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德會協同中學  

六十五周年校慶獎學金  

(以下所列班級一律為 2 0 1 7 / 1 8 學年之班別 )  

傑出學生選舉（深水埗區／九龍地域）得獎者： 

傑出學生獎學金： 李嘉蘊(2016 深水埗) 施樂怡(2016 深水埗) 周芷諾(2017 深水埗) 葉芯旻(2018 深水埗)  

 楊雪深(2015 深水埗) 秦思芬(2017 深水埗) 黃書懷(2017 深水埗)   

 葉芯旻(2018 九龍地域) 黃書懷(2018 深水埗) 施樂怡(2018 深水埗) 葉雨華(2018 深水埗)  

       
二零一七／一八學年 學業成績獎： 

賴愛民校長紀念獎學金：  簡永昇(6C)       

黃廣智校長紀念獎學金： 符家欣(1C) 

(1B) 

陳文信(2D) 陳惠琳(3D) 謝湘龍(4D) 張子淇(5D)   

 陳曉澄(1D) 張卓瑩(2A) 梁嘉琪(3B)  陳慧賢(4D) 王佛庭(5D)   

 姜濤(1D) 葉芯旻(2B) 

(2D) 

李健威(3A) 

姜濤(1D) 

施樂怡(4D) 黃文俊(5C)    
中文科獎學金： 符家欣(1C) 張卓瑩(2A) 周芷詻(3D) 陳慧賢(4D) 張子琪(5D)   

英文科獎學金： 姜濤(1D) 葉芯旻(2B) 陳惠琳(3D) 湯詠聰(4D) 張子琪(5D)   

數學科獎學金： 鍾文彬(1C) 梁嘉榮(2D) 梁嘉琪(3B) 謝湘龍(4D) 黃文俊(5C)    
陳早標校友獎學金（最佳進步獎）： 李藹萍(1B) 

 

洪健斌(2D) 

 

商明傑(3D) 謝均然(4D) 

 

陳子傑(5A) 

 

 

黃本生老師紀念獎學金（高中人文學科獎）： 施樂怡(4D) 

 

黃文俊(5C) 

 

    
孫楚強博士獎助學金： 呂依漫(1A) 黃嘉琪(1A) 陳嘉欣(1B) 鄧頓琳(1C) 符家欣(1C) 張俊傑(1D)  

 李芷瀅(1D) 李伊菲(2B) 葉芯旻(2B) 陳芷玲(2C) 陳樂怡(2D) 陳文信(2D)  

潘廣謙校友獎助學金： 黃喜(3A) 李健威(3A) 周健楓(3B) 何育芳(3B) 簡凱曼(3D)   

陳漢權校友獎助學金： 陳儀瑾(4A) 麥芷青(4B) 李凱欣(4C) 陳嘉樂(4C)

吳 

吳虹匡(4D)   

朱余沐塵女士紀念獎助學金： 施樂怡(4D) 梁旭鵬(4D) 施霖權(4D) 湯詠聰(4D) 劉家琪(5D)   
        
二零一七／一八學年 服務／校園福音／體育／藝術／課外活動／閱讀／操行／勤到： 

外展體驗獎學金： 朱棹琦(5C) 

 

蔡家源(2A) 簡裕榮(2C)     

鍾賓榮博士獎學金（校園福音服務）： 李諾進(2B) 黃蔚羚(2B) 關海鈴(3C) 葉文浩(3D) 吳靜宜(5B)  

鍾賓榮博士獎學金（福音團契服務）： 張燕晴(3B) 陳思羽(3C) 何樂欣(3C) 羅雪怡(3C) 

) 

呂浩星(3D)  

協同中學校友會獎學金（風紀隊傑出服務）： 陳儀瑾(4A) 王安兒(4B)

 (S4B)

  

霍曄雯(4C) 謝湘龍(4D) 陳慧賢(4D)  

張銳老師紀念獎學金（書畫藝術）： 李耀沛(5A) 

 

梁嘉寶(5D) 

 

余健雄(5D)    

校友銀樂隊獎學金（管樂團）： 袁詠詩(5A) 林栢軒(4C)     

許振邦老師紀念獎學金（課外活動獎）： 蔡家源(2A) 李錦潮(2B) 張業承(2D) 蔡泳茵(3A) 曾慶桓(4B)  

蘇展鵬校友獎學金（推廣課外閱讀）： 莫浩盈(5C) 

 

霍翼航(5D) 

 

(((999(()))000(

(((9(((((((*((5D) 

 

李靖霖(5D) 

 

李嘉蘊(5D) 

 

楊雪深(5D) 

 

 
       陳炳樞先生紀念獎學金： 區凱雯(1A) 

 

呂依漫(1A) 黃焯瑤(1A) 符家欣(1C) 何子妍(1C)   

（甲等操行獎） 姜濤(1D) 黃偉進(1D) 

 

張卓瑩(2A) 

 

蘇沛銣(2B) 

 

陳樂怡(2D) 

 

  

梁鎮潮老師紀念獎學金： 陳文信(2D) 張曉晴(2D) 

 

李琳(2D) 李穎頤(2D) 

 

張燕晴(3B) 

 

  

（甲等操行獎） 梁嘉琪(3B) 

 

麥子康(3B) 

 

何樂欣(3C) 

 

關海鈴(3C) 陳惠琳(3D) 

 

  

黃達廷伉儷紀念獎學金： 伍家慧(3D) 

 

張漪媚(4A) 

 

黃家怡(4A) 

 

李芷瑩(4B) 

 

歐宛宜(4C) 

 (4D) 

  

（甲等操行獎） 李凱欣(4C) 王斯樂(4C) 林樂熙(4D)      

梁財好女士紀念獎學金： 黃書懷(4D) 黃文俊(5C) 張子淇(5D) 施芳嵐(5D) 楊雪深(5D)   

（甲等操行獎）        

鄭漢龍校友獎學金：

@100 

黃偉進(1D) 周嘉瑩(2D) 梁嘉晴(2C) 譚慧慈(2C) 陳樂怡(2D)   

（準時勤到健康獎） 林慶諺(2D) 麥子康(3B) 葉寶珠(4A) 蔡栩然(4C) 湯詠聰(2D)   
        
哲賢傑出運動員獎學金（傑出運動員）： 張業承(2D) 蔡泳茵(3A) 

 

秦思芬(4C) 朱棹琦(5C) 

 

  

黃靜波老師紀念獎學金（服務金獎）： 陳思羽(3C) 陳詩敏(3D) 黃文俊(5C) 楊雪深(5D)   

陳早標校友獎學金（社會服務）： 鄭芷茵(5D) 劉凱茵(5B)     

視覺藝術獎學金（公開試）： 陶樂禧(6A) 黃穎思(6A) 鄭穎琪(6B) 方晴(6B) 施灆(6C)  
        
二零一七／一八學年 「全方位學生獎勵計劃」榮譽大獎： 

上學期榮譽大獎獎學金： 李芷瀅(1D) 張業承(2D) 蔡泳茵(3A) 黃書懷(4D) 黃文俊(5C)  

下學期榮譽大獎獎學金： 李芷瀅(1D) 霍紫馨(2D) 陳詩敏(3D) 黃嘉儀(4C) 黃文俊(5C)  



 

本校獎學金承蒙下列熱心校友和善長捐贈，謹致衷心感謝！  

 

獎學金名稱 捐贈者 

賴愛民校長紀念獎學金 賴愛民校長紀念獎學基金 

黃廣智校長紀念獎學金 黃胡雪英師母／校友會／教職員／校友／協同堂教友／ 

各方友好 

黃達廷伉儷紀念獎學金 黃廣安先生 

梁財好女士紀念獎學金 陳煜新校監 

朱余沐塵女士紀念獎助學金 朱泰和／朱源和校友 

孫楚強博士獎助學金 孫楚強博士 

陳漢權校友獎助學金 陳漢權校友 

林富華校友獎學金 林富華校友 

潘廣謙校友獎學金 潘廣謙校友 

傑出學生獎學金 何素儀校友 

外展體驗獎 何素儀校友 

梁鎮潮老師紀念獎助學金 陳慶旺／葉玉華／陳麗嬋／廖潔玲／梁添佑／黃嘉鑾／ 

張麗霞／霍耀明／陳樹根／關小萍／黃尚鴻／胡麗玲／ 

龐小梅／李銀珠／莫穗貞校友 

黃靜波老師紀念獎學金 陳慶旺／黃嘉鑾／宋綺梨／關小萍／胡麗玲／張麗霞／ 

黃尚鴻／李銀珠／李錦環／莫穗貞校友 

許振邦老師紀念獎學金 許振邦老師家屬／陳懋森／潘澍基／鄭漢龍／左身秀／ 

陳明正／龔慶榮／黃廣智／朱泰和／陳柱中／陳慶旺校友 

黃本生老師紀念獎學金 馮翠兒校友 

張銳老師紀念獎學金 香港中國書畫學會／馮翠兒校友／劉國智校友／黃安福校友／

莫穗貞校友 ／張葉飄雲女士 

陳炳樞先生紀念獎學金 吳志華、陳玉嬋校友伉儷 

最佳進步獎學金 陳早標校友 

社會服務獎學金 陳早標校友 

鍾賓榮博士獎學金 鍾賓榮博士 

中文科獎學金 陳柱中校長 

英文／數學科獎學金 梁逸恆校長 

視覺藝術獎學金 李錫光校友 

蘇展鵬校友獎學金 蘇展鵬校友 

校友銀樂隊獎學金 校友銀樂隊 

鄭漢龍校友準時勤到健康獎學金 鄭漢龍校友 

哲賢傑出運動員獎學金 校友會「哲賢」二社校友 

協同中學校友獎學金 歷屆校友 

協同中學校友會獎學金 路德會協同中學校友會 

全方位學生獎勵計劃獎學金 路德會協同中學家長教師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