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頒獎典
禮

日期：	二零一六年五月十六日

時間：	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地點：	元朗光明英來學校



典禮程序

程序一    就座

程序二    致歡迎辭

程序三    計劃贊助人致辭

程序四    頒獎

程序五    致謝辭

程序六    大合照

程序七    茶點

玉清慈善基金主席羅蔡玉清女士

晶苑集團主席羅樂風先生

元朗區議會主席沈豪傑先生

元朗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會長林佩珍女士

教育局元朗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李柏聰先生

主 禮 嘉 賓



得獎名單

學校名稱
年級 /
班別

學生
姓名

中華基督教會基朗中學 5C 鄭曉霖
中華基督教會基朗中學 5E 林穎敏
中華基督教會基朗中學 5D 張嘉麗
中華基督教會基朗中學 5D 鄭耀添
伯裘書院 4A 謝雨鑫
伯裘書院 5B 梁宇晴
伯裘書院 4A 關樂頌
伯裘書院 3B 袁海琳
伯裘書院 1A 林燕璇
伯裘書院 3B 鄧鵠耀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2A 鄧偉浚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3B 莊卓威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4C 康韻馨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5A 陳翠怡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4A 李晧綸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5B 鄧志堅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4B 陳嘉欣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5E 吳偉倫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4E 劉保容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1D
U TES 
BYIAN

裘錦秋中學（元朗） 5B 林咏言
裘錦秋中學（元朗） 4C 張偉傑
裘錦秋中學（元朗） 4C 劉宗誠
裘錦秋中學（元朗） 3B 葉于琪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 S6 羅嘉寧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 S5 郭家竣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 S3 施偉諾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 S6 黃曦榆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 S2 何詠琦
嗇色園主辦可道中學 4D 周詠琳
嗇色園主辦可道中學 5D 何嘉盈
嗇色園主辦可道中學 2B 鄧梓軒
嗇色園主辦可道中學 3B 鄧永然
嗇色園主辦可道中學 1C 葉凱蓉
嗇色園主辦可道中學 6D 馮慧琳
道慈佛社楊日霖紀念學校 S3 劉俊健
道慈佛社楊日霖紀念學校 S4 繆道福
道慈佛社楊日霖紀念學校 S2 余紹謙
道慈佛社楊日霖紀念學校 S4 溫偉樂
道慈佛社楊日霖紀念學校 2B 曾家穎
道慈佛社楊日霖紀念學校 S5 黎耀平
匡智元朗晨曦學校 S6 徐源
匡智元朗晨曦學校 S6 陳麗珠
匡智元朗晨曦學校 S6 黃凱蕾
匡智元朗晨曦學校 S3 陳學文

學校名稱
年級 /
班別

學生
姓名

元朗公立中學 3A 吳宇軒
元朗公立中學 4E 陳穎欣
元朗公立中學 5C 馮祖兒
元朗公立中學 5E 鄧智勇
趙聿修紀念中學 4B 朱嘉希
趙聿修紀念中學 5B 馮銘瑕
趙聿修紀念中學 6A 王芷彤
趙聿修紀念中學 6B 戴廷芳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中學 3A 蔡康弘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中學 4B 呂智健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中學 5B 唐嘉橋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中學 5D 黃達鋮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中學 5B 黃偉雄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中學 3B 陳凱琳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2A 張雪盈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3E 劉澤鵬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5A 歐卓芝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6C 黃立峰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5A 何棟橋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5A 李佩玲
元朗商會中學 4M 楊敏樂
元朗商會中學 4E 關禮賢
元朗商會中學 6B 張樂輝
元朗商會中學 2E 吳祖珊
元朗商會中學 4A 梁巧嵐
元朗商會中學 2S 徐頌淇
賽馬會毅智書院 3A 陳啟華
賽馬會毅智書院 3A 冼麗芳
賽馬會毅智書院 5C 利詠妍
賽馬會毅智書院 5D 鄭詠聰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2A 葉雅琳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3B 李梓楹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4A 趙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5E 鍾嘉豪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2A 葉嘉興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3A 王曉天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4C 郭宇軒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5A 洪偉賢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4B 張凱瑩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5E 錢卓熙
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 3D 何寶心
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 2D 莊卓妍
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 3D 蔡曉暉
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 3D 莊卓姿
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 5A 梁子龍
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 5D 鍾程楓



學校名稱
年級 /
班別

學生
姓名

匡智元朗晨樂學校 S4 蘇駿軒
匡智元朗晨樂學校 S5 曾俊琳
匡智元朗晨樂學校 6A 張峯樺
匡智元朗晨樂學校 6B 張志強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5A 鍾思瀚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5A 邱韻婷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5A 黃文樂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5C 洪樂軒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4A 陳日朗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4A 張杰峰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中學 4B 張顥覺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中學 5C 許金城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中學 3A 周禮君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中學 4D 曾強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中學 2A 蕭樂琳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中學 4D 廖美琪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信義中學 6A 游子斌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信義中學 4B 董竣強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信義中學 5C 林進仁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信義中學 6E 鄭可瑩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2L 陳卓恒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3J 陳芷昕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1J 劉子甄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3L 成思思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 3BC 梅愷翹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 5HW 岑紫蕾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 5CT 黃曦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 4IH 黃浩論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 3BC 伍斈兒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 5SC 周以錕
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 4B 周宇情
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 4B 曾宝華
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 4C 蔡詠姍
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 5B 劉曉霈
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 5C 黎政毅
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 5C 黃可淨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6E 常安然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5C 林宜靜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4D 鍾世鈺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3A 林藝臻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4D 陳育林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3B 李嘉龍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3D 陸智謙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2A
LUI YIK 
CHUN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 5B 黃雪婷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 4C 陳欣怡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 4E 周文進

學校名稱
年級 /
班別

學生
姓名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 5B 張卓玲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 5E 蔡柏浩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 5D 郭羽軒
天水圍香島中學 4A 陳嘉蔚
天水圍香島中學 5B 陳卓男
天水圍香島中學 3D 曾傲棐
天水圍香島中學 3B 葉凱彤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5A 涂淏鈞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3C 文瀚霆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1D 鄧伊婷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5B 葉輝文
天水圍官立中學 5D 陳可欣
天水圍官立中學 4C 陳沛津
天水圍官立中學 5B 陳以婷
天水圍官立中學 4A 林展偉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5C 劉旆銦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5E 劉卓楠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5E 許梓楠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5E 張梓鵬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宏信書院 11R1 賴俊健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宏信書院 11C1 嚴逸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宏信書院 10M1 翟千瑩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宏信書院 10M2 鄺芷澄
伯特利中學 4C 林晴儀
伯特利中學 3A 張凱茵
伯特利中學 2A 林錦邦
伯特利中學 5B 楊善榆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2D 吳智恒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5D 陳灶鵬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4B 朱凱健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4A 陳龍發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4A 黃志豪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5A 江佩珊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 4D 陳瑋樂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 5D 黃雪晴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兆棠中學 5F 林志浩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兆棠中學 5A 鄭曉瑩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兆棠中學 5B 呂菓芳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兆棠中學 4D 葉文棟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 2D 楊爵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 5A 李鎂潁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 5A 羅凱琳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 5C 蕭麗妍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3A 陳俊傑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3B 關旨呈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4B 代小凡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4A 高嘉澦

得獎名單



玉清慈善基金於 2004 年 10 月 21 日在香港特區政府批准下成立，翌年認可為

註冊慈善團體。 

玉清慈善基金

玉清慈善基金宗旨 : 

1. 支持貧困地區的教育事業； 

2. 提升貧困地區的醫療技術及設施； 

3. 建立環保項目； 

4. 助貧賑災； 

5. 促進義務工作發展。 

玉清慈善基金的慈善項目範疇 :  

1.  教育 : 獎學金計劃、捐助教學設施、元朗區學生飛躍表現獎勵計劃、

學習支援計劃及英語提升班 

2.  醫療衛生 : 復明希望工程、培訓醫護人員、捐贈醫療儀器 

3.  慈善活動 : 心意送萬家贊助社會福利活動 

4.  環保植樹及賑災

玉清慈善基金願意承擔照顧弱勢群體的社會責任，所以一直以來關注貧困地區

及關懷弱勢社群的生活。玉清慈善基金的成立，不只捐款行善，還確保每一分

一毫的捐款都能夠幫助有需要的人士，作為我們履行社會責任的一種方式。 

 



玉清慈善基金其中一項宗旨為支持教育工作，【元朗區學生飛躍表現獎勵計

劃】是玉清慈善基金首項於香港推行的獎勵計劃。玉清慈善基金關注本港一

些努力學習，但成績處於中游，缺乏教學支援的學生；特別優先考慮提名一

些在家庭中未能提供充裕物質條件，以及未曾獲頒其他獎學金的學生，能令

更多學生受惠。因此本計劃目的為這些學生提供獎學金，讓他們體驗關顧及

激勵，發展潛能，健康成長。

「元朗區學生飛躍表現獎勵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