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鍾榮光獎學金 中一 王芷浠 全級第一名

余偉健 全級第二名

李小麗 全級第三名

中二 黃麗詩 全級第一名

郭朝安 全級第二名

何鈺婷 全級第三名

中三 葉毅俊 全級第一名

趙藹玲 全級第二名

陳杰榮 全級第三名

中四 周國樑 文科第一名

蔡婉儀 商科第一名

鄧思麒 理科第一名

中五 林展成 文科第一名

何思明 商科第一名

羅炘澤 理科第一名

中六 黃佳麗 文科第一名

馬興樹 理科第一名

中七 呂永佳 文科第一名

何俊宇 理科第一名

皇仁舊生會獎學金 (會考成績優良)

劉笑華 關庭輝

林展成 王焯勤 黃志海

何思明 梁珮君 曾獻旭

王淑芬 黃慧敏 嚴桂清

葉惠心 何炳璉 羅炘澤

曹創業 黃耀康 廖靜華

曾美寶 黃燕萍 張宋銘

蕭禎毅 林堅輝 施掁輝

胡家豪 黃志洪

林健忠獎學金 (中文科全級第一名)

中一 胡俊賢

中二 黃麗詩

中三 羅穎雷

中四 何兆南

中五 羅炘澤

中六 呂晃林

中七 呂永佳

(中國文學科全級第 一名)

中四 伍惠貞

中五 林展成

關庭輝

中六 李文杰

中七 呂永佳

(高級程度會考成績優良)

歐婉雯 林小菁 李婉琪

郭霆鋒 梁競聰 呂永佳

伍憲箕 陳秋鳳 張莉娜

詹麗君 蘇悅嫦 孫毓秀

楊綺文 何俊宇 劉偉強

溫光明

趙東成獎學金 (中英文科成績優良)

中一 李小麗　　　

中二 何鈺婷

中三 葉毅俊　　　

中四 莊瑋琪　　　

中五 羅炘澤

中六 黃佳麗

中七 詹麗君

(高級程度會考成績優良)

歐婉雯 梁競聰 呂永佳

何俊宇

劉海慶獎學金 (品學兼優獎)

鄭美嬋 陳舒雅 葉燕玲

莊瑋琪 曹創業 陳志東

劉偉強

梁雅云大專獎學金 (成績優異及於大專修讀工程/數學/理科)

楊綺文

黎秉鈞紀念獎學金 (學業成績最佳進步獎)

吳嘉欣 潘柬芝 梅永泰

曾善亨 譚麗盈 郭極雅

林迪媛 林國偉 王蘊愉

郭嘉欣 黃敏聰 羅淑銘

鍾志澎 張詠霞

第十三屆畢業典禮得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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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安大略

皇仁舊生會獎學金 中一 黃以峰　　　 英文科第一名

鄭美嬋　　　 數理科第一名

王芷浠　　　 社科第一名

中二 何鈺婷 英文科第一名

蔡慧敏 數理科第一名

黃麗詩　　　 社科第一名

中三 葉毅俊　　　 英文科第一名

葉毅俊　　　 數理科第一名

葉毅俊　　　 社科第一名

中四 莊瑋琪　　　 英文科第一名

周國樑　　　 文科科目第一名

蔡婉儀　　　 商科科目第一名

鄧思麒 理科科目第一名

中五 莊瑋玲　　　 英文科第一名

邵宏振　　　 文科科目第一名

何思明　　　 商科科目第一名

蕭禎毅　　　 理科科目第一名

中六 黃佳麗 英文科第一名

雷嘉俊 文商科科目第一名

馬興樹　 理科科目第一名

中七 詹麗君 英文科第一名

歐婉雯　

呂永佳 文商科科目第一名

何俊宇 理科科目第一名

梁雅云獎學金 (數學科第一名)

中四文班 林衛強　　　

中四商班 陳培燕　　　

中四理班 葉奕青　　　

中四附加數 鄧允傳　　　

鄧其榮紀念獎學金 (數學科第一名)

中一 潘藝東　　　

中二 蔡慧敏

中三 趙藹玲

中五文班 林展成　　　

中五商班 曾獻旭

中五理班 林堅輝　　　

中五附加數 黃志洪　

中六純數學 王海明　

中六應數學 黃偉昌　

中六數統 楊素儀　

中七純數學 何俊宇

中七應數學 何俊宇

中七數統 郭霆鋒

李婉琪　

1972皇仁舊生 中一 王芷浠

中西史獎學金 中二 黃麗詩　　　

中三 葉毅俊　　　

中四 戴健峰　　　

中五 邵宏振　　　

中六 朱鎮洲

朱嘉樂獎學金 (電腦科第一名)

中四 林挺翮

中五 張天賜

中六 雷嘉俊

中七 張莉娜

曾振基獎學金 最佳課外技能獎 (團體)

羅淑銘

優異服務獎(優異)

王雪玲 吳偉諾 楊天倫

顧穎娟 冼嘉頴 林倩莉

顏惠玲 黃雪梅 馬興樹

吳家鴻 王飛

區啟光獎學金 (美術科第一名)

中一 潘柬芝　

中二 莫嘉雯　　　

中三 楊滿霞　　　

中四 熊進基　　　

中五 梁嘉儀　　　

張志恩　　　

(音樂科第一名)

中一 王芷浠　　　

中二 徐子堅　　　

中三 李蕙　　　　

(舞蹈優異) 周仲余

(戲劇優異) 黃以德 

(校外服務優異) 顧穎娟

李家鐵獎學金 (設計與科技科第一名)

中一 黃以峰　　　

中二 姚嘉俊　　　

中三 陳海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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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科第一名)

中一 邱紫珊　　　

中二 林耀浩　　　

中三 陳立基　　　

(普通話科第一名)

中一 鄭燕婷　　　

中二 黃麗詩　　　

(普通話表現優異)

中三 何嘉寶　　　

(家政科第一名)

中一 鄭美嬋　　　

中二 張羚宜　　　

中三 王雅晶　　　

莫華勳外展獎學金 黃志海 林展成

獅球最佳進步獎 楊麗莉 陳煥棠 潘柬芝

許曉貞 彭敏儀 余敏詩

譚麗盈 郭極雅 陳舒雅

周志琪 李惠敏 伍君樂

陳立基 郭嘉良 林迪媛

海華服務基金中正獎學金 林堅輝 楊素儀 李婉琪

荃葵青區傑出學生獎學金 馬興樹

尤德爵士紀念獎學金 林展成 劉偉強

仁濟初中學生 莫美芝

最顯著進步獎

港燈百周年紀念 莊紹偉 林碧欣 黃志海

信託基金獎學金 梁嘉儀 鄧建欣 林堅輝

周潔玲 顏惠玲 吳嘉娸

莫靜雯

SCMP Student Linguist 莊瑋琪

 of the Year Awards 2000

葛亮洪獎學基金 馬興樹 顧穎娟

2001穗港青少年進步 謝景 吳鈴茜

獎勵及交流計劃

元朗青年商會 馬興樹 林倩莉

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選舉2001

良好服務獎狀 吳鈴茜 葉嘉恩 黃敏詩

王碧涓 黎翠姍 梁美晶

章國威 張詠霞 張燕玲

林小華 劉詩敏 梁敏娟

黃佳麗 黃金蓮 陳文強

朱鎮洲 李嘉穎 鄧燕文

曾穎琳 葉明明 陳志東

陳銘鏗 何兆鏗 賴偉樂

林振強　 劉俊華 王海明

簡福貽助學金 張笑娟 林小菁 詹麗君

溫光明

平平助學金 梁嘉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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