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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獎助學金 

PO LEUNG KUK TANG YUK TIEN COLLEGE 

SCHOLARSHIPS AND GRANTS 

(2020-2021) 
 

(一) 中原慈善基金獎學金  

     Centaline Charity Fund Limited Scholarhips 

     文皓正  曾盈盈  廖家楹   孫葆莹  馮可晴  張子軒  梁緯賢 

 

(二) 香港趙族宗親總會 

    Hong Kong Chiu’s Clansmen Association 

     趙爾納 

 

(三)  星島獎學金 

      Sing Tao Scholarship 

      趙爾納 

 

(四) The Wharf Art Scholarship 

    九龍倉藝術獎學金 

    黎學鍁 

 

(五) SCMP-Student of the Year- Community Contributor Award 

      莫天恩 

 

(六)  保良局公開考試成績優異獎學金 2021 (中學文憑試) 

     Po Leung Kuk Public Examination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Scholarships      

     (2021 HKDSEE) 

      趙爾納    張迪皓   文皓正   廖家楹  郭成榮  張潁琪   吳詩尉 

      孫葆莹    曾盈盈 

 

(七)  保良局顏禧強伉儷獎學金 2021(中學文憑試) 

     Po Leung Kuk Mr. Ngan Hei Keung and Madam Ngan Po Ling, Pauline Scholarship 

(2021 HKDSEE) 

     趙爾納    廖家楹  郭成榮   

 

(八) 保良局郭少明及郭羅桂珍伉儷獎學金 2021(中學文憑試) 

    Po Leung Kuk Dr Kwok Siu Ming Simon and Dr Kwok Law Kwai Chun Eleanor  

Scholarship (2021 HKDSEE) 

     趙爾納    廖家楹  郭成榮  曾盈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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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保良局屬下中小學課外活動卓越表現獎勵計劃獎學金  

 Po Leung Kuk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Scholarships for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in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莫天恩    李子豪      陸曉悅    張敬浩    勞琛兒   王偉權   梁景華 

    張茜淇    蔡寶瑩      李樂瑶    霍心愉    葉霈姿   張迪皓   蔡浩揚 

    郭成榮    陳峻煊      邱賢穎    蔡偉賢    黃焌銘 

 

(十) 保良局獎學金 

  Po Leung Kuk Scholarships  

李心兒 黎晉豪 李子豪 莫天恩 鄭穎聰 趙爾納 

 

(十一) 保良局宏輝慈善基金 

       Po Leung Kuk Winfull Charity Fund 

      孫葆莹 

 

(十二) 保良局福珍獎助學金   

Po Leung Kuk Fook Chun Scholarships  

周凱晴 鄧文彥 郭成榮 劉啟然 程佩怡 莫巧怡 

劉穎彤 孫葆莹 黎綽玲 程梓豐 郭斯進 劉鎮滔 

梁偉諾 洪愷婷 莊靜翎 鄭家兒 駱映澄 布綽敏 

曾愷琳 黃健希 陳嘉敖 邱焯謙 鍾希嵐 何爍琦 

羅玉兒 張美馨 范浩軒 譚翠斌 張志洋 莫巧晴 

蔡浩揚 李健輝 曾俊傑 胡曉沂 吳卓妍 林濼徽 

黎卓軒 周卓怡 黃詠怡    

   

(十三)  保良局何玉清兒童及教育基金  

     Po Leung Kuk Ho Yuk Ching Child and Education Fund 

(1) 獎學金 

   Scholarships  

  莫天恩 

  (2) 助學金 

   Maintenance Grants 

    黃健希 

 

(十四) 保良局黎麗卿進步獎學金 

      Po Leung Kuk Lai Li Hing Best Improved Scholarship 

      陳樂晴    周依桐     王思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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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保良局王月仙助學金    

Po Leung Kuk Wong Yat Sin Scholarships         

      劉穎彤    郭佩兒    尹柏晴    鄧子聰    陳峻煊 

 

(十六) 保良局吳辛靜珊紀念獎助學金 

   Po Leung Kuk Ng Sun Chink Sarn Memorial Scholarship 

陳毅翔      

 

(十七) 保良局伍何永貞紀念教育基金  

      Po Leung Kuk Wu Ho Wing Ching Memorial Education Fund  

      (1) 助學金 

          Maintenance Grants      

吳卓麟 廖綺琳     

 

      (2) 獎學金(學業成績出眾者) 

          Scholarships for Academic Achievement 

莫天恩 鄭穎聰 李子豪    

 

      (3) 獎學金(成績有顯著進步)  

    Scholarships for The Most Improved  

          譚卓希    梁穎嵐     鄭泳彤 

 

(4) 獎學金(公開考試成績優異獎學金 2021 (中學文憑試)) 

        Public Examination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Scholarships 2021 HKDSEE 

   趙爾納 

 

 (十八) 保良局屬下中學音樂獎助學金 

        Po Leung Kuk Music Scholarship and Grants for Secondary Schools 

    林珈榆  鄺詠詩    余溢希    王若文    黎曉喻   金海澄    鍾希嵐 

       黎學鍁  鄭汶珈 

 

 (十九) 保良局曾紀華紀念獎學金

Po Leung Kuk Chan Kee Hwa Scholarships 

       勞琛兒    卓己珊    林家鍵 

 

 (二十) 保良局黃乾亨基金獎學金 

Po Leung Kuk Wong Kin Hang Philip Foundation Scholarship 

王建棕 

 

 



   p.4  

 

 (二十一)  尤德爵士紀念獎學金(高中學生獎) 

       Sir Edward Youde Memorial Prizes for Senior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趙爾納   文皓正 

 

 (二十二) 屯門區中學校長會」屯門區卓越學生獎 2020-2021 

         Tuen Mun District Secondary School Heads Association-Tuen Mun District     

         High Fliers Election 2020-2021 

李子豪 夏俊彥     

  

(二十三) 劉家駿蔡雲開伉儷獎學金 

 Mr Lau Ka Chun and Mrs Lau Tsoi Wan Hoi Scholarships 

(1) 操行獎 

蔡文穎 文皓正 吳美蘭 孫葆莹 趙愛迪 何佩霖 

周悅晴 蘇靉藍 胡亦心 李心兒 馮弘彥 呂安恬 

符珀熙 陳倚蓁  郭嘉堯 劉蕊芯 黃浩齊  仲育瑩 

梁芊悠 金海澄 黃霆軒 黎梓穎 温己樂 樊璇 

莫天恩 何咏淇 林幗慧 黎澆晴 李姵臻 馮嘉煇 

許煒培 劉佳儀 黃婼妍 陳琬兒 蔡寶瑩 張美馨 

鄺詠詩 秦柏洋     

 

(2) 服務獎 

Service Award  

何嘉穎      劉佳儀     羅倚菲       吳欣亭      夏俊彥     黎卓軒 

林健曦      陳琬兒     蔡寶瑩       黎綽玲      羅玉兒     梁美淇 

梁穎嵐      翁德雯     徐梓誠       韓天放      羅芷淇     郭晉謙   

吳尚豪      張樂賢     尹凱琪 

(3) 學生獎勵計劃雙白金章    

Ultra-platinum Awards (Student Award Scheme) 

鄺恩桐 趙爾納 陳琬兒 張茜淇 蔡寶瑩 鍾希嵐 

黎曉喻 劉穎彤 羅玉兒 李宛娗 梁美淇 馮志謙 

張美馨 鄺詠詩     

 

學生獎勵計劃白金章    

Platinum Awards (Student Award Scheme) 

黎綽玲 莫天恩 梅凱晴 胡騏濼 陳天琛 周文善 

何咏淇 關榆澄 郭佩兒 林幗慧 樊宛盈 許煒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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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傑出社會服務 

Outstanding Social Services 

林紀澄      

 

最熱心社會服務義工 

The Most Enthusiastic Social Services Volunteer 

黎宇謙 馮弘彥 莫天恩    

 

(二十四)  王張佩芳中學文憑試成績優異獎學金 2021 

   Mrs. Wong Cheung Pui Fong HKDSE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Scholarships 2021 

          趙爾納    郭成榮     曾盈盈  廖家楹   孫葆莹  文皓正  張潁琪  馮可晴 

          張子軒    梁緯賢 

 

(二十五) 潘志明數學科尖子獎學金 

Poon Chi Ming Scholarships for Higher Achievers in Mathematics  

趙爾納 鄭穎聰 郭成榮 戴晉朗 李心兒 周子軒 

張早藍 方凱明 黎綽玲 王柏朗 方日昇 蕭蔚藍 

陳洛軒 張睿 黃浩霖 黎晉豪 黃恩澤 吳卓麟 

 

(二十六) 謝詠琴中學文憑試視藝科創意奬學金(校本評核表現優異者) 

Tse Wing Kum Scholarship for Innovation and Creativity in HKDSE Visual Arts SBA 

黎學鍁 

 

(二十七)  青苗學界進步獎 

      Youth Arch Student Improvement Award 

梁匡晴 林曉彤 韓贊銘 陳進諺 鄧珀澄 黃逸衡 

鄒寧 楊子慧 王思琪 林楚欣 陳梓洛 唐錦彬 

譚卓希 徐卓曦 蔡寶姿 周依桐 姚家豪 陳樂晴 

郭晉謙 曾詩詠 尹凱琪 梁偉諾 廖柏舜 蔡洛 

趙愛迪      

             

(二十八) 葛量洪生活津貼 

   Grantham Maintenance Grant 

蔡依涵  馮恩恩 何咏淇 高宝虹 郭佩兒 沈紫欣 

陳毅翔 方韋傑 黎澆晴 阮景森 馮嘉煇 甘泉 

許丁霖 郭寶文 黎思靜 布綽敏 曾愷琳 張溰浚 

何爍琦 劉穎彤 徐梓誠 林濼徽 顏同軒 周卓怡 

郭成榮 周凱晴 劉鎮滔 劉啟然 孫葆莹 黃詠怡 

盧詩穎 黃穎珊 朱銳霖 郭鴻曄 趙愛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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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Scholarships 

羅倚菲 徐梓誠 張樂賢 梁景華 林珈榆 鍾希嵐 

黎學鍁 陳嬈 陳琬兒 黎綽玲 韓天放 劉佳儀 

羅玉兒 蔡寶瑩 梁美淇    

  

 (三十)   家長教師會成績優異獎學金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Scholarships for Academic Achievement 

李心兒 符珀熊 李洛潼 陳峻煊 符珀熙 黎晉豪 

徐源蔚 鄧子聰 黃泓智 黃梓滔 李子豪 鄧筱澄 

廖綺琳 蔡樂琳 金海澄 莫天恩 吳卓麟 周文善 

馮康妍 方凱明 黎綽玲 鄭穎聰 夏俊彥 張睿 

王凱晴      

 

(三十一)   家長教師會學科優異獎學金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Scholarships for Academic Subjects 

呂安恬 李心兒 符珀熊 陳峻煊 王一如 黎宇謙 

蘇靉藍 黃嘉儀 胡亦心 梁藝嫻 文昶斌 陸曉悅 

黎晉豪 劉蕊芯 徐源蔚 周子軒 李鈺涵 陳樂言 

賴凱欣 葉心陶 李卓謙 鄧穎嘉 黃梓滔 陸芷筠 

楊曉晴 尹柏晴 李子豪 司徒潁翹 鄧筱澄 周廣裕 

張早藍 林政昊 金海澄 譚允言 何沛樺 杜嘉朗 

李梓希 陳敏澄 陳毅翔 周文善 莫天恩 鄧曜燊 

陳泳怡 李傑洋 曾國浩 吳卓麟 方凱明 陳洛軒 

謝君沂 梁鎮武 樊宛盈 周焯琦 鄭穎聰 周文進 

夏俊彥 梁穎嵐 吳欣亭 王凱晴 陳琬兒 張睿 

黎綽玲 蘇菲 李奇洛 卓己珊   

 

(三十二)學業成績進步優異獎學金 

      Scholarships for Best Improved Students 

吳祉樂 劉星漢 韓贊銘 林曉彤 施曉晴 萬慧思 

鄧珀澄 黃逸衡 陳樂桁 鄧卓恩 林楚欣 陳敏賢 

王思琪 鄭泳彤 陳梓洛 王倩怡 蔡寶姿 何穎瑤 

張浚軒 徐卓曦 尹凱琪 陳樂晴 曾詩詠 李奇洛 

張文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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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三) 術科優異獎學金 

     Scholarships for Cultural Subjects  

文昶斌 陸曉悅 蘇靉藍 黃嘉儀 胡亦心 梁藝嫻 

李心兒 黃梓滔 陸芷筠 賴凱欣 葉心陶 李卓謙 

鄧穎嘉 李梓希 陳敏澄 金海澄 譚允言 何沛樺 

杜嘉朗 梁鎮武 樊宛盈 李奇洛 卓己珊  

 

(三十四) 舊生會最佳學業成績進步獎 

         Remarkable Academic Progress Award-Alumni Association scholarship 

        鍾博謙    鄭倩姮   陳詩絲   蒙嘉慧   廖柏舜 

 

(三十五) 蘋果日報助學金 

     Apple Daily Maintenance Grants 

        林濼徽      譚翠斌    黃薏筠 

 

(三十六)『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20-2021』 

  A.S.Watson group HK Student Sports Awards 2020-2021 

勞琛兒          

 

(三十七) 柏立基爵士傑出學生助學金(非學術範疇) 

  Sir Robert Black Grants for Talented Students in Non-academic Fields 

        勞琛兒   王偉權  黎學鍁 

        
(三十八) Po Leung Kuk Dr. Stanley Ho Memorial Fund – Student Support Scheme 

        保良局何鴻燊博士紀念基金 – 學生支援計劃 

        黎卓軒  葉霈姿   文俊熙 

 

(三十九)Fung Hon-Chu Educational Fund-Outstanding Student for Youth Leadership Award 

Scheme         

馮漢柱教育基金–青少年領袖獎勵計劃 

        劉穎彤 

 

(四十)信望愛慈善基金中國歷史學科獎 

Faith Hope Love Charitable Foundation Chinese History Award 

        呂安恬    黎晉豪    李子豪   鄧曜燊   陳泳怡   周文進  蔡寶瑩 

        廖家莉    廖家楹    孫葆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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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 2020-2021 香港日本語教育研究會「團體研究項目獎」 

     2020-2021 Society Of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Hong Kong Group Project Award  

     李傑洋  金海澄   翁德雯    何采霖 

 

(四十二)領展第一代大學生獎學金 

         Link First Generation University Student Scholarship 

         聶彤 

 

(四十三)青年精英舞蹈課程獎學金計劃 

        Gifted Young Dancer Programme Scholarship Scheme 

        王偉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