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奬 學 金 

2017-2018 

 

校 內 奬 學 金 

 

1. 深水埗崇真堂獎學金（獎予全校品學兼優及具領導才能之學生） 

 

6B   歐政楠 

6B   蘇恩彤 

 

2. 深水埗崇真堂校友會獎學金（獎予文憑試成績最佳之畢業生）  

 

6B   羅紫榆 

 

3.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新翠堂獎學金 

（獎予在基督教教育科成績優異及在校內宗教活動有優異表現的學生） 

 

1B   沈佩怡 

1D   黃雪晴 

1F   梁迎風 

2E   梁懿琳 

2B   林芷蔚 

2E   戴卓睿 

3B   江可晴 

3F   馬在林 

3E   鍾明頤 

4F   馬恩彤 

4C   何婉清 

4D   陳綺琳 

5B   鄺天諾 

5B   陳仲天 

5C   江丞謙 

6B   夏恩榮 

 

4. 世界教室獎學金 

 

6B   夏恩榮 

6B   林奕嘉 

6A   羅晉熙 

6B   關樂心 

6C   梁祖誠 

  



5. 黃偉森獎學金（獎予參與課外活動有優異表現之學生）  

 

1D   馮偉晉 

2E   傅依婷 

3F   梁心瑜 

4A   林冠康 

5A   尹舒煥 

6A   尹潤雯 

 

6. 曾派先生紀念獎學金（獎予數學科成績優異之學生） 

 

1D   陳俊喬 

2E   陳許寧 

3E   陳信希 

4A   梁嘉麟 

5A   譚早言 

6B   林俊康 

 

7. 陳錦輝先生紀念獎學金（獎予中文科成績優異之學生） 

 

1E   陳芷珊 

2E   梁懿琳 

3C   陳倩婷 

4A   莊 悅 

5B   脫芷悠 

6B   馮芷欣 

 

8. 曹何景廉女士紀念獎學金（獎予學業成績進步之學生） 

 

中一級  1F   岑蘊晉 

1B   梁日希 

1F   鄧柏洋 

1F   黃慧儀 

1A   馬嘉雯 

1C   馮心妍 

 

中二級  2F   溫智傑 

2A   張宇恒 

2D   張弛 

2A   馮洛芹 

2E   李綽羚 

2C   李鈺瀅 



 中三級  3F   吳嘉穎 

3D   李家興 

3F   曾倚靈 

3A   余文焯 

3A   楊子韜 

3A   李皓賢 

 

9. 丘恩清學業優異獎（獎予學業成績優異之學生） 

 

中一級 

第一名   1E    陳芷珊 

第二名   1D    何卓錡 

第三名   1C    鄧志傑 

中二級 

第一名   2E    陳許寧 

第二名   2E    梁懿琳 

第三名   2C    王楚雯 

中三級 

第一名   3E    陳信希 

第二名   3E    劉珈宜 

第三名   3E    鍾明頤 

中四級 

    4A    莫欣叡 

    4A    林冠康 

    4A    梁嘉麟 

中五級 

5A    譚早言 

5B    陳裕德 

5A    曾廣雋 

中六級 

     6A    尹潤雯 

     6B    羅紫榆 

     6B    林俊康 

 

10. 關愛沙崇人獎學金（獎予樂於服務之學生） 

 

5C   許晶婷 

5A   尹舒煥 

 

  



11. 沙田崇真中學家長教師會公開試成績優異獎（獎予文憑試考獲成績優異之畢業生） 

 

6A   羅晉熙 

6A   尹潤雯 

6A   鄺國喬 

6B   歐政楠 

6B   林俊康 

6B   潘信朗 

 

12. 沙田崇真中學家長教師會「傑出沙崇人」獎學金（獎予「傑出沙崇人」之得獎學生） 

 

2E   梁懿琳 

6B   蘇恩彤 

 

13. 沙田崇真中學家長教師會「勇闖高峰」獎學金（獎予「勇闖高峰獎勵計劃」金獎之得獎學生） 

 

1D   何卓錡 

2E   戴卓睿 

3F   馬在林 

4A   溫倩恩 

5C   李灝 

 

14. 沙田崇真中學家長教師會學業優異獎（獎予學業成績優異之學生） 

 

中一級 

第一名   1E    陳芷珊 

第二名   1D    何卓錡 

第三名   1C    鄧志傑 

 

中二級 

第一名   2E    陳許寧 

第二名   2E    梁懿琳 

第三名   2C    王楚雯 

 

中三級 

第一名   3E    陳信希 

第二名   3E    劉珈宜 

第三名   3E    鍾明頤 

 



中四級 

4A    莫欣叡 

4A    林冠康 

4A    梁嘉麟 

中五級 

     5A    譚早言 

     5B    陳裕德 

     5A    曾廣雋 

中六級 

     6A    尹潤雯 

     6B    羅紫榆 

     6B    林俊康 

 

15. 沙田崇真中學家長教師會「陸運會個人冠軍獎」 

（獎予陸運會中各組別（甲、乙及丙組）奪個人冠軍之學生） 

 

2F   藍文卓 

2F   陳恩晴 

2F   黃靖貽 

4A   莫欣叡 

4C   洪曉 

5B   孔倩瑜 

6B   呂焌皓 

 

16. 沙田崇真中學家長教師會高中最佳成績進步獎（獎予中四、中五級學業成績進步最佳之學生） 

 

中四級 

4D    曾  藍 

4F    許慧琳 

4D    程雪柔 

4A    梁芷喬 

4C    何芍瑤 

 

中五級 

5A    何卓邦 

5E    羅雅文 

5F    李卓鴻 

5B    楊佩茵 

5D    梁嘉渝 

  



17. 沙田崇真中學學科獎（獎予學科成績最佳之學生） 

 

S.1 

中文       1E   陳芷珊 

英文       1E   周一悅 

數學       1D   陳俊喬 

綜合科學      1D   何卓錡 

世界歷史      1D   何卓錡 

地理       1C   鄧志傑 

中史       1C   岑祝福 

科技       1E   羅凱琳 

基督教教育     1B   沈佩怡 

體育  （男）    1D   南天祐 

（女）    1B   袁嘉希 

 

S.2 

中文       2E   梁懿琳 

英文       2E   戴卓睿 

數學       2E   陳許寧 

物理       2C   王楚雯 

化學       2E   陳許寧 

生物       2E   陳許寧 

世界歷史      2C   王楚雯 

地理       2E   施曉陶 

中史       2F   周若曦 

科技       2B   張鈺雪 

通識教育      2B   張鈺雪 

基督教教育     2A   黃君穎 

體育  （男）    2B   彭嘉謙 

（女）    2F   黃靖貽 

 

S.3 

中文       3C   陳倩婷 

英文       3E   江穎珈 

數學       3E   陳信希 

物理       3F   邱皓生 

化學       3E   鍾明頤 

生物       3E   陳信希 

世界歷史      3E   吳睿師 

地理       3E   李詠希 

經濟       3E   李詠希 

中史       3E   劉珈宜 



科技       3E   黃日朗 

通識教育      3A   黃彩兒 

基督教教育     3B   江可晴 

體育  （男）    3B   徐于正 

（女）    3C   殷梓琪 

 

S.4 

中文       4A   莊  悅 

英文       4A   莫欣叡 

數學       4A   梁嘉麟 

物理       4A   徐浩然 

化學       4A   林冠康 

生物       4A   杜曉淇 

資訊及通訊科技    4A   謝凱駿 

世界歷史      4D   林衍宏 

地理       4E   陳泳霖 

經濟       4A   莫欣叡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4D   沈穎詩 

中史       4A   吳卓盈 

中國文學      4A   杜曉淇 

通識教育      4A   莫欣叡 

視覺藝術      4D   張銘仁 

體育(DSE)      4F   陸穎茵 

基督教教育     4F    馬恩彤 

體育  （男）    4D   洪煒楠 

（女）    4A   劉沛希 

 

S.5 

中文       5B   脫芷悠 

英文       5A   彭樂知 

數學       5A   譚早言 

數學延伸課程一    5A   黎子棠 

數學延伸課程二    5A   譚早言 

物理       5A   譚早言 

化學       5E   黃梓泓 

生物       5A   尹舒煥 

資訊及通訊科技    5A   譚早言 

世界歷史      5B   脫芷悠 

地理       5B   何頌朗 

經濟       5B   陳裕德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5A   尹舒煥 

中史       5B   劉杰榆 



中國文學      5B   楊佩茵 

通識教育      5A   尹舒煥 

視覺藝術      5B   何頌朗 

基督教教育     5B   梁詠琪 

體育    （男）   5A   陳然 

    （女）   5D   葉凱琳 

S.6 

中文       6B   馮芷欣 

英文       6B   林奕嘉 

數學       6B   林俊康 

數學延伸課程一    6A   尹潤雯 

數學延伸課程二    6A   鄺國喬 

物理       6A   郭進彥 

化學       6B   林俊康 

生物       6B   林俊康 

資訊及通訊科技    6A   鄺國喬 

中史       6E   余振騰 

中國文學      6B   馮芷欣 

經濟       6B   羅紫榆 

地理       6B   蘇恩彤 

歷史       6B   林奕嘉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6A   尹潤雯 

通識教育      6B   潘信朗 

視覺藝術      6D   李皓晴 

基督教教育     6B   夏恩榮 

體育  （男）    6C   梁祖誠 

（女）    6B   關樂同 

 

18. 沙田崇真中學生物及化學科獎學金（獎予中六生物及化學科成績優異之學生） 

 

6A   羅晉熙 

6B   林俊康 

6B   羅紫榆 

6B   伍卓楠 

 

19. 沙田崇真中學音樂服務獎學金（獎予在音樂方面服務精神特佳之學生） 

 

3E   梁浩旗 

4B   沈嘉偉 

5C   劉諾文 

  



校 外 奬 學 金 

2017-2018 

 

1.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生獎 

 

6A   尹潤雯 

6B   歐政楠 

 

2. 王新民先生獎學金 

 

6B   羅紫榆 

 

3. 崇真會傑出中學生 

 

5B   李海綾 

 

4. 第十四屆沙田區傑出學生 

 

3E   江穎珈 

 

5. 第十四屆沙田區傑出學生 - 優異學生組 

 

3C   陳倩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