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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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2015) 
 

(一) 保良局香港外國記者會獎助學金  

  Po Leung Kuk 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Hong Kong, Scholarships and Grants 

梁詠婷     

 

(二) 中原慈善基金獎學金 

     Centaline Charity Fund Limited Scholarhips 

梁詠婷    江展鵬 

 

 (三) 保良局馮學洪先生夫人獎助學金 

     Po Leung Kuk Mr. &Mrs. Fung Hok Hung Scholarship 

     江展鵬 

(四)  保良局公開考試成績優異獎學金 2015 (中學文憑試) 

     Po Leung Kuk Public Examination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Scholarship 2015     

     (HKDSEE) 

梁詠婷 李嘉譽 邱駿然 陳琤瑜 

江展鵬 尹浩然 甘泳楠  

    

(五)  保良局顏禧強伉儷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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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詠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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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朗然  黃竹瑤  何穎怡  王晶晶  尹安渝  黃曉嵐  鄒境豪   

林嘉澔  朱琳琳  黎穎誼  鍾譽    邱曉男  劉頌軒 

 

(七) 保良局獎學金 

  Po Leung Kuk Scholarships  

  何諺琳   洪卓澧   麥洛維   陳柏衡  郭詠宜  梁詠婷 

 

 

 

 



   p.2  

(八) 保良局福珍獎助學金   

Po Leung Kuk Fook Chun Scholarships  

江展鵬    鄧志中 江海婷 曾維俊 張嘉喬 梁詠婷 

吳鵬 郭詠宜 周子蔚 黎穎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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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詠宜 

  (2) 助學金 

   Maintenance Grants 

    莊芷游 

 

(十) 保良局黎麗卿進步獎學金 

Po Leung Kuk Lai Li Hing Best Improved Scholarship 

 陳焯昇   馬世儒   詹凱榆 

 

(十一) 保良局王月仙助學金    

Po Leung Kuk Wong Yat Sin Scholarship         

      莊芷游   梁豪文  朱琳琳  曾維俊   李宇康 

 

(十二) 保良局吳辛靜珊紀念獎助學金 

   Po Leung Kuk Ng Sun Chink Sarn Memorial Scholarship 

      黎穎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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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詠欣    吳叡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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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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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詠宜  梁凱晴 

 

(2) 獎學金(學業成績出眾者) 

          Scholarships for Academic Achievement 

    張家濠  陳柏衡  麥洛維 

       (3) 獎學金(成績有顯著進步)  

    Scholarships for The Most Improved  

        陳柏靜     林瑩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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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恩琳   楊柏朗 

 

(十六) 尤德爵士紀念獎學金(高中學生獎) 

   Sir Edward Youde Memorial Prizes for Senior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邱駿然 

 

(十七)  交通銀行慈善基金中學生獎學金 

    Bank of Communications Scholarships for Secondary School 

    郭詠宜 

 

(十八) 屯門區中學校長會」屯門區卓越學生獎 2014-2015 

       Tuen Mun District Secondary School Heads Association-Tuen Mun District     

       High Fliers Election 2014-2015 

    陳芷昕  麥洛維 

 

(十九)屯門區傑出學生獎 (2014-2015) 優異獎 

       Tuen Mun Outstanding Student Awards – Certificate of Merit (14-15) 

       霍穎璇    陳恩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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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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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duct Award 

   陳欣彤    羅灝正   陳思伶     梁卓遙    劉芷君   葉曉霖 

趙紀妍    譚苑菱   梁阮彤     馮凱欣    潘穎菁   洪卓澧 

周憬熙    梁梓晴   王詠欣     古智樂    吳祉瑩   謝素茹 

吳卓君    吳宛螢   賴雪瑤     李珈澄    何善瑜   巫曼瑩 

鄒鎔彬    劉卓禕   林詠恩     鄺淳煒    陳翰媛   吳巧琳 

鍾學勤    洪卓霆   陳芷昕     梁詠雯    陳恩琳   崔珮鳴    

黃潔瑩 

 

(2) 服務獎 

Service Award 

         方詠欣    余嘉文    陳凱文    葉子健    梁說宜   陳芷昕   

         陳恩琳    李穎君    陳樂然    陳天兒    梁瑋庭   梁詠雯 

         陳柏靜    周子蔚    黃子毅    林湘兒    陳晉軒   詹凱榆 

         江海婷    倫耀東    郭詠宜    劉嘉欣    徐卓藍 

 

(3) 學生獎勵計劃白金章    

Platinum Awards (Student Award Scheme) 

         鄭珮琪    張心怡    黎穎誼    李冠欣    崔珮鳴    侯舒珊 

         童依柔    王嘉瑩    李君婷    巫曼瑩    張威廉    吳彥儒 

             劉卓禕    劉嘉雯    李健均 

 

(4)  傑出學生 

          Outstanding Student 

          謝汶澔   黃竹瑤    吳嘉豪   郭詠宜     詹凱榆     陳恩琳 

 

(5) 傑出運動員 

Best Athlete 

冼秀婷 

優秀運動員 

Outstanding Athlete 

廖恩希    謝汶澔    倪嘉禧   何家裕     梁展欣 

 

(6) 傑出社會服務 

Outstanding Social Services 

王心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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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熱心社會服務義工 

The Most Enthusiastic Social Services Volunteer 

傅振緯    方詠欣    劉雪英 

 

 

(二十一)  王張佩芳中學文憑試成績優異獎學金 2015 

Mrs. Wong Cheung Pui Fong HKDSE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Scholarships 

2015 

梁詠婷 李嘉譽 邱駿然 陳琤瑜 周紫詠  

江展鵬 尹浩然 甘泳楠 岑倩怡 陳梓維  

羅兆恒 周俊諺 黃標發 李美華   

 

 

(二十二) 潘志明數學科尖子獎學金 

Poon Chi Ming Scholarships for Higher Achievers in Mathematics  

許家榿      邱駿然    梁展欣  鍾學勤   楊頌然  麥洛維  周憬熙 

戚偉樂      羅俊希    陳柏衡  吳嘉豪   羅偉諾  蔡溢陽  戴晉軒 

鄭民暄      陳偉傑    黃心茹  吳卓瑩 

 

 (二十三) 青苗學界進步獎 

        Youth Arch Student Improvement Award 

            鍾泓軒   林盈怡   葉曉霖   鄭子澄   關曉藍    郭盈輝   張子望 

            周曉桐   招浩榮   李倩瑩   龍佩玉   鄧慧琳    鍾政灝   鄭子柔 

            許頌言   黃樂怡   朱羽珍   方詠欣   謝健良    連雅盈   黎翊群 

            鍾韋豪   張文翰      林泳禧   周浩橋 

 

(二十四) 葛量洪生活津貼 

  Grantham Maintenance Grant 

梁豪文 周子蔚 傅采齡 李君婷 劉嘉雯 楊欣鍵 

陳凱盈 江海婷 茹珮珊 洪卓霆 羅艷樺 李泳彤 

胡國杰 梁楚雯 尹裔恆 黃嘉瑤  黎沚霆 

朱琳琳 黃康迪 曾維俊 李欣欣 方雅姝 張嘉喬 

徐嘉希 鍾譽 馬文君 藍顥 黃凱怡 楊水源 

梁詠婷 劉雪英 吳鵬 蔡梓峰 梁國銘 吳宏卓 

李兆棠 蘇志樂 陳諾琪 敖子亮 尹嘉利 陳頌文 

      

 

 (二十五)  2015 Nicola Myers and Kenneth McBride Memorial Fund -Maintenance Grants 

           朱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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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Scholarships 

倫耀東 郭詠宜 陳凱文 黎穎誼 楊柏朗 陳曉彤 

黃康迪 趙卓賢 關凱欣 林詠恩 余嘉文 方詠欣 

陳芷昕 陳恩琳 李穎君 梁詠雯 陳柏靜 周子蔚 

      

(二十七) 家長教師會成績優異獎學金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Scholarships for Academic Achievement 

         何諺琳   吳卓瑩  蔡溢陽  劉芷君  黃曉嵐  洪卓澧  梁梓晴  王佳蓮 

         陳美嘉   王雅蕾  麥洛維  吳嘉豪  黃竹瑤  林瑩瑩  謝汶澔  陳柏衡 

         莊芷游   梁豪文  梁凱晴  倪嘉禧  郭詠宜  黎穎誼  張家濠  詹凱榆 

         陳恩琳   張心怡 

 

(二十八)  家長教師會學科優異獎學金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Scholarships for Academic Subjects 

劉芷君 何諺琳    陳恩浩 賴卓琳 吳梓維 戚偉樂 

 鄒境豪 洪卓澧 王佳蓮 王雅蕾           陳美嘉 梁梓晴 

周憬熙 劉頌軒 麥洛維 吳嘉豪 黃竹瑤 劉嘉琦 

謝汶澔 鄧麗敏 梁凱晴 黃寶瑩 鄭民暄 梁豪文 

莊芷游 吳巧琳 馬世儒 陳承輝 楊頌然 霍昱銘 

黃康迪 陳芷昕   張家濠 陳焯昇 陳柏靜 冼德怡 

梁靄玲 羅喆 郭詠宜 鍾學勤 曾維俊 黃星霖 

羅俊希 關綺婷     

                   

 

 (二十九) 術科優異獎學金 

       Scholarships for Cultural Subjects 

         吳梓維        梁慧妍    李梓渝     吳卓瑩        劉芷君      余姿穎 

         黃曉嵐        蘇錦峰    布鈺琪      王佳蓮        梁梓晴      曾卓妍 

         黃詠僮        吳子橋    吳嘉豪     陳朗然        邱騰朗      鍾琬琳 

         彭思行        倪嘉禧    徐燕槐     洪卓霆        吳如圍 

 

 (三十) 學業成績進步優異獎學金 

     Scholarships for Best Improved Students 

鍾泓軒 賴柏諺 黃景豪 林盈怡 張溢朗 郭盈輝 

 李芷蕙 張子望 關曉藍 譚芷晴 殷盛 

招浩榮 梁煜山 吳嘉灝 許頌言 李天佑 鄭子柔 

溫頌賢 郭海燕 張可泓 黃逸澄 佘宛娗 原文浩 

謝健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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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 蘋果日報助學金 

     Apple Daily Maintenance Grants 

         吳宏卓     張展浩    鄭皓月 

 

 

(三十二) 行樂社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UNISON HOPE CHARITABLE FOUNDATION LIMITED 

-行樂優異獎學金 

-Unison Hope Merit Award 

         李超凱   陳美嘉 

 

(三十三) 舊生會最佳學業成績進步獎 

         Remarkable Academic Progress Award-Alumni Association scholarship 

  謝健文   梁景暉    雷燕婷   陳雯懿   徐嘉希  

   

(三十四)『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4-2015』 

  A.S.Watson group HK Student Sports Awards 2014-2015 

  陳碩軒 

 

(三十五)  Tuen Mun District Youth Programme Committee - Outstanding Youth  

Commendation Scheme 

         屯門區青年活動委員會-優秀青年嘉許計劃 

           郭詠宜 

 

(三十六) Hong Kong Young Historian  

      香港青年史學家年獎 

      陳柔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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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凱倫   林詠恩 

 

(三十八) 太陽報愛心基金 

     The Sun Charitable Fund 

        梁豪文 

 

(三十九)施彭年紀念信託基金-施彭年教聯獎學金 

       Sze Pang Nien Memorial Trust Fund- Sze Pang Nien Federation of Education 

Workers Scholarships 

梁豪文    朱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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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 香港會計師公會獎學金(中學) 2014-2015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ertificated Public Accountants Scholarships for Secondary 

Schools 2014-2015 

李溢恒 

 

 

(四十一)「青少年企業領袖訓練課程」獎學金 

  Scholarship for Youth Enterprise Leader training course  

     黃嘉恩 

 

 

(四十二) 維他奶國際集團有限公司「優異成績及飛躍進步」獎學金 

        VITASOY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TD. - Scholarship for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The Most Improved 

        陸浠琳 

 

(四十三) 2015 Hong Kong Ballet Group Scholarship (Joffrey Ballet School) 

        庾天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