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本年班別 上年班別 獎學金/獎項
徐莎蔓 2H 1H 普通話科全級第一名

蔡銘增 2M 1M 體育科全級第一名

陳潔華 2M 1H 歷史科全級第一名

李偉榮 2M 1M 數學科全級第一名

鄭嘉茵 2S 1H 麥國添校友紀念獎學金

中一級全級第一名

中國歷史科全級第一名

普通電腦科全級第一名

地理科全級第一名

鍾懷樂 2S 1S 音樂科全級第一名

黄梓欣 2S 1T 第十屆薪火相傳獎學金

梁嘉欣 2S 1T 庚子校慶語文獎學金(英文科)

英國語文科全級第一名

陸卓華 2S 1S 羅利翰芬老師紀念獎學金(學業進步獎)

黃珮淇 2S 1T 音樂科全級第一名

趙俊浩 2T 1T 中一級全級第二名

何洛賢 2T 1M 科學(中一至中三)科全級第一名

許茵婷 2T 1T 設計與科技科全級第一名

李汶雅 2T 1T 中一級全級第三名

潘穎程 2T 1T 何文田官立中學校友會科技創意獎學金 

視覺藝術科全級第一名

曾梓錡 2T 1S 視藝科簡氏伉儷紀念獎學金

邱安順 2T 1M 庚子校慶語文獎學金(中文科)

中國語文科全級第一名

家政科全級第一名

陳容萱 3H 2H 家政科全級第一名

周子又 3H 2M 何文田官立中學校友會科技創意獎學金 

歐冠婷 3H 2T 設計與科技科全級第一名

陳繪如 3M 2H 視藝科簡氏伉儷紀念獎學金

地理科全級第一名

家政科全級第一名

李天健 3M 2M 羅利翰芬老師紀念獎學金(學業進步獎)

陳禹堃 3S 2S 第十屆薪火相傳獎學金

中二級全級第三名

張仰羲 3S 2T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 音樂獎

錢宥如 3S 2T 音樂科全級第一名



姓名 本年班別 上年班別 獎學金/獎項
沈恩慧 3S 2T 音樂科全級第一名

陳思彤 3T 2T 視覺藝術科全級第一名

張梓柔 3T 2S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 數學獎

中二級全級第二名

數學科全級第一名

歷史科全級第一名

文樂恒 3T 2S 中國歷史科全級第一名

普通電腦科全級第一名

沈子璇 3T 2S 中國歷史科全級第一名

杜晉熙 3T 2S 陳呂令意最佳英文演說獎(初級組)

麥國添校友紀念獎學金

庚子校慶語文獎學金(中文科)

庚子校慶語文獎學金(英文科)

中二級全級第一名

中國語文科全級第一名

普通電腦科全級第一名

英國語文科全級第一名

科學(中一至中三)科全級第一名

普通話科全級第一名

丁沛楠 3T 2S 體育科全級第一名

郭詩晴 4H 3M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 操行獎(初級組)

劉若晞 4H 3S 譚祖基老師獎學金(中三級數學科)

麥國添校友紀念獎學金

盧吳萍煥紀念獎學金

中三級全級第一名

普通電腦科全級第一名

地理科全級第一名

數學科全級第一名

家政科全級第一名

李樂晴 4H 3S 設計與科技科全級第一名

廖碧瑤 4H 3T 庚子校慶語文獎學金(中文科)

中國語文科全級第一名

駱醖怡 4H 3T 蕭潘咪老師獎學金

譚祖基老師獎學金(中三級數學科)

歷史科全級第一名

錢樂融 4H 3T 庚子校慶語文獎學金(英文科)



姓名 本年班別 上年班別 獎學金/獎項
英國語文科全級第一名

黃梓淇 4H 3H 蕭潘咪老師獎學金

第十屆薪火相傳獎學金

視藝科簡氏伉儷紀念獎學金

中三級全級第三名

視覺藝術科全級第一名

陳凱瑩 4M 3T 杜葉錫恩教育基金第六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洪安琪 4M 3S 徐麗萍初中歷史獎學金

李梓朗 4M 3T 體育科全級第一名

謝詠詩 4M 3M 音樂科全級第一名

陳曉琳 4S 3H 何文田官立中學校友會科技創意獎學金 

視覺藝術科全級第一名

雷春燕 4T 3M 中國歷史科全級第一名

王俊元 4T 3M 羅利翰芬老師紀念獎學金(學業進步獎)

陳子程 5H 4H 地理科全級第一名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全級第一名

張俊賢 5H 4H 數學（延伸部分 – 單元二）科全級第一名

物理科全級第一名

周俊華 5H 4H 黃偉健校友獎學金(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全級第一名

周祉吟 5H 4H 黃偉健校友獎學金(經濟科)

中國歷史科全級第一名

經濟科全級第一名

許心怡 5H 4H 庚子校慶語文獎學金(英文科)

中四級全級第二名

英國語文科全級第一名

音樂科全級第一名

黃開鵬 5H 4H 第十屆薪火相傳獎學金

李雅琳 5H 4H 生物科全級第一名

化學科全級第一名

李啟宇 5H 4H 黃民理老師紀念獎學金(數學科)

中四級全級第三名

施紫璍 5H 4H 服務獎 - 健康大使

黃煒文 5H 4H 麥國添校友紀念獎學金

庚子校慶語文獎學金(中文科)

中四級全級第一名



姓名 本年班別 上年班別 獎學金/獎項
中國語文科全級第一名

數學（必修部分）科全級第一名

黃詠琳 5H 4H 旅遊與款待科全級第一名

楊浩鈿 5H 4H 何文田官立中學校友會母校金禧獎學金

黃兆豪 5M 4M 盧鶴炘校友獎學金(課外活動)

體育科全級第一名

葉芷其 5M 4M 陳呂令意最佳英文演說獎(高級組)

潘仕庸視覺藝術獎

視覺藝術(中學文憑)科全級第一名

黃晉朗 5S 4S 羅利翰芬老師紀念獎學金(學業進步獎)

吳曉朗 5T 4T 蕭潘咪老師獎學金(歷史科)

歷史科全級第一名

余惠齡 5T 4T 尹基伉儷社會服務獎

服務獎 - 健康大使

張樂恒 6H 5H 物理科全級第一名

馮文熙 6H 5H 地理科全級第一名

何卓言 6H 5H 羅利翰芬老師紀念獎學金(學業進步獎)

何迪兒 6H 5H 服務獎 - 學生會會長

高皓彥 6H 5H 陳潘穎嫻老師獎學金(中五級英文科)

庚子校慶語文獎學金(英文科)

英國語文科全級第一名

李天恩 6H 5H 服務獎 - 領袖生(總領袖生)

梁雅欣 6H 5H 第十屆薪火相傳獎學金

服務獎 - 社長(智社)

服務獎 - 輔導員(副總輔導員)

盧思彤 6H 5H 黃廷方獎學金2021

服務獎 - 輔導員(總輔導員)

通識教育科科全級第一名

伍凱琳 6H 5H 服務獎 - 社長(體社)

吳銘菲 6H 5H 明日之星—上游獎學金

服務獎 - 輔導員(副總輔導員)

岳駿煜 6H 5H 麥國添校友紀念獎學金

庚子校慶語文獎學金(中文科)

服務獎 - 領袖生(總領袖生)

中五級全級第一名

中國語文科全級第一名



姓名 本年班別 上年班別 獎學金/獎項
數學（必修部分）科全級第一名

溫詠欣 6H 5H 盧鶴炘校友獎學金(社會服務)

服務獎 - 領袖生(副總領袖生)

王俊彥 6H 5H 黃民理老師紀念獎學金(數學科)

明日之星—上游獎學金

數學（延伸部分 – 單元二）科全級第一名

黃子謙 6H 5H 化學科全級第一名

游俊宇 6H 5H 服務獎 - 社長(體社)

服務獎 - 輔導員(副總輔導員)

何晰恩 6M 5M 陳潘穎嫻老師獎學金(中五級英文科)

中五級全級第二名

生物科全級第一名

洪雅文 6M 5M 服務獎 - 社長(群社)

沈琳惠 6M 5M 服務獎 - 輔導員(總輔導員)

蕭丹丹 6M 5M 服務獎 - 領袖生(副總領袖生)

史海晴 6M 5M 服務獎 - 領袖生(副總領袖生)

湯偉俊 6M 5M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 體育獎

服務獎 - 社長(群社)

體育科全級第一名

黃渝旆 6M 5M 黃偉健校友獎學金(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

中五級全級第三名

中國歷史科全級第一名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全級第一名

黃悅喬 6M 5M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 體育獎

區詠嵐 6S 5S 服務獎 - 輔導員(副總輔導員)

張湦若 6S 5S 潘仕庸視覺藝術獎

視覺藝術(中學文憑)科全級第一名

鄒穎霖 6S 5S 徐麗萍高中歷史獎學金

歷史科全級第一名

李滙 6S 5S 最佳體育表現及精神獎

服務獎 - 社長(德社)

李欣婷 6S 5S 服務獎 - 總圖書館領袖生

徐家傑 6S 5S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全級第一名

陳嘉善 6T 5T 最佳體育表現及精神獎

旅遊與款待科全級第一名

柯紫盈 6T 5T 音樂科全級第一名



姓名 本年班別 上年班別 獎學金/獎項
丁鈺婷 6T 5T 黃偉健校友獎學金(經濟科)

經濟科全級第一名

黃士源 6T 5T 服務獎 - 社長(智社)

葉可焮 6T 5T 服務獎 - 社長(德社)

余艷紅 6T 5T 服務獎 - 副總圖書館領袖生

林佳頤 離校 3T 中三級全級第二名

科學(中一至中三)科全級第一名

鄭育承 畢業生 6H 何文田官立中學校友會中學文憑試成績優異獎學金

朱煒樂 畢業生 6H 鄭李元英老師紀念獎學金(中六級數學模組二)

麥國添校友紀念獎學金

何文田官立中學校友會中學文憑試成績優異獎學金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 語文獎(中文獎)

中六級全級第一名

通識教育科科全級第一名

傅德智 畢業生 6H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 語文獎(英文獎)

何家謙 畢業生 6H 何霜筠校長紀念獎學金(英文獎)

何霜筠校長紀念獎學金(數學獎)

黃偉健校友獎學金(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

何文田官立中學校友會中學文憑試成績優異獎學金

庚子校慶語文獎學金(中文科)

庚子校慶語文獎學金(英文科)

中六級全級第二名

中國語文科全級第一名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全級第一名

英國語文科全級第一名

數學（延伸部分 – 單元二）科全級第一名

高葉佳 畢業生 6H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古雨杭 畢業生 6H 泰山公德會孝道之星

李怡茵 畢業生 6H 何霜筠校長紀念獎學金(人文學科獎)

尹丈生物學獎

第十屆薪火相傳獎學金

何文田官立中學校友會中學文憑試成績優異獎學金

生物科全級第一名

鄧家傑 畢業生 6H 黃偉健校友獎學金(經濟科)

經濟科全級第一名

曾昭淇 畢業生 6H 何霜筠校長紀念獎學金(科學獎)



姓名 本年班別 上年班別 獎學金/獎項
尹耀樞化學獎

廖榮福老師紀念獎學金(中六級物理科)

何文田官立中學校友會中學文憑試成績優異獎學金

中六級全級第三名

化學科全級第一名

數學（必修部分）科全級第一名

物理科全級第一名

冼敏柔 畢業生 6H 何霜筠校長紀念獎學金(中文獎)

廖榮福老師紀念獎學金(中六級物理科)

鄭李元英老師紀念獎學金(中六級數學模組二)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許樂曦 畢業生 6H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全級第一名

游梓樂 畢業生 6H 中國歷史科全級第一名

歷史科全級第一名

劉穎昕 畢業生 6M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 操行獎(高級組)

梁熙婷 畢業生 6M 地理科全級第一名

旅遊與款待科全級第一名

蔡鍵銘 畢業生 6M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 通識科獎

楊芷淇 畢業生 6M 中國歷史科全級第一名

李玥詩 畢業生 6S 羅氏慈善基金及教育局合辦應用學習獎學金

吳斯雅 畢業生 6S 潘仕庸視覺藝術獎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 視覺藝術獎

視覺藝術(中學文憑)科全級第一名

游偉俊 畢業生 6S 羅氏慈善基金及教育局合辦應用學習獎學金

周祉余 畢業生 6T 盧鶴炘校友獎學金(課外活動)

劉智郡 畢業生 6T 體育科全級第一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