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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2015 年 7 月頒發的校外獎狀及獎學金 

獎學金 

1. 青苗基金 

 

青苗學界進步獎 

 

2D 朱駿豪、2C 譚浩森 

2D 陳智聰、3B 張濠然 

4C 陳劍滔、4A 施曉峰 

5B 陸志瀚、6C 譚俊浩 

6D 陸俊勤 

獎狀 

2. 東區學校聯絡委員會 東區學校進步生獎 

 

2B 朱柏霖、3C 羅皓彥 

4B 趙澤恩、6B 李朗烽 

獎狀 

3. 東區學校聯絡委員會 東區學校模範生獎 2D 翁翰垣、3D 單浩斌 

4A 施曉峰、5A 黃永豐 

獎狀 

4. 祁良神父教育基金 品學兼優獎 5C 譚孝良 獎狀、$1500 

5.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 品學兼優獎  
6A 呂岑洋 獎狀、$1000 

 

6. 「明日之星」計劃    上游獎學金 
5C 譚孝良 

6A 盧安傑 

獎狀、獎學

金 $5000 

7. 非凡躍進獎勵計劃 
在多個範疇有卓越進

步的學生 

1C 吳偉權、1D 姚子臻 

2B 朱柏霖、2B 容敏光 

3A 尹家希、3C 陳晉軒 

4A 陳皓楠、4B 趙澤恩 

5B 徐惠誠、5C 羅潤林 

6B 李朗烽、6C 胡學軒 

獎狀及海洋

公園入埸卷

2 張 

8. 蔡垂基校友獎學金 

 

學業及運動成績優異兩位 2D 盧兆崎、4A 鄺柏聰 獎狀、$450 

中一至中三級全級第二名 1D 林俊文、2D 陳智聰 

3D 張晉軒 

獎狀、$400 

中一至中三級全級第三名 1D 吳柏添、2D 孫楷炎 

3D 林浩源 

獎狀、$300 

9. 何錦榮老師獎學金 中一至中六學業方面 

最佳進步同學（每級一

名） 

1C 陳文聰、2D 陳智聰 

3B 陳兆鎌、4B 周朗謙 

5A 黃迪笙、6B 李朗烽 

獎狀、$300 

10. 關祺老師獎學金 

 

最佳長跑運動員 4A 鄺柏聰 獎狀、$300 

最傑出童軍 4A 鍾偉聰 

11. 何江顯校長獎學金 

 

各級中文科第一名， 

中四雙冠軍 

1C 龔少楓、2D 翁翰垣 

3D 張晉軒、4A 鍾偉聰 

4A 施曉峰、5A 李銘濠 

6A 李洛軒 

獎狀、$400 

12. 舊生會羅倫修士獎

學金 

各級英文科第一名 1D 林俊文、2D 陳柏灝 

3D 黃煒軒、4A 梁健南 

獎狀、$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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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 李銘濠、6A 李璟謙 

13.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各級數學科第一名 1D 楊朗謙、2D 容敏光 

3D 張晉軒、4B 梁忠原 

5A 羅凱丞、6A 李洛軒 

獎狀、$300 

中一綜合科學第一名 1C 龔少楓 

中二綜合科學第一名 2C 吳世筆 

中三物理第一名 3D 張晉軒 

中三生物第一名 3D 黃煒軒 

中三化學第一名 3D 黃煒軒 

14. Mr. Frederick Kwok 

Scholarship 

各級通識科第一名， 

中一雙冠軍 

1C 龔少楓、1D 崔文龍 

2D 翁翰垣、3D 黃煒軒 

4A 施曉峰、5C 周敬殷 

6A 林子進 

獎狀、$300 

15. 葉毓強獎學金 中四至中五級經濟科

中文、英文組第一名 

4B 蔡棋鋒(中文) 

4A 鍾偉聰(英文) 

5A 容卓銘(中文) 

5A 盧均濤(英文) 

6C 鍾鎮全(中文) 

6A 李璟謙(英文) 

 

獎狀、$300 

16. 萬順獎學金 中四至中六級全級第二名 4B 梁忠原、5A 黃永豐、 

6A 劉心柏 

獎狀、$400 

中四至中六級全級第三名 4A 鄧智略、5A 羅凱丞、 

6A 李璟謙 

獎狀、$300 

在學業、服務、藝術 或 

領導有出色表現的同學 

(十二位) 

1B 林立威、2D 孫楷炎 

3D 李鴻俊、3D 黃日峯 

3D 丘澤希、4A 陳寶鈞 

4B 袁凱彪、5A 陳穎麟 

5A 劉澤鋒、5A 李銘濠 

5A 黃永豐、5A 胡泳桔 

獎狀、$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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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2015 年 9 月頒發的香港中學文憑試獎學金 

1 何家驥校友經濟科獎學金 

考獲中六文憑試經濟科優良成績同學。 

 班別 姓名 金額 

1 6A 郭澤楠 $300 

2 6A 賴君緯 $300 

3 6A 李璟謙 $300 

4 6B 雷健文 $300 

5 6C 陳貴標 $300 

6 6C 鍾鎮全 $300 

 

2 萬順獎學金 

考獲文憑試第一名、第二名及第三名學生。 

 班別 姓名 修讀學系 金額 

1 6A 黃曉康 中文大學 工程學 $800 

2 6B 劉凌鋒 理工大學 國際物流管理高級文憑 $600 

3 6A 李展鵬 浸會大學 理學士 $400 

6A 李洛軒亦修讀中文大學 工程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