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家炳博士中華文化獎勵計劃獲章同學名單 (2010 年度) 

木章  
2A 陳芷欣 譪劉 怡 李卓彥 李婷婷 王菲  胡影泳 楊芷菁 
2B 陳卓盈 陳浩楠 周綺程 李詠琪 馬潔明 麥詩華 吳家橋 吳家怡 彭樂彤 曾德軒 謝煥兒 啓黃 諾 黃桓林 

殷慧珊 
2C 陳金駿 陳詩儒 陳芷琳 鄭詠文 張俊榮 張雪楣 黎芷瑩 林怡廷 劉穎琪 李其軒 梁慧心 麥梓健 莫世傑 

蕭翠萍 鄧曉惠 葉慧芝 姚綺鈴 
2D 陳巧兒 陳康彥 陳嘉麗 鄭慧芯 鄭慧妍 張日新 蔡穎晴 朱傑羚 范舒琪 侯浚偉 何俊霖 葉海怡 柯俊霓 

鄺曉彤 咏黎 媛 羅光華 李慧敏 文泳妍 文琬婷 莫慧琳 吳嘉豪 黃凱涂 
2E 陳詩琪 張詠琳 何嘉麗 葉慧賢 李子傑 梁小青 駱健悅 馬穎琳 馬詠詩 梅凱婷 潘望瀧 岑晉琳 冼飛燕 

譚兆峰 陶慧君 王曉盈 楊煒琳 
3A 朱嘉研 鍾麗娟 方梓熙 龔永傑 林紫晴 吳廷欣 潘姿琳 杜詠彤 謝雯仿 謝文偉 王靖霖 
3B 陳麗娟 陳穎欣 張樂然 周柏輝 郭海琳 鄺家和 林嘉欣 蘇美玲 曾肖賢 王祺善 黃軍傑 黃苑笙 胡凱瑩 

邱俊鋒 楊詠愉 葉錦詩 
3C 鄭倩因 張凱盈 張嘉權 趙霆峰 蔡依婷 何楚玲 葉天峰 黎詠詩 林雨婷 韵劉 怡 李文謙 吳愷瑤 彭智杰 

衞可欣 黃志翔 邱明珠 
3D 陳漪晴 鄭家蕙 朱珮晴 何顯豐 何淑賢 李雪瑩 梁嘉雯 梁梅蘭 李澤誠 梁偉聰 廖偉濂 勞穎賢 馬詠珊 

巫嘉浩 彭景謙 潘望曦 鄧健城 鄧景庭 黃敏婷 楊善恆 翁瑞鴻 
3E 陳家樂 陳嘉儀 鄭啟楠 鄭伊珊 張凱韻 張嘉茵 蔡鳳婷 蔡程月 方行  林嘉敏 林紫心 李慧儀 李子煒 

謝文浩 胡杏子 甄穎賢 葉蘭芝 

銅章  
3A 陳心怡 郭詩詩 
3B 陳泳琳 韵劉 才 李子鈞 司徒卓欣 嚴港苗 
3C 李萬誠 李培泓 黃鎮浩 
3D 張希彤 林煒熒 曾麗娟 
3E 楊岱昀 
4A 陳綺伶 頴周卓  周永祺 霍澍楊 何諾軒 葉子承 賴海嵐 盧俊傑 吳旨晴 吳梓豪 曾成達 袁嘉欣 
4B 陳大銘 張梓昌 甘亮鋒 李美怡 李逸朗 潘天誠 黃凱讌 葉啟文 
4C 鄭佩文 
4D 周美儀 傅希琳 黃詠欣 
4E 陳嘉慧 陳家聰 鄭銘忻 鄭偉杰 何樂軒 何英揚 熊韻瑤 李文軒 李俊劭 李樂怡 明哲鋆 巫卓奇 吳若歡 

冼敏富 蘇文熙 袁樂衡 

銀章 
[中國古代建築]     4A 劉景行 4D 楊倚晴 4E 蕭㼆盈 
[中國傳統習俗-舞獅]     4B 唐佳敏 4E 李婉婷 
[中國靜態藝術-建築]     4A 陳浩昇 陶振明 4B 古澤彥 沈煒倫 4D 張熾盛 
[中國皮影戲]     4A 鍾志鏗 4D 陳啟聰 4E 尹智綸 
[中國民間神妖故事]      4B 陳雪雯 4E 連敏儀   
[中國古代軍事戰略]      4B 李嘉曦 梁皓樺 4E 徐俊杰 
[中華文化專題報告-水墨畫]    4B 鄭倩婷 甘卓濡 蘇詠彤 4C 梁詠琛 
[中國古代與現代婚姻]     4B 何麗欣 4C 黃靖媛 4D 梁敏婷 葉思穎 4E 周曉瑩 
[中國不同的傳統節日與風俗]    4A 張家燕 4B 林望樂 余敏熹 4D 陳詠欣 
[中國茶文化]      4B 鄭凱而 4D 蔡敏婷 關慧芯 鍾敏兒 
[中國動態藝術-粵劇]     5A 戴嘉莉 5D 蔡阮雯 5E 朱穎祺 
[中國節日傳統食品]      5D 陳栩婷 李素秋 5E 王允佑 
[百家姓]      5B 黃佩珊 5E 張家茵 蔡倩儀 黎美思 巫青穗 袁靄儀 
[中國古代酷刑]      5C 曾焯蓉 5E 彭婉怡 徐麗芬 
[武則天]      5E 何嘉莉 羅靜 羅文婷 
[中國古代科技]      7A 黃焯華 邱家文 吳啟南 鄭世亮 
[古代婚姻習俗、禮俗及宗法]    7A 趙淑儀 伍振星 廖家葆 黃瀚賢 
[中國古代日常生活所運用之器物]    7A 朱穎儀 羅佩琦 李嘉妍 葉婉翠 
[古代天文曆法]      7A 車幸庭 何麗珊 佘韻翹 余沛昇 
[中國古代姓氏名號]      7A 陳錦輝 馮曉程 黃健怡 姚嘉儀 
[中國科學]      7S 陳柿華 方正駒 李敬瑋 黃智星 
[中國古代藝術]      7S 霍可兒 古嘉恩 林淑兒 李康嵐 
[中國古代教育及選拔制度]     7S 張以行 姚穎琛 譚佩詩 葉文鳳 
[古代學術思想概觀]      7S 林澤鋒 單皓楷 曾健  董文燈 
[古代姓氏名號]      7S 陳梓鋒 林駿傑 黃莉瑩 楊俊蔚 
[道教及佛教對中華文化的影響]    7S 林敬慈 李詠恩 梁穎嘉 黃翠欣 

金章 
[中國「飲茶」文化]      5A 莫穎珩 5D 唐綺琪 
[中國民間藝術-剪紙]     5B 黃麗恆 胡穎琪 5D 黃苑玲 5E 梁穎寶 
[中國飲食文化-九大簋與滿漢全席]    5B 張婉穎 廖玉婷 5D 彭康雪 5E 官美婷 胡曉瑩 
[中國民間音樂]      5C 石頌茵 
[中國傳統思想-儒家、道家、法家]    5C 呂佩欣 5D 林欣逸 羅泳宜 
[中國古代的學校及選拔制度]    7A 陳嘉裕 張沅伊 何東興 
[中國現代文學概觀]      7A 梁平平 吳婉婷 鄧倩珩 楊子恩 
[中國古代藝術]      7A 關正恩 譚雅婷 姚清怡 陳詩韻 鄧嘉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