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鍾榮光獎學金 中一 池慶年 全級第一名

中二 陳美延 全級第一名

中三 林希亭 全級第一名

中四 黃寶文 全級第一名

中五 梁斯詠 全級第一名

中六 魏梦圓 全級第一名

中七 崔淑慧 文商班第一名

謝耀祺 理科班第一名

彭文偉獎學金 1A 盧芷微 全班第一名

1B 池慶年 全班第一名

1C 王俊賢 全班第一名

1D 廖嘉禧 全班第一名

2A 葛俊杰 全班第一名

2B 廖安然 全班第一名

2C 陳美延 全班第一名

2D 何羽璇 全班第一名

3A 林希亭 全班第一名

3B 高港峰 全班第一名

3C 周嘉瑩 全班第一名

3D 林琳 全班第一名

3E 伍慧琳 全班第一名

中四 何銘欣 企業科第一名

中五 高伊樂 企業科第一名

中六 羅渟鈺 企業科第一名

中七 方雄健 會計科第一名

鄧其榮杜蕙芬 中四 黃寶文 通識科第一名

百年紀念獎學金 中四 王慧瑤 通識科第二名

中四 曾雅文 通識科第三名

中五 梁子健 通識科第一名

中五 呂永怡 通識科第二名

中五 伍慧妍 通識科第三名

中六 魏梦圓 通識科第一名

中六 劉翠茹 通識科第二名

中六 余小豪 通識科第三名

曉陽陳建偉獎學金 4A 羅綽妍 全班第一名

4B 黃金燕 全班第一名

4C 王慧瑤 全班第一名

4D 黃寶文 全班第一名

4E 曾雅文 全班第一名

4F 鄺琮琬 全班第一名

5A 陳穎妮 全班第一名

5B 梁斯詠 全班第一名

第二十四屆畢業頒獎典禮得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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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陽陳建偉獎學金 5C 伍慧妍 全班第一名

5D 郭㙟豐 全班第一名

5E 梁子健 全班第一名

5F 姚育凱 全班第一名

6A 陳嘉偉 全班第一名

6B 譚宏鋒 全班第一名

6C 陳錦釗 全班第一名

6D 羅渟鈺 全班第一名

6E 劉翠茹 全班第一名

6F 魏梦圓 全班第一名

劉海慶獎學金 (品學兼優獎)

林諾軒 陳柳鈺 陳家妙

鄭婉彤 蔡靜怡 葉殷岐

干霖霖

曉陽趙東成紀念獎學金 (高級程度會考成績優良)

區瑞煝 崔淑慧 劉翠瑩

梁騫文 李欣 廖寶珊

黃子恩 陳嘉妍 陳恩慈

謝耀祺 黃智超

(中史科全級第一名)

中一 廖嘉禧

中二 陳美延

中三 林希亭

中四 蔡鈞豪

中五 張軍樂

中六 葉樞琨

中七 劉翠瑩

(歷史科全級第一名)

中三 林希亭

中四 王慧瑤

中五 伍慧妍

中六 羅渟鈺 (同分)

中六 葉樞琨 (同分)

中七 劉翠瑩 (同分)

中七 吳潔儀 (同分)

(中國文學科全級第一名)

中七 崔淑慧

蔡履六(理科)獎學金 謝耀祺 陳嘉妍 董博文

雷鏡鎏紀念獎學金 中一 施心如 中文科第一名

李心妍 中文科第二名

中二 陳美延 中文科第一名

黃紫婷 中文科第二名

中三 林希亭 中文科第一名

吳汝健 中文科第二名

中四 王慧瑤 中文科第一名

黃寶文 中文科第二名

中五 姚育凱 中文科第一名

梁子健 中文科第二名

中六 魏梦圓 中文科第一名

曾寧欣 中文科第二名

雷鏡鎏紀念獎學金 中六 陳詠斯 中國文學科第一名 (同分)

邵詠欣 中國文學科第一名 (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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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考/高考-中國語文/文學/中國語文及文化優等)

區瑞煝 梁騫文 黃子恩

陸武平獎學金 (英文科全級第一名)

中一 李心妍

中二 陳美延

中三 林希亭

中四 黃寶文

中五 梁斯詠

中六 魏梦圓

中七 區瑞煝

加拿大安大略 中一 李心妍 英文科第一名

皇仁舊生會獎學金 池慶年 數學科第一名

中二 陳美延 英文科第一名

陳美延 數學科第一名

中三 林希亭 英文科第一名

謝智健 數學科第一名

中七 區瑞煝 英文科第一名

崔淑慧 中文科第一名

皇仁舊生會獎學金 (文憑試成績優良)

鄭可敬 陳詠斯 常嘉慧

譚宏鋒 黃俊 劉皓晴

陳錦釗 招浩桄 葉樞琨

陳曉恩 羅渟鈺 蘇燕君

伍佻祺 周芳穎 劉翠茹

羅淑歡 曾寧欣 魏梦圓

葉殷岐 陳泳冲 雷廣志

白文杰 董博文 余小豪

鄧其榮紀念獎學金 (數學科第一名)

中六甲班 陳嘉偉 中七數統 陳君諾

中六乙班 譚宏鋒 中七應數 李柏賢

中六丙班 陳錦釗 中七純數 謝耀祺

中六丁班 伍佻祺

中六戊班 羅淑歡

中六己班 雷廣志

中六數學延伸 余小豪

梁雅云數學獎學金 (數學科第一名) (數學延伸第一名)

中四甲班 劉俊健 鄺琮琬

中四乙班 譚穎彤

中四丙班 彭婉蓉

中四丁班 張家豪

中四戊班 歐陽海燕

中四己班 呂宇鋒

梁雅云理科獎學金 中一 林諾軒 科學科第一名

中二 陳美延 科學科第一名

中三 謝智健 物理科第一名

謝智健 生物科第一名

謝智健 化學科第一名

中四 鄺琮琬 物理科第一名

梁雅云理科獎學金 中四 馮駿軒 生物科第一名

馬逸曦 化學科第一名

中五 鍾嘉勁 物理科第一名

郭啓柔 生物科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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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子健 化學科第一名

中六 董博文 物理科第一名

譚宏鋒 生物科第一名

劉翠茹 化學科第一名

中七 陳嘉妍 物理科第一名 (同分)

謝耀祺 物理科第一名 (同分)

陳嘉妍 生物科第一名

陳嘉妍 化學科第一名

馬錦明、章馥仙 中四 鄺琮琬 組合科學第一名

中五 梁子健 組合科學第一名

中六 董博文 組合科學第一名

趙東成獎學金 (中英文科成績優良) (地理科成績優良)

中一 李心妍 中三 林希亭

中二 陳美延 中四 黃金燕

中三 林希亭 中五 呂永怡

中六 常嘉慧

中七 區瑞煝

(經濟科成績優良)

中三 林希亭 (同分)

中三 謝智健 (同分)

中四 黃寶文

中五 梁斯詠

中六 魏梦圓

中七 崔淑慧

(綜合人文科成績優良)

中一 鄭樂榣

中二 陳美延

1972皇仁舊生 中三 林希亭

中西史獎學金 中四 王丹平

中五 張軍樂

中六 葉樞琨

朱嘉樂獎學金 (電腦科第一名)

中一 李心妍

中二 徐艷怡

中四 蔡鈞豪

中五 曾昭卓

中六 黎燕兵

李家鐵獎學金 (設計與科技科第一名) (普通話科第一名)

中一 王俊賢 中一 潘敏妍

中二 袁旻軒 中二 廖安然

(體育科第一名) (家政科第一名)

中一 胡傲雪 中一 麥詠茹

中二 陳淑鈴 中二 陳美延

中三 蕭書惠

區啟光獎學金 (視藝科第一名) (音樂科第一名)

中一 吳嘉瑩 中一 范鈞琳

中二 盧嘉琪 中二 邱思敏

中三 蔡詠欣

中四 鄒詠昭

中五 劉敏怡

中六 鄭可敬

紀念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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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優異) 王康鋒 (舞蹈優異) 馮穎禔

伍慧妍 葉珮儀

(音樂--器樂優異) 簡卡迪佳沙哈 (校外服務優異) 黃景濤

張國健

(音樂--聲樂優異) 刁穎瑤

瞿凱欣

黎秉鈞紀念獎學金 (學業成績最佳進步獎)

方俊雄 杜煥文 陳錦靜

黃尉彰 鄭雅怡 林毓民

蔡晴伊 黃柏然

曾妙姿 曾瑞玲 司徒懷欣

黎鴻燊 黃文峯 陳念坤

皇仁1952年畢業班

鑽禧獎學金 葉殷岐

皇仁1952年畢業班

金禧獎學金 李靜儀

曾振基服務獎(校內及

校外服務優異表現) 馮駿軒

曾振基體藝獎 童美施

莫華勳外展獎學金 黃佩瑩 羅彥竣 馬嘉俊

冼芯慈 鍾韻愉

皇仁1962-1964畢業班體藝 王慧瑤 余文文 尹曉雯

及領袖訓練活動獎勵計劃 范鈞富 李嘉晞 郭可盈

莫詩琪 曾雅文 呂宇鋒

區啟光獎學金

學生領袖獎勵計劃 王曉頴 馮駿軒 李靜儀

彭耀樟獎學金

學生領袖獎勵計劃 李美珊

于鎮康校內服務獎 馮駿軒 王慧瑤 李美珊

(傑出服務)

于鎮康校內服務獎 陳柳鈺 陳美延 林希亭

(優良服務) 吳汝健 謝智健 楊明威

鄧怡真 鄒佩君 張鳳玲

彭婉蓉 余文文 簡卡迪佳沙哈

莫詩琪 曾雅文 王曉頴

于鎮康校內服務獎 鄺琮琬 陳穎妮 李耀軒

(優良服務) 溫芷晴 邱靖怡 姜齊濠

李靜儀

(良好服務獎) 邱逸僑 張寶賢 賴詠琳

盧婉雯 黃曉敏 黃麗珊

黃紫婷 區凱茵 何采霖

潘翊敏 邱思敏 張洛勤

陳家妙 張美好 周家晴

廖康喬 蔡詠欣 尹曉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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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美鈺 王琬蔚 范鈞富

江樹華 李嘉晞 張顯晴

鄒家成 張栢欣 劉安娜

李泳裳 羅綽妍 黃嘉盈

李文娟 薛安騰 黃景濤

鄭婉彤 何銘欣 郭可盈

唐麗雯 黃傲彥 張漢飛

李威 蔡鈞豪 張耀城

盧煒暄 呂宇鋒 關耀臨

薛子敏 蔡絡堯 彭嘉文

鄭梓康

荃葵青優秀學生優勝獎 何羽璇

荃葵青優秀學生優異獎 區凱茵 楊明威 王慧瑤

王曉頴

中國歷史教育學會

全港中學中國歷史

徵文比賽初中組季軍 吳汝健

2012年度全港

十大傑出交通安全隊

隊員選舉(中學組)傑出隊員 戴曉彤 黃傲彥

2012年度全港

十大傑出交通安全隊

隊員選舉(中學組)最傑出隊員 凌偉源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

高中學生獎 李靜儀 石毅俊

青苗學界進步獎 方俊雄 范鈞琳 杜煥文

陳錦靜 陳綽妍 鄭雅怡

黃麗珊 黃尉彰 周家晴

葉曉儀 陳俊昇 林琳

羅小芳 譚芷彤 陸嘉欣

曾瑞玲 郭可盈 胡善兒

胡勵羚 陳念坤 黎鴻燊

李頌賢 謝俊業 徐于庭

唐鎮鴻 謝浩峰 倪靖欣

陳文蔚 羅渟鈺 曾寧欣

陳泳冲

香港財務會計協會

財務會計員基礎考試

銀獎 伍佻祺

香港財務會計協會

財務會計員基礎考試

銅獎 巫加惠

簡福飴助學金 劉翠茹 魏梦圓 區瑞煝

劉翠瑩 梁騫文

本校歷年荷蒙皇仁舊生、列位校董和熱心教育人士捐贈獎助學金,嘉惠學子,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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