界五大族]  7A 歐國坤 陳雁飛 馬嘉遜 

[中國古代宗教]  7A 尹倩蘅 袁翠珊 

[從古今文學看中國的愛情]  7A 張倩彤 巫寶珠 黃婷芬 

[清代服飾概覽]  7A 郭芷盈 黃展曦  

[中國古代科舉制]  7A 香惠初 吳偉倫 蔡沛琅 

[中國古代書法及建築特色]  7A 何安堯 禤靜賢 梁嘉欣 

[中國古代喪葬禮儀]  7A 鍾 敏 韋心愉 余沛淇 

[中國古代學術思想]  7A 李漢基 陸偉興 吳啟豪 

[中國四大發明之一 － 火藥]  7A 葉啟燿 蔡鴻鍵 余江河 

[中國的天文曆法]  7A 李曉瑩 刁樂雯 黃兆輝 

[中國的古代婚姻]  7A 林曉筠 林嘉雯 彭錦榮 

[天工開物－糧食篇]  7S 鄒海達 蔡愉欣 

[民族節日]  7S 吳志豪 蕭嘉亮 徐振威 

[中國古代神話]  7S 張志豪 黃少榮 梁嘉俊(17) 

[田中百家姓]  7S 郭穎心 李嘉儀 蘇珮琳 

[香港及中國少數民族之風俗習慣]  7S 高慧敏 麥秋榮 曾惠詩 

[紙]  7S 陳佩珊 盧凱婷 黃曉彤 

[清代科舉]  7S 陳靜盈 王潔綾 

[飲食具]  7S 陳健樂 鍾慧琪 

[道教]  7S 周文輝 蔡偉雄 梁嘉俊(16) 

[中國古代建築]  7S 蔡家明 朱建軍 杜嘉喜 

金章 

[中日服飾研究]  5D 曾寶如 楊淑婷 

[中國傳統舞蹈]  5B 卜湘琳 何靜宜 劉 卿 李漢民 5E 王力加 

[中國古代專權女人]  5B 鍾嘉穎 5D 鄭嘉敏 

[京劇及粵劇文化]  5D 溫倩鈺 葉慧琪 袁小雲 

[清代服飾概覽]  7A 關可欣 王瑋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