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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日假

香港浸會大學大學會堂圓滿舉行。主禮嘉賓教育局
副局長楊潤雄先生、羅氏慈善基金主席羅嘉穗女
士，向來自 251 間中學、共 467 位得獎學生致
訓勉辭，除肯定學生在應用學習課程(ApL)中的成
就外，更鼓勵各人要努力成為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各得獎學生在眾多來賓的見證下獲頒獎項，其中
124 人更同時獲頒「特別嘉許」的榮譽。



多位嘉賓到場支持並祝賀各得獎者。

何鑑希

伯裘書院

(多媒體科藝-電腦遊戲設計分流)

這課程燃起了我對學習的鬥志，現
在的我，無論是學業上、待人處
從前的我沒有自信、內向，不喜歡與人交 事上，都有很大的變化，不再
流，只能自我封閉，在家中與家人的關係也較 像以前一樣迷糊過日。我相信，
人
人生總是充滿挫折，我要學懂
疏離。自從我開始製作甜品之後，完成的甜
排除困難、努力向前，
品會分給家人和同學品嚐，家人總
這樣才能取得成功。
會十分高興，同學亦會十分興奮。應用
學習課程是改變我一生的轉機，
更令我定下了人生的目標，
周善彤

石籬天主教中學

(西式食品製作-包餅分流)



黎諾瑤同學代表一眾得獎者，向楊
副局長送上由她親手製作的紀念品。

應用學習課程，

高中應用學習獎學金(2012-13 學年)頒獎典禮暨分享會

鄺樂瑤 香港神託會培敦中學 (運動科學及體適能)

張文靖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電影及錄像)
如果沒有羅氏慈善基金和教育局挑選我
獲獎，我也沒有機會站在台上分享我在
高中應用學習的一切知識以及成果。其
實高中應用學習是一個值得去修讀的一
科，它能讓你了解自己的興趣，自己的
目標，自己的人生。我會繼續向前走，
帶著這一切所學到的一直往前⋯⋯

何子安同學於典禮上
舉辦了首場個人時裝秀，並分享了
曾經被自己忘掉的「時裝夢」。透過應用
學習，他重拾這個夢想，並期望多年後
能夠以時裝設計師的身份與大家再見。

何子安

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
(形象設計)

今次是我第一次在那麼大的會堂上分
享獲獎感受，這是一次克服難關的
經歷，別人支持的力量是無比大，
從中我也長大了。分享前，學校社工
致了一個鼓勵的來電給我，身邊的同
學、工作人員都為我打氣，我更在心
中向上帝祈求，說要給自己有信心。
我更確定別人支持的力量能令難
關一一克服，日後我也會在這
股力量中努力向成功的終
點前進。

(2011-12 得獎學生)
上年的我是以一個得獎者的身份去參與
這個頒獎禮，站在台上分享自己的經歷，
及感受那份得獎的喜悅。今年，我以義工
的身份參加，我很榮幸以不同的方式見證
著今屆得獎學生的收成。如果有機會，
我會繼續以義工的身份見證頒獎
禮的蛻變與傳承。
高敦華

李文輝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電影及錄像)

(2010-11 得獎學生)
我是前年的領獎者，很高興獲邀幫忙做
義工。我體驗這些活動後，才明白前年的
工作人員、義工和主持人實在花了不少人
力、物力和心思，這些都是我十分欣賞的。
總之，今年做義工的事對我來說很有
意義，我盼望將來更多人參與
做義工！
宋耀晉

這個應用學習課程對我帶來很多改變，簡直是改
聖公會聖匠中學 何奉權同學
變了我的一生，我希望自己日後都能熱愛拍攝
(西式食品製作)
和電影，雖然這條路非常艱辛和遙遠，但我是
跌跌撞撞，總覺得自己是個一無是處的小孩。
不會放棄的，我是在辛苦的長跑上找尋樂趣，
但我是個幸運的人，有人給我關懷與幫助，我可
找尋自己人生的目標，向夢想進發。
以在西式食品製作－廚藝分流中重新認識自己，展現
自己的特長，發現自己的興趣與期盼⋯我發現了
我的存在價值，每當一件件媲美藝術品的食
物出自自己之手，那刻的喜悅與滿足感，
縈繞心頭。

為夢想啟航!
為夢想啟航!

羅定邦勵志奬學金(北京大學)中秋探訪新生活動

基金主席羅嘉穗女士、董事林孟秋教授，於
2013 年中秋佳節(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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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日)，率領

基金職員及義工到訪北京大學，探訪
2013-14 學年「羅氏新生(受惠於羅定邦勵
志 獎 學 金 的 大一 學 生 )」 。 透 過 小 組分 享 環
節，鼓勵羅氏新生與師兄姊、以及其他新
生，互相分享有關自己的入學經歷和體驗，
讓同學之間建立真摯友誼，成為彼此的支持
和鼓勵。

學生於活動中的收獲…
學生於活動中的收獲…
認識一群相同背景的同學、
認識一群相同背景的同學、好友
獲得一見如故、
一見如故、相逢恨晚的友誼
大家都面對著同樣的問題，
大家都面對著同樣的問題，我們並不孤單
吐露了自己長久以來的困惑，
吐露了自己長久以來的困惑，加深了對大學生活的了解
讓自己的腦子清醒了許多，
讓自己的腦子清醒了許多，對大學有了一定的了解
了解到大家在大學的學習生活及狀態，
了解到大家在大學的學習生活及狀態，對自己能更好適應生活有所幫助
分享了大家的生活學習經驗，
分享了大家的生活學習經驗，體味到了自己的選擇是正確的，
體味到了自己的選擇是正確的，也更加相信自我
學會積極向上，
學會積極向上，學會感恩，
學會感恩，學會思考人生。
學會思考人生。聆聽大家心聲，
聆聽大家心聲，也給自己一些人生的啟迪
不僅學到很多大學生活的經驗，
不僅學到很多大學生活的經驗，更讓我學會了很多做人的道理。
更讓我學會了很多做人的道理。在以後的生活中，
在以後的生活中，我
會更加樂觀和自信，
會更加樂觀和自信，也會盡快找到人生的長遠目標。
也會盡快找到人生的長遠目標。
• 學會交流，
學會交流，學會勇於表達，
學會勇於表達，學會與人相處，
學會與人相處，學會分享，
學會分享，學會傾聽、
學會傾聽、尊重
• 學會思考，
學會思考，學會從更廣闊的角度看待問題
• 學會了互相交流，
學會了互相交流，坦誠相待，
坦誠相待，收獲了許多交流方法，
收獲了許多交流方法，開拓了眼界

•
•
•
•
•
•
•
•
•

學生意見：
活動氣氛輕鬆、親切，家庭般的感覺，很喜歡這形式，希望活動次數增加，有更多交流機會

羅定邦勵志奬學金(本港高中) (2013)

許浩揚 (2013 年得獎學生)
中山大學 (管理學院/工商管理類)
衷心感謝羅氏慈善基金給予我如此幫助，我必定
在學習等各方面竭盡所能，不辜負曾經幫助過我
的人，並在日後有機會為社會出一份力！

陳善彤(2013 年得獎學生)
國立臺南大學 (音樂學系)
再次感謝您們的幫助！我定必會努力學習！我在
台灣會多參與義工服務！感恩！

莫錦璋 (2013 年得獎學生)
南京大學 (新聞傳播學類)
能獲得「羅定邦勵志獎學金」是我的光榮，我在
此對基金秘書處表示萬分感謝。

支援學生發展資助計劃(2013 年)

鮑百尹(2013/第二學年得獎學生)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歷史學基地班)
Do allow me to express my heartfelt thanks
and warmest regards to the Foundation and
all respectable Members! As for the sharing
session that the Foundation is considering,
I will comply well with your future plan to
share my hands-on experience and reflection
to Hong Kong S.6 students. For sure they
will further explore their horizon in
Mainland China with a wider perspective and
all-rounded angles, like me. Please don't
hesitate to contact me and I am always
delighted and ready to help in any domai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