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樂善堂梁銶琚書院 

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 

結業頒獎典禮 

【梁銶琚博士獎學金】 

 

校外比賽表現優異獎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獎學金($) 

1.  5B 黃汝舟 

 香港業餘田徑總會主辦 

世界田徑日 

男子 16-17 歲 800 米銀牌 

 屈臣氏集團主辦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1500 

2.  / 

團體 

4A 陳柏恩

代表 

 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主辦 

全港校際網上個人資料私隱保障問答大賽 

冠軍、最具團隊精神獎 

1000 

3.  / 

團體 

4C 簡智榮

代表 

 中國香港跳繩總會主辦 

全港學界跳繩比賽 2015 

中學組（團體項目）男子組 2 分鐘 8 人大繩賽      

冠軍 

1000 

4.  3B 趙朗然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 

中學校際游泳比賽 2014-2015  （港島區） 

50M 蝶泳亞軍、100M 自由泳亞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中西區康樂體育會合辦   

中西區區議會贊助 

中西區分齡游泳比賽 

男子青少年 G 組 50M 蝶泳（亞軍）、 

100M 蝶泳（亞軍）、200M 蝶泳 （亞軍） 

 香港冬泳總會主辦 

浪姿盃 2014 香港公開冬泳錦標賽 

男子公開組第八名 

1000 

5.  3D 林德熙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 

中學校際游泳比賽 2014-2015 （港島區） 

100M 胸泳/蛙泳亞軍、200M 胸泳/蛙泳第五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中西區康樂體育會合辦   

中西區區議會贊助 

中西區分齡游泳比賽 

男子青少年 G 組 50 胸泳 （亞軍）、  

100 胸泳（季軍） 

800 

6.  2A 朱晨笛 

 中華音韻藝術推廣協會主辦 

第二屆中華音韻音樂比賽 

中一至中三級組冠軍 

 中西區區議會、中西區民政事務處主辦 

2014-2015 中西區滅罪宣傳創作比賽之 

中文標語設計比賽  優異獎 

700 



7.  / 

團體 

4C 溫志明 

代表 

 教協及香港公共圖書館合辦 

第 27 屆閱讀嘉年華話劇比賽  

獎項：季軍    劇目：烈佬傳 

500 

8.  / 

團體 

5A 李雅詩 

代表 

 中西區區議會、中西區防火委員會合辦 

防火奇兵城市定向追蹤 

中學組亞軍 

500 

9.  / 

團體 

4D 黎健楓 

代表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導演獎、傑出舞台效果獎、傑出合作獎、 

傑出整體演出獎          劇目：愛情來了 

500 

10.  3A 張蕊荺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中西區康樂體育會合辦   

中西區區議會贊助 

中西區分齡游泳比賽 

女子青少年 G 組 50M 背泳 （季軍）、 

女子青年組 4X50M 自由泳接力 （冠軍） 

500 

11.  3A 陳漫程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中西區康樂體育會合辦   

中西區區議會贊助 

中西區分齡游泳比賽 

女子青年組 4X50M 自由泳接力（冠軍） 

500 

12.  4A 鄧皓樺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南區區議會贊助 

南區分齡田徑比賽 

男子丁組鉛球 冠軍 

500 

13.  4A 鄭麗儀 

 環境保護署、教育局、環境運動委員會合辦 

2014-15 年度學生環境保護大使計劃 

傑出學生環境保護大使  金獎 

500 

14.  5A 李雅詩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南區區議會贊助 

南區分齡田徑比賽 

女子丙組 400 米 冠軍 

500 

15.  5B 王嘉峻 

 香港電台數碼台主辦 

『有聲好書』全港中學生聲演比賽 

優異獎 

500 

16.  6C 吳依琳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南區區議會贊助 

南區分齡田徑比賽 

女子乙組鐵餅 冠軍 

500 

17.  已畢業 張嘉煒 

 香港島校長聯會、四區區議會、香港青年會合辦 

「2014 年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 

香港島優秀學生 

 

500 

18.  4A 龔晓紅 

 香港島校長聯會、四區區議會、香港青年會合辦 

「2014 年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 

香港島優秀學生 

500 

19.  4A 龔晓紅 
 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主辦 

「學校起動」計劃太子珠寶鐘錶獎學金 
500 

20.  5B 肖椅明 
 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主辦 

「學校起動」計劃太子珠寶鐘錶獎學金 
500 



21.  已畢業 黎曼思 

 新家園協會主辦 

世茂新家園精英培養計劃 

傑出中學生獎 

500 

22.  / 

團體 

2A 鄭泳宜

代表 

 教協及香港公共圖書館合辦 

第 26 屆閱讀嘉年華話劇比賽 

獎項：優異獎        劇目：我在伊朗長大 

300 

23.  / 

團體 

5B 黃汝舟 

5D 劉敏希 

 第 31 屆中西區歌唱比賽 

流行歌曲合唱組  亞軍 
300 

24.  / 

團體 

5D 劉敏希 

代表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主辦 

第 51 屆香港學校舞蹈節 

爵士舞及街舞  乙級獎 

300 

25.  1C 朱霆峰 

 香港童軍總會、青少年活動署合辦 

2014 年度童軍賽船大會 - 禮帽級風帆錦標賽 

亞軍 

300 

26.  3B 陳澤森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南區區議會贊助 

南區分齡田徑比賽 

男子丁組鉛球 亞軍 

300 

27.  4C 梁傑嵐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南區區議會贊助 

南區分齡田徑比賽 

男子丁組鐵餅 亞軍 

300 

28.  5B 區嘉泉 

 環境保護署、教育局、環境運動委員會合辦 

2014-15 年度學生環境保護大使計劃 

傑出學生環境保護大使  銀獎 

300 

29.  5D 何卓軒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銀章級榮譽 
300 

30.  6B 陳施儀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南區區議會贊助 

南區分齡田徑比賽 

女子丙組跳高 亞軍 

300 

31.  / 

團體 

3A 張蕊荺 

代表 

 中西區區議會、中西區防火委員會合辦 

防火奇兵城市定向追蹤 

中學組季軍 

300 

32.  / 

團體 

5B 蘇紫棠代

表 

 中西區區議會、中西區防火委員會合辦 

防火奇兵城市定向追蹤 

中學組優異 

 

200 

33.  2C 張嘉峻 

 第 67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三級小提琴獨奏  第三名 

 

200 

34.  4A 周頌然 

 環境保護署、教育局、環境運動委員會合辦 

2014-15 年度學生環境保護大使計劃 

傑出學生環境保護大使  銅獎 

 

200 



35.  5A 陳嘉晞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南區區議會贊助 

南區分齡田徑比賽 

女子丙組 200 米 季軍 

200 

36.  5A 蘇欣怡 

 樂善堂梁銶琚敬老之家主辦 

「家。情。真」故事創作大賽 

護老情真獎 

200 

37.  5B 肖椅明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南區區議會贊助 

南區分齡田徑比賽 

女子公開 800 米 季軍 

200 

38.  5E 黃棨楓 

 中西區區議會、中西區民政事務處合辦 

2014-2015中西區滅罪宣傳創作比賽之中文標語

設計比賽  優異獎 

200 

39.  6B 譚庭超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南區區議會贊助 

南區分齡田徑比賽 

男子乙組 110 米欄 季軍 

200 

              合共：$ 18,100 

校內成績優異獎 

 班別 姓名 獎項 獎學金($) 

1.  3A 何一非 初中學業成績優異獎 500 

2.  3A 李曉彤 初中學業成績優異獎 500 

3.  3A 吳梓烊 初中學業成績優異獎 500 

4.  4A 龔晓紅 高中學業成績優異獎 500 

5.  4A 車家灝 高中學業成績優異獎 500 

6.  4A 李偉心 高中學業成績優異獎 500 

7.  5A 吳卓謙 高中學業成績優異獎 500 

合共：$ 3,500 

公開試成績優異獎 

 班別 姓名 獎項 獎學金($) 

1. 6A 陳宇鵬 香港中學文憑試   成縝優異 2500 

2. 6A 嚴映婷 香港中學文憑試   成縝優異 2500 

3. 6A 陳凱欣 香港中學文憑試   成縝優異 2000 

4. 6B 黃津威 香港中學文憑試   成縝優異 1500 

5. 6B 黎曼思 香港中學文憑試   成縝優異 1500 

6. 6B 張嘉煒 香港中學文憑試   成縝優異 1500 

7. 6B 黃耀驊 香港中學文憑試   成縝優異 500 

8. 6B 馮梓軒 香港中學文憑試   成縝優異 500 

9. 6B 鍾錦雅 香港中學文憑試   成縝優異 500 

合共： $ 13,000 

總金額：$ 34,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