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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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頒獎環節名單

(特別嘉許第1至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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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003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中學 P007* 李浩賢 服務 (S.1)

K005 上水官立中學 P012* 鄒程捷 服務 (S.1)

K005 上水官立中學 P015* 陳嘉鋒 創意學習 (S.1)

K005 上水官立中學 P016* 石啓明 媒體及傳意 (S.1)

K007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P020* 李雪瑩 應用科學 (S.1)

K013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P027* 余詩穎 創意學習 (S.1)

K017 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堂啟愛學校 P035* 鄒月明 服務 (S.1)

K019 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 P039* 林華俊 工程及生產 (S.1)

K023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P045* 戎穗霖 服務 (S.1)

K026 五育中學 P050* 周嘉琪 服務 (S.1)

K028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P053* 李沅蓉 應用科學 (S.1)

K028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P055* 陳卓霖 應用科學 (S.1)

K029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P057* 郭逸駿 媒體及傳意 (S.1)

K019 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 P038* 林堅信 創意學習 (S.1)

K031 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 P061* 李慧怡 應用科學 (S.2)

K033 元朗公立中學 P064* 李詠賢 工程及生產 (S.2)

K033 元朗公立中學 P066* 許思恩 創意學習 (S.2)

K037 天水圍香島中學 P073* 劉家怡 服務 (S.2)

K038 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 P074* 張美宝 創意學習 (S.2)

K041 天主教培聖中學 P078* 嚴希彤 創意學習 (S.2)

K042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P080* 黃諾心 工程及生產 (S.2)

K042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P081* 王庭毓 服務 (S.2)

K042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P082* 范沛琳 服務 (S.2)

K047 天主教鳴遠中學 P089* 溫宇晴 創意學習 (S.2)

K051 屯門官立中學 P094* 羅珮嘉 應用科學 (S.2)

K054 世界龍岡學校劉皇發中學 P097* 譚仲新 服務 (S.2)

K058 石籬天主教中學 P101* 楊麗霞 應用科學 (S.2)

K059 伊利沙伯中學 P104* 王宇玲 創意學習 (S.2)

K062 匡智屯門晨輝學校 P109* 曾進威 服務 (S.3)

K063 匡智張玉瓊晨輝學校 P110* 羅嘉怡 服務 (S.3)

K065 匡智翠林晨崗學校 P112* 莫智恒 服務 (S.3)

K070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協和) P118* 廖國輝 工程及生產 (S.3)

K076 余振強紀念第二中學 P127* 陳文峯 服務 (S.3)

K076 余振強紀念第二中學 P128* 呂晉良 服務 (S.3)

K078 佛教大雄中學 P130* 柳詠恩 服務 (S.3)

K079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P131* 梁定森 服務 (S.3)

K079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P133* 蕭禮康 服務 (S.3)

K092 明愛胡振中中學 P155* 陳雪莹 服務 (S.3)

K095 明愛馬鞍山中學 P160* 李秀慧 創意學習 (S.3)

K096 明愛培立學校 P161* 范霆慧 服務 (S.3)

K099 東涌天主教學校 P168* 謝靜婷 服務 (S.3)

K101 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 P170* 張偉豪 應用科學 (S.3)

K103 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 P173* 胡穎欣 服務 (S.4)

K105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P178* 周梓洛 應用科學 (S.4)

K118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P200* 季溢升 應用科學 (S.4)

K119 長洲官立中學 P202* 陳卓文 應用科學 (S.4)

K119 長洲官立中學 P203* 張詠恩 服務 (S.4)

K119 長洲官立中學 P204* 陳慧妍 服務 (S.4)

K124 保良局姚連生中學 P209* 廖彥晴 服務 (S.4)

K124 保良局姚連生中學 P210* 楊家欣 服務 (S.4)

K125 保良局胡忠中學 P212* 李美欣 服務 (S.4)

K136 英皇書院 P230* 何董威 創意學習 (S.4)

K141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 P238* 林皞洲 創意學習 (S.4)

K144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 P243* 曹明欣 服務 (S.4)

K153 香港紅卍字會大埔卍慈中學 P256* 葉桐心 商業、管理及法律 (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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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56 香港航海學校 P259* 林富源 服務 (S.5)

K162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P271* 聶倩宜 服務 (S.5)

K163 香港耀能協會羅怡基紀念學校 P272* 王名才 媒體及傳意 (S.5)

K167 浸信會永隆中學 P279* 孫浚恆 商業、管理及法律 (S.5)

K172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P289* 馬淑儀 服務 (S.5)

K173 高雷中學 P290* 陶樂韻 服務 (S.5)

K173 高雷中學 P291* 賴沛兵 服務 (S.5)

K175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學校 P298* 吳詠軒 創意學習 (S.5)

K179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中學 P304* 黎曉嵐 服務 (S.5)

K179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中學 P305* 郭施妍 創意學習 (S.5)

K182 救恩書院 P311* 楊澤富 應用科學 (S.5)

K183 梁文燕紀念中學(沙田) P313* 劉卓琳 工程及生產 (S.6)

K184 陳瑞祺(喇沙)書院 P314* 陳豪華 工程及生產 (S.6)

K185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P316* 譚彩然 服務 (S.6)

K189 棉紡會中學 P323* 王欣彤 服務 (S.6)

K190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書院 P326* 葉凱婷 服務 (S.6)

K194 順德聯誼總會胡兆熾中學 P336* 羅梓靖 服務 (S.6)

K194 順德聯誼總會胡兆熾中學 P337* 張雅琪 服務 (S.6)

K196 匯知中學 P340* 陳倬羚 服務 (S.6)

K199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P346* 余家明 創意學習 (S.6)

K207 獅子會中學 P359* 郭志豪 服務 (S.6)

K210 聖公會呂明才中學 P365* 麥曉婷 服務 (S.6)

K211 聖公會李炳中學 P366* 黃維豪 媒體及傳意 (S.6)

K213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P368* 方可 媒體及傳意 (S.6)

K218 聖公會聖馬利亞堂莫慶堯中學 P376* 李穎詩 創意學習 (S.6)

K222 聖母院書院 P380* 張艷梅 服務 (S.7)

K223 聖安當女書院 P385* 植雅文 創意學習 (S.7)

K224 聖伯多祿中學 P387* 黃美津 服務 (S.7)

K227 聖貞德中學 P391* 梁錦豪 服務 (S.7)

K229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P393* 呂貝頤 創意學習 (S.7)

K233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 P399* 陳星兒 創意學習 (S.7)

K234 路德會呂明才中學 P400* 香雅兒 工程及生產 (S.7)

K238 嘉諾撒培德書院 P410* 梁樂欣 服務 (S.7)

K238 嘉諾撒培德書院 P411* 林朗婷 創意學習 (S.7)

K245 趙聿修紀念中學 P420* 吳芷恩 服務 (S.7)

K247 鳳溪第一中學 P423* 劉昭宜 服務 (S.7)

K250 德貞女子中學 P429* 陳婉儀 商業、管理及法律 (S.7)

K253 慕光英文書院 P435* 馬嘉琪 服務 (S.7)

K255 樂善堂余近卿中學 P437* 潘芷欣 服務 (S.8)

K256 樂善堂梁銶琚書院 P439* 甄咏淇 創意學習 (S.8)

K261 嶺南中學 P445* 李心匜 服務 (S.8)

K261 嶺南中學 P446* 羅銘佩 工程及生產 (S.8)

K262 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 P447* 雷成發 服務 (S.8)

K263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P448* 黃裕雯 創意學習 (S.8)

K264 藍田聖保祿中學 P449* 梁菀桐 創意學習 (S.8)

K265 寶血女子中學 P450* 陳思行 服務 (S.8)

K271 觀塘官立中學 P458* 黎芷儀 應用科學 (S.8)

K166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 P276* 黃潤鍶 服務 (S.8)

K149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P251* 廖卓瑤 創意學習 (S.8)

K005 上水官立中學 P013* 張媛 服務 (S.8)

K036 天水圍官立中學 P071* 林浩源 創意學習 (S.8)

Total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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