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羅氏慈善基金、教育局 合辦

高中應用學習奬學金(2014-15學年) 頒獎典禮暨分享會

第一頒獎環節名單

(第1至12組)

學校編號 中文名稱 獲獎編號 姓名 / Name 範疇 組別 上台人數

K001 九龍三育中學 P001 張彩儀 服務 第1組

K001 九龍三育中學 P002 何琪昆 服務 第1組

K005 上水官立中學 P014 馮文俊 服務 第1組

K005 上水官立中學 P017 鄭敏 服務 第1組

K005 上水官立中學 P018 藍倩兒 服務 第1組

K006 才俊學校 P019 江嘉琳 服務 第1組

K010 中華基督教會扶輪中學 P023 招秀美 服務 第1組

K016 中華基督教會基道中學 P034 莫雅然 服務 第1組

K020 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院 P040 張盈盈 服務 第1組

K024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P046 麥樂勤 服務 第1組

K025 中聖書院 P049 魯頌軒 服務 第1組

K028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P054 陳海琪 服務 第1組

K029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P058 黃曉榮 服務 第2組

K030 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 P060 譚嘉謙 服務 第2組

K032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 P063 鄭俊豪 服務 第2組

K033 元朗公立中學 P065 林子盈 服務 第2組

K036 天水圍官立中學 P072 梁浩男 服務 第2組

K044 張振興伉儷書院 P085 梁永謙 服務 第2組

K046 天主教新民書院 P087 劉銳銘 服務 第2組

K050 孔聖堂中學 P092 湯寶儀 服務 第2組

K052 文理書院(香港) P095 梁世謙 服務 第2組

K057 台山商會中學 P100 譚可瑩 服務 第3組

K059 伊利沙伯中學 P105 孫綺妮 服務 第3組

K066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月華) P113 何曉彤 服務 第3組

K072 伯裘書院 P123 歐陽美欣 服務 第3組

K075 何東中學 P126 翟佩鈿 服務 第3組

K079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P132 鍾綺雯 服務 第3組

K079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P134 司徒嘉穎 服務 第3組

K082 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 P137 曾梓熹 服務 第3組

K084 佛教黃允畋中學 P139 張雅麗 服務 第3組

K084 佛教黃允畋中學 P140 張雅芝 服務 第3組

K084 佛教黃允畋中學 P141 鄒宛樺 服務 第3組

K085 佛教黃鳳翎中學 P142 李詠芝 服務 第4組

K086 佛教葉紀南紀念中學 P143 洪得琳 服務 第4組

K088 官立嘉道理爵士中學(西九龍) P145 Kaur Amandeep 服務 第4組

K092 明愛胡振中中學 P153 嚴文齊 服務 第4組

K094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P158 梁智勇 服務 第4組

K095 明愛馬鞍山中學 P159 周妙卿 服務 第4組

K097 明愛莊月明中學 P164 陳海琳 服務 第4組

K098 明愛聖若瑟中學 P165 林虹宜 服務 第4組

K102 東華三院吳祥川紀念中學 P171 曹秀聆 服務 第4組

K110 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P186 陳潔芳 服務 第4組

K112 東華三院黃鳳翎中學 P188 趙紅運 服務 第4組

K113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P190 陳研詠 服務 第5組

K114 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 P191 蔡敏英 服務 第5組

K114 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 P194 郭海柏 服務 第5組

K118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P201 貝鎔基 服務 第5組

K125 保良局胡忠中學 P211 董卓琳 服務 第5組

K128 保良局陳麗玲(百周年)學校 P216 黃柏明 服務 第5組

K130 保良局羅傑承(一九八三)中學 P219 李家慧 服務 第5組

K134 炮台山循道衛理中學 P226 廖梓麒 服務 第5組

K138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P232 吳家兒 服務 第5組

K139 迦密愛禮信中學 P233 沈嘉儀 服務 第5組

K140 迦密聖道中學 P236 徐聿銘 服務 第5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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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42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馬錦燦紀念英文中學 P240 李藹儀 服務 第6組

K143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梁植偉中學 P241 鄭詩蕊 服務 第6組

K144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 P242 梁祖兒 服務 第6組

K145 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學 P244 凌盼恩 服務 第6組

K145 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學 P245 鄭子珊 服務 第6組

K145 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學 P246 何嘉淇 服務 第6組

K151 香港紅十字會甘迺迪中心 P254 劉子康 服務 第6組

K158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P262 梁凱浚 服務 第6組

K161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P270 鍾鴻生 服務 第6組

K169 粉嶺禮賢會中學 P283 黃苑鈞 服務 第6組

K173 高雷中學 P292 梁孝勇 服務 第6組

K173 高雷中學 P293 梁孝賢 服務 第6組

K174 培英中學 P297 蘇子竣 服務 第7組

K176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信義中學 P299 黃葦琪 服務 第7組

K177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P300 張宇晴 服務 第7組

K179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中學 P303 伍慧嘉 服務 第7組

K181 救世軍卜維廉中學 P307 張翔 服務 第7組

K182 救恩書院 P309 張悅心 服務 第7組

K184 陳瑞祺(喇沙)書院 P315 原智成 服務 第7組

K186 循道中學 P317 鄧琬螢 服務 第7組

K187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李惠利中學 P320 林曼嬅 服務 第7組

K187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李惠利中學 P321 李劍婷 服務 第7組

K189 棉紡會中學 P324 駱恩雯 服務 第7組

K190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書院 P325 黃華倩 服務 第7組

K190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書院 P327 李沚叡 服務 第8組

K190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書院 P328 楊耀雄 服務 第8組

K190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書院 P329 林正 服務 第8組

K190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書院 P331 鄭婷琛 服務 第8組

K191 港九潮州公會中學 P332 吳詩韻 服務 第8組

K194 順德聯誼總會胡兆熾中學 P335 蔡梓敏 服務 第8組

K196 匯知中學 P343 陳秀珊 服務 第8組

K201 新生命教育協會呂郭碧鳳中學 P351 蘇曉雪 服務 第8組

K203 新界西貢坑口區鄭植之中學 P353 蘇偉洛 服務 第8組

K208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P360 吳鎧彤 服務 第8組

K208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P361 陳姿樺 服務 第8組

K210 聖公會呂明才中學 P364 周子深 服務 第8組

K212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 P367 蔡慧婷 服務 第9組

K219 聖公會蔡功譜中學 P377 吳青 服務 第9組

K220 聖公會諸聖中學 P378 鄭嘉莹 服務 第9組

K222 聖母院書院 P381 黃俊鵬 服務 第9組

K223 聖安當女書院 P384 韓穎儀 服務 第9組

K223 聖安當女書院 P386 陳秋華 服務 第9組

K236 道慈佛社楊日霖紀念學校 P403 黃珮淇 服務 第9組

K236 道慈佛社楊日霖紀念學校 P404 黃雅詠 服務 第9組

K237 嘉諾撒書院 P405 施靜晴 服務 第9組

K238 嘉諾撒培德書院 P409 陳嘉敏 服務 第9組

K241 瑪利諾中學 P414 梁沛琮 服務 第10組

K245 趙聿修紀念中學 P421 胡芷晴 服務 第10組

K250 德貞女子中學 P427 謝敏婷 服務 第10組

K250 德貞女子中學 P430 金子晴 服務 第10組

K250 德貞女子中學 P431 黃靜怡 服務 '第10組

K257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P440 李嘉瑩 服務 第10組

K258 潮州會館中學 P441 黃麗怡 服務 第10組

K260 龍翔官立中學 P443 徐絲奇 服務 第10組

K268 靈糧堂怡文中學 P454 黎寶蔚 服務 第10組

K269 靈糧堂劉梅軒中學 P455 陳晉熙 服務 第10組

K269 靈糧堂劉梅軒中學 P456 周梓皓 服務 第10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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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013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P028 黃樂怡 媒體及傳意 第11組

K021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P042 王紫琪 媒體及傳意 第11組

K021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P043 崔穎欣 媒體及傳意 第11組

K028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P056 莊倩 媒體及傳意 第11組

K029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P059 劉師玉 媒體及傳意 第11組

K034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兆棠中學 P067 張珈俊 媒體及傳意 第11組

K055 北角協同中學 P098 李韋標 媒體及傳意 第11組

K060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 P106 周卓樺 媒體及傳意 第11組

K106 東華三院邱金元中學 P179 林兆豐 媒體及傳意 第11組

K111 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 P187 李朗希 媒體及傳意 第11組

K114 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 P192 李匡成 媒體及傳意 第11組

K114 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 P193 梁鶴賢 媒體及傳意 第11組

K132 南屯門官立中學 P223 馮智恒 媒體及傳意 第12組

K134 炮台山循道衛理中學 P225 張可頤 媒體及傳意 第12組

K134 炮台山循道衛理中學 P227 劉子謙 媒體及傳意 第12組

K154 香港真光書院 P257 黃嘉欣 媒體及傳意 第12組

K186 循道中學 P319 周可文 媒體及傳意 第12組

K195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P338 湯梓謙 媒體及傳意 第12組

K205 新會商會中學 P356 余樂重 媒體及傳意 第12組

K213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P369 黃韻詩 媒體及傳意 第12組

K221 聖母書院 P379 李晞楠 媒體及傳意 第12組

K249 德信中學 P426 何柏皜 媒體及傳意 第12組

K270 觀塘功樂官立中學 P457 吳嘉裕 媒體及傳意 第12組

Total: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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