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家炳博士中華文化獎勵計劃獲章同學名單 

(2007 年度) 
木章  
2A 歐陽希昕 陳雅詩 陳思彤 張志豪 戚韻澄 何旻珮 孔德唯 官美婷 林和顥 劉仁傑 羅皓怡 羅泳宜 

李素秋  梁晉杰 梁雪坪 沈秋儀 譚浩銘 鄧麗萍 王允佑 嚴諾彤 

2B 陳可瑩 陳安瑩 卓芷欣 張婉穎 蔡希文 蔡雅茹 蔡倩儀 朱穎祺 鍾清偉 鍾啟俊 鍾君業 賴艷君 

林卓軒 林明儀 李曉敏 梁凱俊 梁穎寶 梁曜熙 凌慧婷 羅淑琪 蘇嘉慧 唐綺琪 黃栩蔚 黃慧施 

黃苑玲 楊凱雯 余樂佩 袁靄儀 阮婷欣 

2C 陳栩婷 陳亦幫 張海迪 張燮儀 周芷瑩 蔡婉珊 林佩彥 林穎姍 林欣逸 劉詩維 梁彥聰 廖鍵輝 

廖琛妍 廖芷君 盧兆豐 吳穎  彭錦騫 譚皓程 鄧煒軒  刁姵文 曾焯蓉 曾潔琳 王倩婷 

2D 區曉然 陳洛浚 鄒子健 鄭舜傑 張芷穎 江鏡棠 黎灝楹 羅靜  梁楚翹 梁鈞元 梁偉欣 梁恩慈 

李志遠 廖玉婷 盧子聰 冼穎芝 談嘉敏 黃麗恆 黃佩珊 胡曉瑩 楊樂兒 

2E 陳歡恩 陳婉筠 張家茵 香沛棠 何嘉莉 許智恒 洪苑雯 江展鴻 郭寶儀 黎加恩 黎樂恩 林芷瑩 

羅文婷 李康傑 李俊劭 李萬祺 李肇尉 呂佩欣 馬雁玲 莫穎珩 彭康雪 彭東堅 彭婉怡 石頌茵 

戴嘉莉 謝天欣 徐麗芬 徐偉杰 溫樂怡 黃清儀 黃啟曦 胡穎琪 

3A 羅治輝 羅樂宜 葉岳暾 

3B 鍾達威 吳景輝 

3C 歐陽曉彤 陳詩寧 陳玉珊 李恩霖 楊詠瑤 

3D 梁洛熙 董敏佩 

銅章  

3A 周芷瑩 李宛螢 吳綺桃 潘智玲 成詩欣 譚佩盈 

3B 張淑儀 張彤 黎思嘉 李惠珊 邱家愉 容曉怡 

3C 林穎深 李卓宜 余樂心 

3D 廖鍵亮 

3E 李綺雯 尹嘉敏 

4B 陳柿華 林敬慈 李康嵐 梁倩娛 蘇潔慧 譚佩詩 黃智星 黃心怡 

4C 戴慧珊 黃苑婷 

4D 張翠怡 鍾麗君 李嘉妍 梁潔雯 梁平平 吳婉婷 楊子恩 葉曉彤 葉婉翠 

4E 詹詠怡 

銀章 
[老吾老]     4B 曾健  

[中國古城-西安]    4C 劉愉康 4D 林桓亦 4E 曾樂欣 

[中國君皇傳之康熙]    4B 方正駒 曾富凡 4E 盧健 

[中國建築]     4B 黃翠欣 葉文鳳 4E 鄭敏琪 李慧珊 譚雅婷 姚清怡 

[中國書法研究]    4D 陳詩韻 黃穎欣 4E 梁穎文 

[中國傳統婚姻]     4B 何嘉慧 何詠詩 黃莉瑩 

[中國歷代名女子]     4B 陳葆琳 張佩琪 黃婉兒 4E 佘韻翹 

[清朝歷史報告]     4B 陳韶妍 4D 陳嘉裕 鄧嘉雯 4E 何東興 

[農民畫]     4E 張沅伊 呂樂心 

[中國體育運動介紹-跳傘]   5B 楊嘉莉 5D 秦婉雅 林韻兒 葉祝茹 

[中國體育運動-射擊]    5D 鄧倩珩 

[中國乒乓球]     5D 蘇嘉文 5E 吳美春 

[中國天文曆法]     7A 林嘉儀 梁梓茵 胡寶晶 

[中國傳統書法藝術]    7A 吳綺婷 黃翩翩 

[中國古代宗教]     7A 陳家傑 盧至睿 蘇燕軍 

[中國文學]     7S 麥健榮 

[中國古代天文曆法]    7S 何俊傑 杜冠霆 謝世邦 

[中國古代書法、繪畫]    7S 陳威俊 麥智聰 溫國偉 

[中國傳統節日]     7S 楊家偉 余德賽 

[中國古代建築]     7A 陳家樑 黎卓鑫 曾志傑 7S 劉惠欣 潘善婷 王謹欣 

[中國典章制度]     7A 曹慧婷 羅嘉龍 黃渭鈴 7S 陳嘉欣 劉詠珊 馬詠詩 

[中國傳統宗教]     7S 郭灝勤 麥寧峰 潘俊輝 

[中國學術思想]     7A 張燕婷 黎志鴻 呂鳳媚 7S 鄭惠怡 劉梓慧 吳君怡 

[中國醫藥]     7A 李葦梓 吳道良 7S 秦詩雅 鍾倩婷 徐美儀 

金章 

[中國少數民族服飾]    5B 劉翠珊 5D 陳妞兒 鄭琼青 5E 黃潁妍 

[中國文字]     5B 黃麗華 5E 邱璟清 

[中國古代軍事-兵器、陣法]    5A 黃子榮 5B 陳偉聰 方家駿 湯志超 

[中華風物-中國民居]    5D 莊碧瑜 劉籌丹 

[從中國愛情小說探討中國人的愛情觀]  5B 劉欣潔 謝安儀 5E 黃翠盈 

[中國傳統科學]    7A 謝慧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