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皇 仁 舊 生 會 中 學  

第 三 十 二 屆 畢 業 頒 獎 典 禮 得 獎 名 單  

 
鍾榮光獎學金 中一級第一名 1A 黃澤銘 

 中二級第一名 2D 劉咏恩 

 中三級第一名 3A 曾湘淇 

 中四級第一名 4A 黃杰 

 中五級第一名 5A 殷嘉慧 

 中六級第一名 6A 馮萱 

    

曉陽陳建偉獎學金 中四甲班第一名 4A 黃杰 

 中四乙班第一名 4B 梁秉豪 

 中四丙班第一名 4C 黃凌彥 

 中四丁班第一名 4D 梁采怡 

 中五甲班第一名 5A 殷嘉慧 

 中五乙班第一名 5B 鄭乃銘 

 中五丙班第一名 5C 李堯錂 

 中五丁班第一名 5D 李嘉昊 

 中六甲班第一名 6A 馮萱 

 中六乙班第一名 6B 蒙詠桐 

 中六丙班第一名 6C 韓銘安 

 中六丁班第一名 6D 蔡繕瞳 

    

彭文偉獎學金 中一甲班第一名 1A 黃澤銘 

 中一乙班第一名 1B 陸柏安 

 中一丙班第一名 1C 鄭耀宗 

 中一丁班第一名 1D 黎仲珩 

 中二甲班第一名 2A 董璠漪 

 中二乙班第一名 2B 陳紫慧 

 中二丙班第一名 2C 蔡佩瑤 

 中二丁班第一名 2D 劉咏恩 

 中三甲班第一名 3A 曾湘淇 

 中三乙班第一名 3B 鄭汝桐 

 中三丙班第一名 3C 黃咏恩 

 中三丁班第一名 3D 李穎琳 

    

 中四級企會財科第一名 4C 黃凌彥 

 中五級企會財科第一名 5A 黃綽琳 

 中六級企會財科第一名 6A 顏翠茵 



雷鏡鎏紀念獎學金 中一級中國語文科第一名 1A 楊展晴 

 中一級中國語文科第二名 1C 黃寶怡 

 中二級中國語文科第一名 2D 劉咏恩 

 中二級中國語文科第二名 2C 蔡佩瑤 

 中三級中國語文科第一名 3A 王家欣 

 中三級中國語文科第二名 3A 藍嘉輝 

 中四級中國語文科第一名 4A 姚惠怡 

 中四級中國語文科第二名 4A 賴海欣 

 中五級中國語文科第一名 5A 殷嘉慧 

 中五級中國語文科第二名 5A 黃綽琳 

 中六級中國語文科第一名 6A 馮萱 

 中六級中國語文科第二名 6A 劉嘉俊 

    

陸武平獎學金 中四級英文科第一名 4A 石雋御 

 中五級英文科第一名 5A 蘇迪童 

 中六級英文科第一名 6A 陳禧 

 中四級中英文科總成績第一名 4A 黃杰 

 中五級中英文科總成績第一名 5A 殷嘉慧 

 中六級中英文科總成績第一名 6A 馮萱 

    

加拿大安大略皇仁舊生會獎學金 中一級英文科第一名 1A 莊晧昕 

 中二級英文科第一名 2A 董璠漪 

 中三級英文科第一名 3A 楊芷桐 

 中一級數學科第一名 1D 劉珈欣 

 中二級數學科第一名 2A 羅宇涵 

 中三級數學科第一名 3A 曾湘淇 

    

鄧其榮紀念獎學金 中六甲班數學科第一名 6A 洪錦鵬 

 中六乙班數學科第一名 6B 蒙詠桐 

 中六丙班數學科第一名 6C 韓銘安 

 中六丁班數學科第一名 6D 戴民龍 

 中六級數學科延伸第一名 6A 黃家進 

    

皇仁舊生會中學校友會獎學金 中五甲班數學科第一名 5A 殷嘉慧 

 中五乙班數學科第一名 5B 鄭乃銘 

 中五丙班數學科第一名 5C 李堯錂 

 中五丁班數學科第一名 5D 葉俊㒓 

 中五級數學科延伸第一名 5A 殷嘉慧 

    

梁雅云數學獎學金 中四甲班數學科第一名 4A 黃杰 

 中四乙班數學科第一名 4B 梁秉豪 

 中四丙班數學科第一名 4C 黃凌彥 

 中四丁班數學科第一名 4D 梁采怡 

 中四級數學科延伸第一名 4B 梁秉豪 

    

    



梁雅云理科獎學金 中三級物理科第一名 3A 曾湘淇 

 中四級物理科第一名 4A 姚惠怡 

 中五級物理科第一名 5B 鄭乃銘 

 中六級物理科第一名 6A 劉嘉俊 

 中三級生物科第一名 3A 曾湘淇 

 中四級生物科第一名 4C 林堯磊 

 中五級生物科第一名 5A 梁曉彤 

 中六級生物科第一名 6B 蒙詠桐 

 中三級化學科第一名 3A 曾湘淇 

 中四級化學科第一名 4A 李嘉俊 

 中五級化學科第一名 5B 鄭乃銘 

 中六級化學科第一名 6A 馮萱 

 中一級科學科第一名 1A 莊晧昕 

 中二級科學科第一名 2C 劉鎮德 

    

馬錦明、章馥仙紀念獎學金 中四級組合科學科（物生）第一名 4C 黃凱哲 

 中五級組合科學科（物生）第一名 5C 吳家宇 

 中六級組合科學科（物生）第一名 6C 彭家衡 

 中四級組合科學科（化生）第一名 4A 戚駿燊 

 中五級組合科學科（化生）第一名 5A 麥朗聰 

 中六級組合科學科（化生）第一名 6A 劉嘉俊 

    

趙東成獎學金 中一級中英文科總成績第一名 1B 甘茜瀅 

 中二級中英文科總成績第一名 2A 董璠漪 

 中三級中英文科總成績第一名 3A 張海澄 

 中三級地理科第一名 3A 藍嘉輝 

 中四級地理科第一名 4C 羅晉彥 

 中五級地理科第一名 5C 鄒宇城 

 中六級地理科第一名 6A 陳禧 

 中三級經濟科第一名 3C 黃咏恩 

 中四級經濟科第一名 4A 黃杰 

 中五級經濟科第一名 5C 高銘聰 

 中六級經濟科第一名 6A 陳禧 

 中一級綜合人文科第一名 1B 甘富城 

 中二級綜合人文科第一名 2A 楊鍵濤 

    

曉陽趙東成紀念獎學金 中一級中史科第一名 1B 甘茜瀅 

 中二級中史科第一名 2D 劉咏恩 

 中三級中史科第一名 3A 藍嘉輝 

 中四級中史科第一名 4C 伍碧芝 

 中五級中史科第一名 5B 陳義 

 中六級中史科第一名 6C 林浩俊 

 中三級歷史科第一名 3A 曾湘淇 

 中四級歷史科第一名 4B 范樂頤 

 中五級歷史科第一名 5C 鄒宇城 

 中六級歷史科第一名 6B 金仁杰 



朱嘉樂獎學金 中一級電腦科第一名 1B 陸柏安 

 中二級電腦科第一名 2A 黃卓謙 

 中三級電腦科第一名 3A 曾湘淇 

 中四級資通科第一名 4A 石雋御 

 中五級資通科第一名 5B 張嘉軒 

 中六級資通科第一名 6A 黃家進 

    

李家鐵獎學金 中一級設計與科技科第一名 1A 朱焯匡 

 中二級設計與科技科第一名 2A 黃卓謙 

 中一級家政科第一名 1B 林廷欣 

 中二級家政科第一名 2D 馮慧琳 

 中一級普通話科第一名 1D 陳思穎 

 中二級普通話科第一名 2D 王宇軒 

 中一級體育科第一名 1D 葉卓琳 

 中二級體育科第一名 2B 吳苑盈 

 中三級體育科第一名 3A 鄧嘉慧 

    

區啟光獎學金 中一級視藝科第一名 1A 梅思淘 

 中二級視藝科第一名 2A 文鈺君 

 中三級視藝科第一名 3B 林偉欣 

 中四級視藝科第一名 4D 林曉嬅 

 中五級視藝科第一名 5A 陳靖琳 

 中六級視藝科第一名 6C 樊綺琳 

 中一級音樂科第一名 1D 胡樂怡 

 中二級音樂科第一名 2A 潘櫟文 

    

鄧其榮杜蕙芬百年紀念獎學金 中四級通識科第一名 4A 賴海欣 

 中五級通識科第一名 5A 殷嘉慧 

 中六級通識科第一名 6B 周焱珊 

    

皇仁舊生會獎學金 香港文憑試科目優異 6A 馮萱 

  6A 黃珮嘉 

  6A 陳禧 

  6A 洪錦鵬 

  6A 林正賢 

  6A 劉嘉俊 

  6A 梁立邦 

  6A 李銘軒 

  6A 黃家進 

  6B 蒙詠桐 

  6B 金仁杰 

  6B 黃誠賢 

  6C 林浩俊 

  6C 韓銘安 

    

    



鄧國基（工程）獎學金 入讀大學工程學位而文憑試成績優異 6A 馮萱 

    

蔡履六（理科）獎學金 入讀大學理科學位而文憑試成績優異 6A 洪錦鵬 

  6A 李銘軒 

  6B 蒙詠桐 

    

姚鄧玉清獎學金 入讀大學文商學位而文憑試成績優異 6A 陳禧 

  6B 金仁杰 

    

陳沛銘獎學金 入讀大學學位課程而文憑試成績優異 6A 劉嘉俊 

  6A 黃家進 

    

劉海慶獎學金 中一級品學兼優 1A 梅思淘 

 中二級品學兼優 2D 劉咏恩 

 中三級品學兼優 3A 張海澄 

 中四級品學兼優 4A 黃杰 

 中五級品學兼優 5A 黃綽琳 

 中六級品學兼優 6A 洪錦鵬 

    

黎秉鈞紀念獎學金 中一級成績最佳進步之三名學生 1C 楊嘉慧 

  1A 吳諾謙 

  1B 蘇怡倩 

 中二級成績最佳進步之三名學生 2D 巫榮軒 

  2A 周婧嵐 

  2C 潘筠雅 

 中三級成績最佳進步之三名學生 3D 李穎琳 

  3C 黃卓傑 

  3D 張曉晴 

 中四級成績最佳進步之三名學生 4B 呂立賢 

  4D 林曉嬅 

  4D 陳彥文 

 中五級成績最佳進步之三名學生 5A 吳穎妍 

  5A 莊梓晴 

  5B 鄭乃銘 

    

容國章獎學金 中英文成績進步獎：中一級首兩名 1A 黃澤銘 

  1A 吳諾謙 

 中英文成績進步獎：中二級首兩名 2C 雷溢豪 

  2D 巫榮軒 

 中英文成績進步獎：中三級首兩名 3D 李穎琳 

  3D 龔康晴 

 中英文成績進步獎：中四級首兩名 4D 林曉嬅 

  4B 譚智驄 

 中英文成績進步獎：中五級首兩名 5A 莊梓晴 

  5A 潘雋楷 

    



容國章獎學金 中文最佳寫作大獎：中一級 1D 陳思穎 

 中文最佳寫作大獎：中二級 2D 劉咏恩 

 中文最佳寫作大獎：中三級 3B 陳明煒 

 中文最佳寫作大獎：中四級 4D 梁采怡 

 中文最佳寫作大獎：中五級 5A 殷嘉慧 

 中文最佳寫作大獎：中六級 6C 樊綺琳 

 中文最佳寫作大獎：高中 5A 殷嘉慧 

 中文最佳寫作大獎：初中 2D 劉咏恩 

 中文朗誦比賽優勝獎：亞軍 3A 藍嘉輝 

  3A 謝國祥 

  1D 黃巧婧 

 英語朗誦比賽優勝獎：季軍 2D 張浩天 

  5A 莊梓晴 

    

皇仁 1952年畢業班金禧獎學金 中五級品學、活動及服務表現皆突出 5A 殷嘉慧 

    

皇仁 1952年畢業班鑽禧獎學金 中六級品學、活動及服務表現皆突出 6A 馮萱 

    

于鎮康服務獎 校內服務表現傑出的學生   

 6C 蘇志騰 5A 吳依蓓 

 5C 袁淑玲 5A 戴恩信 

 5C 鄒宇城 5A 黃綽琳 

 5B 張懿婷 5A 殷嘉慧 

 5B 黃泳榛 5A 蘇迪童 

 5B 陳義 4C 黃凱哲 

 5B 郭學霖 4A 吳燕芳 

 5A 張可儀 4A 黃杰 

 5A 李曉蔚 4A 石雋御 

 5A 洪婉怡 3A 吳芍南 

 5A 梁曉彤 3A 李文傑 

 5A 吳穎妍 3A 杜小龍 

    

區啟光獎學金 戲劇表現優異（台前） 5C 施穎珊 

 戲劇表現優異（幕後） 4A 嚴景毅 

 舞蹈表現優異 1B 鄭子琪 

  1B 蘇怡倩 

 校外服務表現優異 4B 鄧沛雯 

  4A 賴海欣 

 敲擊樂表現優異 3A 劉韶嵐 

 管樂表現優異 1A 鍾曜蔚 

 聲樂表現優異 4B 歐旳珩 

    

學生領袖獎勵計劃林健忠獎學金 津貼傑出領袖生作境外考察 5C 鄒宇城 

    

學生領袖獎勵計劃彭耀樟獎學金 津貼傑出學生會幹事作境外考察 5B 張懿婷 

    



良好服務獎狀 校內服務表現良好的學生   

 6C 張曉晴 3A 張海澄 

 6C 林灼瑋 3A 李卓祺 

 6C 殷樂 3A 鄧嘉慧 

 6B 陳海滢 3A 黃思婷 

 6B 黃子輝 3A 楊芷桐 

 6A 劉嘉俊 3A 曾湘淇 

 6A 黃家進 3A 歐子俊 

 5D 張平 3A 陳星陶 

 5D 周奕彤 3A 朱重豪 

 5C 樊紫瀅 3A 何潤康 

 5C 黃芯妍 3A 簡佑龍 

 5C 胡穎欣 3A 藍嘉輝 

 5C 黎樂言 2D 馮慧琳 

 5C 吳家宇 2D 劉咏恩 

 5C 黃力宏 2D 楊媛 

 5C 丘嗣炫 2C 朱潔霖 

 5C 楊祉翹 2C 簡潔怡 

 5B 蔡詩榆 2C 馬雪藍 

 5B 林曉媛 2C 邱文傑 

 5B 吳嘉雯 2B 蔡樂穎 

 5B 張嘉軒 2B 葉子君 

 5A 樊嘉欣 2B 張展為 

 4C 林堯磊 2B 曾柏涵 

 4B 蔡伊琳 2A 何曉宜 

 4B 陳卓瑩 2A 毛齊飛 

 4A 姚惠怡 2A 文鈺君 

 3D 張曉晴 2A 周婧嵐 

 3C 黎映彤 2A 江柏澍 

 3B 何樂瑤 2A 梁繼仁 

 3B 林汶喬 2A 潘櫟文 

     

葵涌及青衣區文藝協進會 

第二十六屆葵青區中國象棋比賽 中學個人賽冠軍及中學組團體冠軍  6C 陳嘉樂 

    

俄羅斯 KinoDUEL國際電影節 微電影制作入選《我的電競嫲嫲》  6A 余學文 

  6A 黃家進 

  6A 鄧文弢 

  6C 彭家衡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6A 馮萱 

  6B 蒙詠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