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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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頒獎環節名單

(第13至24組)

學校編號 中文名稱 獲獎編號 姓名 / Name 所屬範疇 組別 上台人數

K002 九龍工業學校 P004 李樂賢 工程及生產 第13組

K002 九龍工業學校 P005 胡智鋒 工程及生產 第13組

K002 九龍工業學校 P006 馬浚謙 工程及生產 第13組

K015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P031 楊德朗 工程及生產 第13組

K024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P047 陳森榮 工程及生產 第13組

K039 天主教伍華中學 P075 謝嘉樂 工程及生產 第13組

K043 天主教郭得勝中學 P083 譚雯菲 工程及生產 第13組

K043 天主教郭得勝中學 P084 吳仲賢 工程及生產 第13組

K081 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 P136 何紫珊 工程及生產 第13組

K083 佛教筏可紀念中學 P138 基爾 工程及生產 第13組

K088 官立嘉道理爵士中學(西九龍) P147 Jermaine Cesario Nagar 工程及生產 第13組

K090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P150 梁安業 工程及生產 第14組

K090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P151 陳誠業 工程及生產 第14組

K091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P152 戴樂絲 工程及生產 第14組

K100 東莞工商總會劉百樂中學 P169 龔萬豪 工程及生產 第14組

K103 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 P172 朱偉謙 工程及生產 第14組

K105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P177 劉亭君 工程及生產 第14組

K108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 P182 覃煒琪 工程及生產 第14組

K113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P189 陳祉因 工程及生產 第14組

K116 玫瑰崗學校 P196 盧錫康 工程及生產 第14組

K127 保良局莊啟程預科書院 P214 梁灝鍚 工程及生產 第14組

K130 保良局羅傑承(一九八三)中學 P218 伍悅彤 工程及生產 第14組

K145 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學 P247 李智權 工程及生產 第14組

K168 神召會康樂中學 P281 張梓鋒 工程及生產 第14組

K159 香港聖瑪加利女書院 P263 Kaur Manpreet 工程及生產 第15組

K159 香港聖瑪加利女書院 P264 Kaur Sandeep 工程及生產 第15組

K159 香港聖瑪加利女書院 P265 華迎妝 工程及生產 第15組

K169 粉嶺禮賢會中學 P282 呂曉華 工程及生產 第15組

K199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P347 曾曉彤 工程及生產 第15組

K226 聖若瑟英文中學 P389 陳灝宏 工程及生產 第15組

K226 聖若瑟英文中學 P390 李樂軒 工程及生產 第15組

K231 裘錦秋中學(元朗) P396 劉亦𣄃 工程及生產 第15組

K234 路德會呂明才中學 P401 陳雅文 工程及生產 第15組

K238 嘉諾撒培德書院 P408 方可兒 工程及生產 第15組

K240 廖寶珊紀念書院 P413 李坤龍 工程及生產 第15組

K250 德貞女子中學 P428 黃詩琦 工程及生產 第15組

K256 樂善堂梁銶琚書院 P438 何卓軒 工程及生產 第15組

K014 中華基督教會基協中學 P029 梁俊溢 商業、管理及法律 第16組

K035 元朗天主教中學 P068 張文朗 商業、管理及法律 第16組

K077 佛教大光慈航中學 P129 李奕華 商業、管理及法律 第16組

K093 明愛柴灣馬登基金中學 P157 楊柏喬 商業、管理及法律 第16組

K116 玫瑰崗學校 P198 鄭婉莹 商業、管理及法律 第16組

K132 南屯門官立中學 P222 鄒沛錡 商業、管理及法律 第16組

K192 港專成人教育中心 (九龍工業學校) P333 梁秋萍 商業、管理及法律 第16組

K195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P339 衛思樺 商業、管理及法律 第16組

K196 匯知中學 P341 孫政鋒 商業、管理及法律 第16組

K196 匯知中學 P342 袁卓瑩 商業、管理及法律 第16組

K012 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學 P026 饒進希 應用科學 第17組

K014 中華基督教會基協中學 P030 黃翠盈 應用科學 第17組

K016 中華基督教會基道中學 P032 胡逸東 應用科學 第17組

K018 中華基督教會馮梁結紀念中學 P036 管子禎 應用科學 第17組

K020 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院 P041 蘇珮珊 應用科學 第17組

K022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P044 鄭秉蔚 應用科學 第17組

K028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P052 倪穎怡 應用科學 第17組

K040 天主教南華中學 P076 陳嘉詠 應用科學 第17組

K047 天主教鳴遠中學 P088 柯灔貞 應用科學 第17組

K051 屯門官立中學 P093 陳喆嵐 應用科學 第17組

K053 王肇枝中學 P096 伍詠彤 應用科學 第17組

K056 可道中學(嗇色園主辦) P099 張杏清 應用科學 第17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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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061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 P108 何思衡 應用科學 第18組

K067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吉利徑) P114 何國棟 應用科學 第18組

K068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百老匯) P115 Mirza Aisha Shafiq 應用科學 第18組

K068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百老匯) P116 Hassan Farha 應用科學 第18組

K069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利瑪竇) P117 李冬莉 應用科學 第18組

K071 伯特利中學 P120 梁斌 應用科學 第18組

K087 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 P144 盧星宇 應用科學 第18組

K088 官立嘉道理爵士中學(西九龍) P146 Limbu Kassu 應用科學 第18組

K089 拔萃男書院 P148 吳貫龍 應用科學 第18組

K089 拔萃男書院 P149 李康傑 應用科學 第18組

K093 明愛柴灣馬登基金中學 P156 劉志欽 應用科學 第18組

K097 明愛莊月明中學 P162 袁嘉倩 應用科學 第18組

K097 明愛莊月明中學 P163 郭曉峰 應用科學 第18組

K104 東華三院李潤田紀念中學 P176 黃麗華 應用科學 第19組

K115 林大輝中學 P195 王妍惠 應用科學 第19組

K123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P208 巫亦盈 應用科學 第19組

K127 保良局莊啟程預科書院 P215 關杰妍 應用科學 第19組

K130 保良局羅傑承(一九八三)中學 P220 陳思賢 應用科學 第19組

K133 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 P224 曾偉霖 應用科學 第19組

K135 皇仁書院 P228 溫文傑 應用科學 第19組

K147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陳南昌紀念中學 P249 莫凱琳 應用科學 第19組

K150 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 P252 黃曉楠 應用科學 第19組

K150 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 P253 屈佩絲 應用科學 第19組

K167 浸信會永隆中學 P278 李泓亮 應用科學 第19組

K171 荃灣聖芳濟中學 P285 陳澤鈞 應用科學 第19組

K171 荃灣聖芳濟中學 P288 盧冠燊 應用科學 第19組

K181 救世軍卜維廉中學 P308 蔡雙鷺 應用科學 第20組

K183 梁文燕紀念中學(沙田) P312 吳蔚琳 應用科學 第20組

K188 曾璧山中學 P322 葉朗 應用科學 第20組

K190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書院 P330 鄧善盈 應用科學 第20組

K202 新亞中學 P352 鄭舒 應用科學 第20組

K210 聖公會呂明才中學 P363 葉沅潼 應用科學 第20組

K216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P374 劉詠思 應用科學 第20組

K235 路德會協同中學 P402 黃永華 應用科學 第20組

K248 廠商會中學 P425 姜佩芬 應用科學 第20組

K254 樂善堂王仲銘中學 P436 郭海楠 應用科學 第20組

K261 嶺南中學 P444 梁金盛 應用科學 第20組

K266 寶覺中學 P451 徐詩琪 應用科學 第20組

K002 九龍工業學校 P003 陳啟正 創意學習 第21組

K004 三水同鄉會劉本章學校 P010 張浩倫 創意學習 第21組

K004 三水同鄉會劉本章學校 P011 香在晴 創意學習 第21組

K018 中華基督教會馮梁結紀念中學 P037 王芷晴 創意學習 第21組

K027 五邑司徒浩中學 P051 羅敏 創意學習 第21組

K049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P091 陳詠琳 創意學習 第21組

K060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 P107 薛倩欣 創意學習 第21組

K072 伯裘書院 P121 王秀雯 創意學習 第21組

K072 伯裘書院 P122 曾令洋 創意學習 第21組

K103 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 P175 黃苡琳 創意學習 第21組

K107 東華三院徐展堂學校 P180 吳思琪 創意學習 第22組

K107 東華三院徐展堂學校 P181 譚芷晴 創意學習 第22組

K109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P183 鄒清揚 創意學習 第22組

K109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P185 郭凱傑 創意學習 第22組

K122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P207 蕭清瑜 創意學習 第22組

K129 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 P217 吳凱汶 創意學習 第22組

K131 保祿六世書院 P221 劉銘潔 創意學習 第22組

K139 迦密愛禮信中學 P234 梁美婷 創意學習 第22組

K140 迦密聖道中學 P235 陳詩雅 創意學習 第22組

K141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 P237 莫雅妍 創意學習 第22組

K142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馬錦燦紀念英文中學 P239 林梓彤 創意學習 第22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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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60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P267 李宜臻 創意學習 第23組

K160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P268 麥雅詩 創意學習 第23組

K160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P269 韓駿浩 創意學習 第23組

K166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 P277 焦韻樂 創意學習 第23組

K177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P301 林貝嘉 創意學習 第23組

K178 基督教崇真中學 P302 梁嘉楹 創意學習 第23組

K182 救恩書院 P310 黃浩傑 創意學習 第23組

K197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P344 黎淑君 創意學習 第23組

K198 嗇色園主辦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 P345 蔡嘉怡 創意學習 第23組

K199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P348 張文健 創意學習 第23組

K204 新界喇沙中學 P354 陳德榮 創意學習 第23組

K209 聖士提反堂中學 P362 陸錦輝 創意學習 第23組

K217 聖公會聖匠中學 P375 劉宛瀅 創意學習 第24組

K231 裘錦秋中學(元朗) P395 廖卓怡 創意學習 第24組

K232 裘錦秋中學(屯門) P397 梁芷婷 創意學習 第24組

K237 嘉諾撒書院 P406 古穎妮 創意學習 第24組

K237 嘉諾撒書院 P407 徐加穎 創意學習 第24組

K239 寧波公學 P412 韓樂遙 創意學習 第24組

K246 閩僑中學 P422 潘劍鳴 創意學習 第24組

K247 鳳溪第一中學 P424 張潤寧 創意學習 第24組

K064 匡智獅子會晨崗學校 P111 辛衍君 創意學習 第24組

K032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 P062 周治泳 服務 第2組

K186 循道中學 P318 關堅琳 服務 第7組

Total: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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