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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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2018) 
 

(一) 中原慈善基金獎學金  
     Centaline Charity Fund Limited Scholarhips 
     麥洛維  黃竹瑤   林瑩瑩    吳嘉豪    李宇康    李君龍    李君婷 
 
(二)  保良局公開考試成績優異獎學金 2018 (中學文憑試) 

     Po Leung Kuk Public Examination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Scholarship 2018     
     (HKDSEE) 

       麥洛維    黃竹瑤      吳嘉豪     陳偉傑 

 

 (三)  保良局顏禧強伉儷獎學金(中學文憑試) 
     Po Leung Kuk Mr. Ngan Hei Keung and Madam Ngan Po Ling, Pauline Scholarship 
     麥洛維      黃竹瑤 

 

(四) 保良局郭少明及郭羅桂珍伉儷獎助學金  
    Po Leung Kuk Dr Kwok Siu Ming Simon and Dr Kwok Law Kwai Chun Eleanor  

Scholarship (HKDSEE) 
 
     麥洛維   吳嘉豪  黃竹瑤 

 

(五) 2017-18 “Grantham Scholars of the Year” Award 
    2017-18 葛量洪傑出學生獎學金 
    彭澤銘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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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佳池   王偉權     趙曉弘   馮志謙   周文進   張卓姸   何瑞晴 

    欒子瑄   王穎浠     陳烯翹   潘伽瑩   劉琛悅   黃嘉汶   蕭穎 

    鄭家兒   郭寶文     黃健希   黃欣桐   梁鎮武   趙爾納   陳曉樂 

    方月盈   馮文薏     張綺恆   盧穎欣   邱穎渝   關君傑   陸慧霖 

    潘穎菁   李芷琦     吳尚豪   潘俊熹   麥倬鳴   霍傲璇   蔡文穎 

    黃明心   張潁琪     李梓晴   楊子雨   李奇洛   馮浩麟 
 
(七) 保良局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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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 Leung Kuk Scholarships  
  鄧曜燊   張睿   趙爾納    何諺琳   方源森   麥洛維 

(八) 保良局福珍獎助學金   
Po Leung Kuk Fook Chun Scholarships  

吳嘉豪 方源森 陳美嘉 陳偉傑 羅偉諾 古智樂 

洪卓澧 李君龍 李澤琛 尹安渝 鍾琬琳 唐俊豪 

鄧麗敏 何衍珩 吳卓桐 鄧雪迪 區芷晴 李芷琦 

冼漢樂 呂銘康 張煒昇 周穎謙 黎思道 尹可炘 

黃栢賢 鄧慧琳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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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頌軒 
  (2) 助學金 

   Maintenance Grants 
    蔡文穎 
 
(十) 保良局黎麗卿進步獎學金 

Po Leung Kuk Lai Li Hing Best Improved Scholarship 
   孫葆莹  鄒境豪   王雅蕾 

 

(十一) 保良局王月仙助學金    
Po Leung Kuk Wong Yat Sin Scholarship         

      梁梓晴   洪卓澧   羅偉諾    李凱怡   郭成榮 

 
(十二) 保良局吳辛靜珊紀念獎助學金 
   Po Leung Kuk Ng Sun Chink Sarn Memorial Scholarship 
      黎綽玲 

 
(十三) 保良局「岑麥杏燕義工服務獎勵計劃」 

   Po Leung Kuk Shum Mak Hang Yin Voluntary Service Award Scheme 
      吳偉聰   盧穎欣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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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俊豪    聶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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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獎學金(學業成績出眾者) 
          Scholarships for Academic Achievement 
          趙爾納   何諺琳   方源森 
    (3) 獎學金(成績有顯著進步)  

    Scholarships for The Most Improved  
        林嘉澔   吳梓維   何正和 

 

(十五) 保良局屬下中學音樂獎助學金 
    Po Leung Kuk Music Scholarships and Grants for Secondary Schools 
    曾卓妍   陳嘉媛    李梓晴   黎學鍁   李梓渝   梁家希   鄭沛妍   嚴樂兒 

       陳樂瑤   楊倩如 

 

(十六)保良局曾紀華紀念獎學金 

Po Leung Kuk Chan Kee Hwa Scholarship 
      陳朗然     陳奕蓉      蔡洛 

 
(十七)HKU SPACEPO Leung Kuk Stanley Ho Community College Scholarships for 

New Admittees 
      港大保良局何鴻桑社區書院入學獎勵金 
      莫佩琪     周卓琳     呂佩盈 
 
(十八)尤德爵士紀念獎學金(高中學生獎) 
   Sir Edward Youde Memorial Prizes for Senior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麥洛維      吳嘉豪 

 

(十九)屯門區中學校長會」屯門區卓越學生獎 2017-2018 
       Tuen Mun District Secondary School Heads Association-Tuen Mun District     
       High Fliers Election 2017-2018 
    文皓正   謝子申 

 
(二十) 香港傑出少年獎 (2017-2018) 
       Hong Kong Outstanding Teens Award (17-18) 

趙爾納 
 
(二十一)屯門區傑出學生獎 (2017-2018) 
       Tuen Mun Outstanding Student Awards (17-18)   
    霍傲璇   趙紀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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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屯門區傑出學生獎 (2017-2018) 優異獎 
       Tuen Mun Outstanding Student Awards – Certificate of Merit (17-18) 
       吳梓維    謝子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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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嘉豪  冼漢樂   謝汶澔   鍾琬琳   王詠欣   蔡寶姿   林幗慧   張沛曼 

劉志鵬  李傑洋   吳雋溢   莫天恩   曾國浩   張美馨   陳嘉敖   尹凱琪 

陳琬兒  黎綽玲   卓己珊   黃婼妍   黎學鍁    簡凱婷   孫葆莹   蔡文穎 

張潁琪  郭成榮   趙紀妍   吳卓瑩   何諺琳   張皓然   陳靜雯   楊倩如 

鄭子澄  王彩瑩   曾卓妍   王雅蕾   洪卓澧   溫雅雯   黃雪晶   李芷琦 

潘澔欣  陳芷筠   石若藍 

 
(2) 服務獎 

Service Award  
陸慧霖    鄺凱儀   李芷淇   梁潁津   吳卓桐  倪鎧淇  潘穎菁   王雅蕾 

于灝欣    陳冠傑   劉頌軒   羅偉諾   謝子申  陳嘉媛  陳穎瑜   關詩嵐 

林榆      余淑婷   何正和   洪卓澧   李澤琛  練芷瑗  羅子浩   羅子浩 

何衍珩    趙文浩   趙文浚   賴憲宏 

 
(3) 學生獎勵計劃雙白金章    

Ultra-platinum Awards (Student Award Scheme) 
陳麗詠    鄺凱儀   巫麗詩   潘穎菁   潘詠欣   劉頌軒  謝子申  陳穎瑜 

林曉彤    林榆     黃綽樺   洪卓澧   古啟瑨   霍子君 

 
學生獎勵計劃白金章    
Platinum Awards (Student Award Scheme) 

         翟君怡   趙紀妍   梁家希    吳卓瑩   聶彤    譚苑菱   黃睿玲  葉曉霖 

   戚偉樂   蔡佳池   陳樂瑤    林盈怡   何諺琳  劉嘉玥   羅恬瑩  梁卓遙 

   梁雅媛   張皓然   蔡溢陽    吳珏輝   潘作年  謝景禮   胡晨彬  盧心妍 

   黃詠僮   李澤琛   曾嘉熙 

       
(4)  傑出學生 

          Outstanding Student 
          劉頌軒   曾卓妍   謝子申   趙爾納   文皓正   郭成榮 

           
(5)傑出運動員 

Best Athlete 



   p.5  
趙爾納 

 
優秀運動員 
Outstanding Athlete 

         蕭穎   莊靜翎    蔡洛    鄒璟榆    何衍珩   賴憲宏  黃希桐 

    

(6)傑出社會服務 

Outstanding Social Services 
盧穎欣 

最熱心社會服務義工 
The Most Enthusiastic Social Services Volunteer 

         吳偉聰    曾嘉熙    周憬熙  

 
(二十四)  王張佩芳中學文憑試成績優異獎學金 2018 

Mrs. Wong Cheung Pui Fong HKDSE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Scholarships 
2018 
麥洛維 黃竹瑤 吳嘉豪 李宇康 黃弘溥 林瑩瑩 

蔡頌希 勞雪瑩 李君龍 韓弘佳   

 

(二十五) 潘志明數學科尖子獎學金 
Poon Chi Ming Scholarships for Higher Achievers in Mathematics  

         麥洛維   黎懷悅   吳嘉豪    方凱明    吳欣亭   趙爾納   吳梓維 

         方源森   李穎翹   張睿      戴晉朗    李嘉祐   周憬熙   馮康妍 

         黎綽玲   曾盈盈   胡海軒    唐俊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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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凱琳 

 
(二十七)  青苗學界進步獎 
      Youth Arch Student Improvement Award 
         劉書婷    黎子迪    陳烯翹   許丁霖    林盛栢    許樂怡   范浩軒 

         黎思靜    吳文欣    羅晞彤   陳詩晴    吳詩尉    翟君怡   李卓軒 

         房浩霖    曾曉琳    潘穎菁   古啟瑨    孫允禧    麥倬鳴   鄺應麟 
         黃弘溥    吳天佑    阮景林   張家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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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 葛量洪生活津貼 

  Grantham Maintenance Grant 
鍾詠思 聶彤 羅恬瑩 楊倩如 關君傑 倪頌然 

楊凡業 吳芷柔 鍾子暘 陳美嘉 吳卓桐 林沛謙 

梁梓晴 黃心茹 李澤琛 唐俊豪 王偉杰 尹可炘 

何衍珩 黃栢賢 陳偉傑 李君龍 吳嘉豪 莫佩琪 

鄧雪廸 尹安渝 吳緯聰 杜卓楠 鍾美㼆  

      

 
(二十九)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Scholarships 
         趙文浩    陳穎瑜    倪鎧淇    黃綽樺    曾卓妍  李梓渝  李芷蕙 

         何諺琳    黃尉寧    馮文薏    周穎謙    關詩嵐  林榆    吳卓桐 

         陳嘉媛    練芷瑗    王雅蕾    何正和    李澤琛 

 
(三十)   家長教師會成績優異獎學金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Scholarships for Academic Achievement 
         鄧曜燊   周文善   莫天恩   方凱明   馮康妍   張睿    吳欣亭   黎綽玲    

劉穎彤  夏俊彥   趙爾納   文皓正   曾盈盈   馮可晴  郭成榮   何諺琳 
         何諺琳  蔡溢陽   聶彤     吳梓維   黃曉嵐   曾卓妍   劉頌軒  倪鎧淇    

方源森  王雅蕾 

(三十一)  家長教師會學科優異獎學金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Scholarships for Academic Subjects 
         莫天恩   周文善     鄧曜燊      蔡依涵   方凱明    陳天琛    劉穎彤 
         李宛娗   王凱晴     鄭穎聰      張睿     吳欣亭    黃郡薇    趙爾納 

         郭成榮   廖家莉     文皓正      廖家楹   嚴樂兒    何諺琳    周樂妍 

         蔡溢陽   鄒境豪     聶彤        鍾承軒    張皓然   吳梓維    胡海軒   

何思樂   李凱怡     區芷晴      謝子申    方源森   劉頌軒    王佳蓮    

馮凱欣   王雅蕾     曾卓妍      鄺凱儀    周憬熙   何正和    李芷蕙 

 

(三十二) 術科優異獎學金 
     Scholarships for Cultural Subjects  
        王偉權    林珈榆   周文善  吳雋溢  馮嘉煇  杜樹森  梅凱晴  梅凱晴 

        李奇洛    黃婼妍   劉穎彤  尹凱琪  黎思靜  蘇菲    蔡若麒  韓樂旻 

        曾盈盈    黎學鍁    文皓正  趙爾納  房浩霖  陳靜雯  張棨堯  潘穎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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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三) 學業成績進步優異獎學金 
      Scholarships for Best Improved Students 
   甘泉    黎子迪  董芍希  劉書婷   欒子瑄   許樂怡   胡騏濼   胡騏濼 

         黃重瑜  林映彤  吳文欣  羅晞彤   陳詩晴   楊子鈴   吳詩尉   房浩霖 

         曾曉琳  梁慧妍  鍾子暘  何穎嵐   孫允禧   古啟瑨   陸浩民   何正和 

         鄺應麟 
 

(三十四) 舊生會最佳學業成績進步獎 
         Remarkable Academic Progress Award-Alumni Association scholarship 
         楊葹蕎    朱雯熙    邱騰朗     招浩榮    毛泓天 

 
(三十五) 蘋果日報助學金 
     Apple Daily Maintenance Grants 
        譚翠斌    翁德雯 

     
(三十六)『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7-2018』 
  A.S.Watson group HK Student Sports Awards 2017-2018 
  鄒璟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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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文薏   黃欣桐    蔡洛 

 

(三十八) 校園藝術大使計劃獎學金 

Arts Ambassadors-in-school Scheme scholarships 

        張筱羚   李芷蕙 
 
(三十九)杜葉錫恩教育基金 - 2017 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Elsie Tu Education Fund  
- Scholarships for The Most Improved Youth in Hong Kong 2017 

        陳奕蓉 

- Merit Award for The Most Improved Youth in Hong Kong 2017 
        潘穎菁    王雅蕾 

 

(四十) E.C.Fix Techology Ltd Scholarship for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in ICT-Gold,  
Silver and Bronze Award 
濠江電子科技有限公司-資訊及通訊科技科傑出表現獎學金- 金、銀及銅獎 
方源森   唐俊豪   曾嘉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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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Scholarship Awards for 2018 Saratoga Summer Dance Intensive Program 

張沛曼 

 

(四十二)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關心你』 獎勵計劃 2018 

Care for You Award Scheme 2018 by Committee on Home –School Cooperation 
周依桐   劉志鵬   樊璇    曾國浩   張美馨   袁子茼   黎綽玲    羅玉兒   

何佩霖   曾盈盈   羅鎧澄  梁恩彤   張皓然   鄭子澄   謝子申    關詩嵐 

林榆     蘇婉翹   李芷琦   霍子君 

 

(四十三)屯門區學生獎勵計劃 
Tuen Mun Student Award Scheme 
蔡依涵   林健曦  嚴樂兒   周樂妍    倪鎧淇   黃弘溥 

 

(四十四) 佳定獎助學金計劃 
         Guardian Scholarships and Maintenance Grants 

  何奕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