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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貧委員會籌劃，香港社會
  服務聯會協助統籌，自2014年
  起推行

 ・「民、商、專、官」跨界別
     合作

 ・協助增進資源或機會較貧乏的青少年
    向上流動的能力

 ・以5,000元獎學金鼓勵面對逆境仍具奮鬥
  精神、保持正面的價值觀及生活態度的中
  三至中六學生 

 ・每年超過400間中學 (包括特殊學校及職
  業訓練局機構學院) 參加
 
 

5000
1270

2400 4521
450

元獎學金

萬元獎學金

間學校

名學生

名學生

自計劃推行以來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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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臣氏集團一直致力回饋社會，並於2015年

尾推出 Project LOL 愛心計劃，在健康、教育

及關懷社區三大範疇繼續回饋本港社區。自

2016年起，我們透過計劃捐助「明日之星-上

游獎學金」，鼓勵逆境自強的學生，幫助他

們踏出成功第一步。

 

我們很高興得知「上游獎學金」為學生帶來

的不僅是金錢上的幫助，更讓他們感受到社

會的溫情，從而激發他們的奮進心，將來成

為社會棟樑，幫助其他有需要的人。這讓我

們深切體會到以愛傳愛的道理，勉勵我們要

繼續發揮Project LOL 愛心計劃的精神，為香

港人帶來更多關愛 (Lots of Love)、更多歡笑 

(Lots of Laughs)。

 

我們寄望得獎學生們繼續力爭上游，未來可

以回饋社會，將愛心延續，為香港發放正能

量。 首先感謝屈臣氏集團的贊助及學校的推薦，令我有幸能獲得「明日之

星－上游獎學金」。

我由衷的感謝「明日之星－上游獎學金」給我提供了一筆豐厚的學習

資助，不僅讓我感受到了來自社會的關愛，也讓我有了進步的籌碼。

這筆籌碼我將它全部押了在英文科上，以下就是我在暑假利用獎學金

在英文科衝刺的歷程。

捐助機構

屈臣氏集團

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堂啟愛學校

梅世輝
獎學金由屈臣氏集團贊助 

路德會呂明才中學

鄧興發
獎學金由屈臣氏集團贊助



重視創意和知識是中電的核心價值觀之一，因此我們不

但致力培育電能專才，每年更透過多元化的公眾教育工

作和提供獎學金，鼓勵學生奮力學習，不斷求進。 

中電自2014年開始，一直支持「上游獎學金」計劃，

鼓勵逆境自強的學生，透過知識的增長，力爭上游，改

變生命。2017年度獲獎的其中一位學生黃靜儀，善用

中電提供的獎學金，為她研發太陽能靜電除塵器這個改

善環境的創意項目提供資源和推動力，中電深感欣慰。

我們期望中電提供的獎學金，能為更多同學提供養分，

讓他們的夢想和創意萌芽，貢獻社會。

捐助機構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不了解對手，你永遠不知道自己差在哪裡。在去補習社補習英文的時

候，我徹底感受到和其他學校同學在英文科上的鴻溝。作為一個新來

港的學生在寫、聽、說、看上，都是大幅落後，但是也激勵了我在英

文科上的鬥志。補習社教學節奏快，並且教的內容也較本校的深，所

以我每次回家後都花費大量的時間在溫習補習資料上，並且不斷操練

由補習社提供的擬試卷，追求更快、更準的完成試卷。

為了不只為考試而學習英語，我將英語融入進了我日常生活當中。我

每天都會閱讀南華早報。在學習英語的過程中，我也瞭解了更多的社

會時事。閱讀、閱讀，我不單止看報紙，我還朗讀了報紙。在日復一

日的看報紙、讀報紙的過程中，慢慢提升了我在說英語上的自信，之

後我還主動跟本校的「外教」老師聊天，在補習社、報紙上學習到的

生字和溝通技巧令我更有自信地與「外教」老師交談。「外教」老師

也覺得我英文有了極大的進步。

最後，我還要感謝「明日之星—上游獎學金」的主辦機構，不僅給我

經濟上的支援，還提醒我要不斷的進步，勇敢的直視自己的不足之      

處。雖然這筆獎學金我用來學習英文，但是我在學習英文的路上學習

到了更多在英文以外的東西，例如不要輕言放棄，在剛接觸外校的學

生，英文能力上的不足，在比較之下讓我自卑，但是我不信自己不    

行，故以此激勵自己，不斷努力，最後我也有所進步。其次，我在看

英文報紙時，也感受到了社會上的一些不公的現象，讓我知道我已經

算是幸福的，還能得到主辦機構的幫助，我更希望能在未來有能力幫

助一些弱勢群體。銘謝「明日之星—上游獎學金」的主辦機構，讓我

在德與教上都有了進步。

我是德蘭中學黃靜儀同學，為「明日之星－上游獎學金」的得獎學生之一。

感謝中華電力公司給予我的資助，這筆資助無疑是幫助我邁向夢想的一大推

動力。

我的夢想是成為一名環境工程師，希望透過我的專業知識去改善及保護環    

境。從小我已經受鼻敏感的影響，當街上的空氣污染物較多之時，鼻子容易

不適，身體狀況亦因而欠佳。由於香港的空氣污染大多來自於車輛所排放出

的廢氣，因此我經常在思考到底有什麼方法能減少空氣中的污染物。先前在

網上搜尋過相關的資料，發現空氣中的粒狀污染物能透過過濾、重力及電極

吸引等方法去除，所以我希望能研發一個能裝在路邊的太陽能靜電除塵器。

但礙於家境問題，我一直沒有更多的資源讓我著手去實踐夢想，藉著貴公司

給予的資助，我去買了一些空氣污染防治的參考書、編寫程式的參考書，以

及麵包板、電線及太陽能板等。目前我正在自學編寫程式，已成功透過

Arduino系統編寫了一套令多個LED燈有系統地閃爍的程式。雖然看起來只

是很簡單及很基本的一小步，但無疑是推動我成為環境工程師、研發除塵器

的一大步。

最後，再一次感謝  貴公司給予我的支持，給予我擁抱夢想的機會。多謝。

德蘭中學

黃靜儀
獎學金由中華電力有限公司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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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助機構

恒基兆業地產集團
李家誠副主席

我們自2014年起贊助明日之星「上游獎學

金 」 計 劃 ， 至 今 已 向 七 百 多 位 力 爭 上 游 的

基 層 學 生 發 放 獎 學 金 ， 見 到 同 學 們 都 非 常

珍 惜 機 會 ， 加 倍 發 奮 學 習 ， 我 們 作 為 計 劃

的 支 持 者 ， 都 感 到 十 分 欣 慰 ， 並 期 望 每 一

位 同 學 都 能 克 服 重 重 困 難 和 障 礙 ， 實 現 自

己的夢想！

恒基 地 產 在 過 去 數 十 年 間 ， 跟 香 港 一 起 成

長 ， 一 起 發 展 ， 我 們 關 心 社 會 ， 更 致 力 推

動 扶 貧 和 青 年 發 展 ， 長 期 與 員 工 、 社 區 團

體 及 政 府 緊 密 合 作 ， 締 造 關 愛 文 化 ， 為 社

會帶來長遠裨益。

My favourite subject in school is science, especially biology. Therefore, 
being a doctor has always been my dream job. This dream is definitely 
achievable if I keep investing the same amount of effort I pay currently.  
Here, I would like to talk about another dream.

When I was a little boy, I used to learn playing the piano, but it was 
ended due to some financial problems in my family. I love playing the 
piano very much and so this decision has been my greatest regret of all 
time. I always wonder if there would be any chances of me dancing my 
fingers on the piano once more. And by a coincidence, I heard about 
the Upward Mobility Scholarship from one of my teachers. Here, I would 
like to obtain the scholarship, so that I could have a second chance to 
pick up the piano again.

For me, having the skills of playing the piano makes things more 
diverse. As the chairman of the Community Youth Club in school, I 
could organize activities related to music, which we have never done 
before, to the target group that we serve. For the underprivileged kids, 
we could introduce to them different instruments which they never had 
a chance to know about. For the elderly, we could organize a concert 
with songs from the last century. As a playwright in our school’s drama 
team, I could help writing a musical, in which songs and lyrics are all 
created by us. Of course, I am currently capable in neither composing 
nor performing, but I believe, with my effort and enthusiasm, the above 
goals could be achieved before I graduate from school.

聖公會呂明才中學

馮耀祖
獎學金由恒基兆業地產集團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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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利曼中學

夏曉程
獎學金由恒基兆業地產集團贊助

鄧鏡波學校

易駿康
獎學金由恒基兆業地產集團贊助

首先我要十分感激恒基兆業地產集團頒授「明日之星－上游獎學金」，

給予我支持和肯定。

我十分欣賞「上游獎學金」的成立，因為「上游獎學金」背後包含着一

種特別意義，而這種意義不單止是要脫貧和改變生活，更大的意義是要

我們明白屢敗屢戰的精神，即使前路充斥著重重障礙，我們都要懷著無

畏無懼的精神一一突破前進。我認為「上游獎學金」背負的這種意義是

無比的重要，因為這種精神對我們往後的人生都有正面的用途。我們要

知道人生的道路是充滿崎嶇 並非一帆風順，學業只是人生中的一個少少

障礙，將來還會有數之不盡的事業、家庭、經濟等問題，如果失去這種

屢敗屢戰的堅持，我們就只會逃避現實，失去人生意義，陷入無底         

深淵。所以上游獎學金正正提醒著我們要抱著這種不屈不撓的堅持，    

讓我們追求人生目標，活出意義。

「上游獎學金」不單只是一種鼓勵，更是一種提醒，我要再次表達對獲

獎的衷心感謝，希望「上游獎學金」可以繼續鼓勵無數學弟，並將背後

的精神薪火相傳，多謝！

12 13

I believe that setting goals for our future can motivate and lead us onto 
the right path. Living in the millennial era where there are chaos in 
nearly every corner of the world, human rights and equality are being 
neglected, people become more defensive towards themselves, and 
peace therefore diminishes. 

As a world citizen that keeps herself updated with news reports around 
the world, I strongly feel responsible to maintain a balance between all, 
and to strive for world peace, therefore working in the humanitarian 
divi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became my number one life goal. I 
understand that it is an ambitious wish, but I do try my best to turn it 
into a plan. In this society, the ability to cooperate and negotiate are the 
major concerns, and I enrich myself with various experiences to prepare 
for this goal. I have worked with the choir to create music and harmony, 
the Junior Police Call to uphold justice and promote the values of a 
responsible citizen. I am confident that I am walking on the right path to 
achieve this goal, what I need more is persistence and a constant 
reminder to challenge myself.

I understand that I do not come from a family or environment that 
provides me with the best resources to assist me in this goal, but I am 
very thankful for their support as they educate me with the right 
attitudes. Although resources are limited, I will continue to enrich 
myself in understanding humanitarian issues, and take part in 
community service to enhance my mentality to make myself fit for my 
future.



捐款人

梁永祥博士, SBS, JP
人 人 生 來 平 等 ， 但 未 必 每 個 青 年 人 成 長 的

道 路 都 一 樣 平 坦 。 很 高 興 有 機 會 參 與 支 持

「明日之星-上游獎學金」，幫一把這些有

需 要 而 且 有 志 向 上 的 年 輕 學 生 ， 令 他 們 的

奮鬥道路走得平坦一點。

我 希 望 青 年 人 不 要 介 意 今 天 經 歷 艱 辛 ， 你

們 今 日 的 奮 鬥 將 會 是 他 日 成 功 的 基 石 。 須

知 道 ， 鑽 石 是 經 過 長 期 的 鍛 煉 和 琢 磨 才 能

發出光輝。

很 高 興 知 道 兩 位 獎 學 金 得 獎 同 學 都 能 運 用

獎 學 金 幫 助 學 習 ， 只 要 凡 事 盡 力 ， 我 深 信

你 們 將 來 一 定 能 夠 成 功 ， 好 好 回 饋 家 人 的

養育和社會及國家對你們的扶持。

保良局朱敬文中學

李月雅
獎學金由恒基兆業地產集團贊助

首先，我感激恒基兆業地產集團願意對我提供援助，給予我機會，讓我即

使出身在貧窮家庭也能獲得更好的資源去提高我的學業成績。對此，我很

感恩和感謝。

因為有了這筆獎學金，我不必擔心沒有足夠的學費去外出補習，不用外出

兼職，能花更多的時間在學習上。

  

其次，我若能成功考進大學，我就是家中第一個讀大學的人，為父母爭    

光。恒基兆業地產的贊助無疑是對我的鼓勵，令我的後盾更加強大，對文

憑試增添信心，希望能取得老師、父母、自己都滿意的成績。

  

過去的一年，為了減輕家庭負擔，我於快餐店當上兼職售餐員。由於要監

護學業，所以只能一星期抽出一天上班，每次8小時。可是依然影響我的休

息和溫習時間。雖然我下學期成績有進步，但其實這對我造成不少壓力，

有時因而影響心情和效率。現有了獎學金，情況可大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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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助機構

中國銀行(香港)
中 銀 香 港 貫 徹 關 愛 社 會 的 核 心 價 值 觀 ，    

積 極 承 擔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 熱 心 參 與 公 益 慈

善 活 動 。 我 們 特 別 關 注 本 地 青 少 年 教 育 事

業 ， 冀 能 為 培 育 未 來 社 會 棟 樑 貢 獻 一 份 力

量。長期以來，我們通過捐款支持特區政府及本港高等院校各類

獎助學金計劃，贊助本港青少年體育運動項目及比賽，讓香港青

年有機會到內地及東南亞地區學習、交流、實習，為香港青年成

長發展創造更好的環境。

我們希望各位獲獎同學能夠相信自己、相信香港、相信國家，努

力學習，努力奮鬥，將來更好地服務香港、服務國家。讓我們與

青年同行，共創香港更加美好的未來。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

李寶欣
獎學金由梁永祥博士贊助

沙田官立中學

胡肇庭
獎學金由中國銀行(香港)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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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非常高興和榮幸能夠獲頒發「上游獎學金」。這項獎學金不但能夠

幫助我追尋理想，更加是對我這幾年的努力的一種肯定和鼓勵。我相信各

位和我都堅信我們只要有目標和堅毅的精神，就可以打破任何客觀條件的

局限。獲得是項獎學金的資助，雖然並不能保證我日後的成功，但絕對能

激勵我奮發向上，推動我朝著目標邁進，所以我會珍惜和善用這一項獎    

學金。短期內我會首先專注於應付公開考試，為了進入理想的大學，我會

利用部分獎學金購買參考書籍，用功學習，務求獲得最佳成績。然而無論

能否入讀心儀大學，我也會積極面對人生，有志者事竟成，只要努力不

懈，我知道我定必可以獲取成功。中學畢業後，我會有更充裕的時間參與

義工服務，我打算利用部分獎學金作為我參與義教活動的旅費，使貧窮的

小朋友也可以獲得學習的機會。另外，我也可以與我身邊的人分享自己在

義教服務中的見聞和體會，傳揚互助互愛的精神。在此，我再一次感謝   

中國銀行(香港)頒發「上游獎學金」，我不會辜負您們的期望，現在好好

裝備自己，使這項獎學金能發揮最大的用途。



捐助機構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與在港中資企業植根香港，服務香港，以擔當社

會責任為己任，在參與香港經濟發展的同時致力於慈善公益事業，

活動遍及扶貧濟困、環保減碳、文化保育、藝術體育、青年發展等

諸多領域。

自2014年起，香港中國企業協會向扶貧委員會「明日之星－上游

獎 學 金 」 計 劃 捐 款 共 2 7 8 萬 港 元 ， 資 助 積 極 面 對 逆 境 的 青 少 年 ，   

為他們實現人生出彩搭建舞臺，鼓勵他們成就夢想，展現價值。

伯特利中學

洪浩馳
獎學金由香港中國企業協會贊助

慈恩學校

梁嘉蕙
獎學金由香港中國企業協會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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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馬來西亞華僑，在馬來西亞長大及讀書。中三那年，媽媽因病回了天

家，我便跟隨爸爸移民到香港住在元朗流浮山的小村屋內。在教育局的    

安排下入讀了伯特利中學升讀中四，當時我很努力學習、讀書和結交新朋

友。有一天，任教數學科及負責少年警訊的王老師出現了，他對我很好，

他知道我的情況後，便開始照顧我。王老師說加入少年警訊吧！我便加入

了少年警訊並展開了人生的新一頁。他的言教身教，令我十分感動。

在兩年的成長中，我從少年警訊的各項活動中培養出我的辦事能力、責任

心和關心社會。在短短的時間內我代表學校及元朗區少年警訊參加了幾項

大型的比賽。我希望可以成功升上大學，並追求自己的夢想，所以經常參

與不同的學習經歷。我希望能見識更多的世面，放眼世界。我希望透過我

努力讀書，考上大學。立志在大學畢業後成為一名盡忠責守和有愛心的警

務人員，服務社會，改善市民對警方的印象。

現時爸爸的工作日夜顛倒。我們家境雖然不充裕，但我知道知識可以改善

命運，所以我每天也努力學習，中文科是我最大的障礙，幸好王老師不時

也會和我補習中文和數學。我期望透過努力讀書，在中學文憑試中考得良

好的成績，透過大學的學歷及在少年警訊活動所學的經驗，日後能順利加

入警隊，實現我的夢想，為香港市民服務，成為傑出的人士，社會的棟   

樑，以報答老師的知遇之恩。



萬世師表孔子乃古今中外尊崇的教育家，其「有教無類，因材施

教 」 的 教 育 理 想 對 後 世 影 響 深 遠 。 孔 教 學 院 為 香 港 六 大 宗 教 之    

一 ， 於 1 9 3 0 年 在 港 創 立 ， 秉 承 孔 子 先 師 教 誨 ， 除 了 弘 揚 儒 家 思     

想，慈善公益，而興學育才正是本院重要理念之一。

學生是明日社會的接班人，教育乃社稷大事，本院認為「明日之

星-上游獎學金」能幫助貧困而又上進的莘莘學子，殊具意義！過

去幾年來，本院發動孔教同仁集腋成裘，每年捐助獎學金逾三十

個以上，冀望能對同學們雪中送炭，打打氣，同時勉勵同學善用

獎金，努力學習，他日學有所成，貢獻社會！

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

李慶禧
獎學金由孔教學院贊助

德貞女子中學

李曉慧
獎學金由信和集團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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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長在一個並不富裕的家庭，我們一家都是依賴着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過

活的，僅僅糊口而已。而我們依賴綜援過活並不是偎慵墮懶的緣故，雙親

皆是長期病患者，父親更已踏入了古稀之年，無力再為事業拼搏。而我便

成為了改變家庭環境唯一的希望，身為一名獨生子女，須承擔家庭的責任

更大也更迫切。我希望能靠自己的力量改變家庭環境，在今年的文憑試中

，我會發憤圖強，拿到理想的分數。我希望能憑藉自己的成績，入讀大學

裡有關醫護的專業，成為一位醫護人員，家人受病痛折磨的種種仍歷歷在

目，我希望幫助到與我雙親一樣活在痛苦中的人，為社會略盡綿力。若我

成功申請貴會的獎學金，我會先請父母吃一餐飯略償養育之恩，再購買一

些參考書，好好裝備自己。

升讀小學二年級時，家父患病離世，自此，媽媽要獨力承擔家庭經濟開    

支、照顧我和妹妹、處理家中大小事。

由於媽媽工時長，所以我自小已學懂煮飯、做家務和照顧妹妹。生活緊   

迫，但只要一家人努力，日子再艱難都能熬過。

我在初小階段學習基礎不好，媽媽希望我在小四留級，用一年時間鞏固根

基。當時我不太願意，但想起父親曾教我：「有夢想就要自己追求，不要

因小小挫折放棄。」我最後決心重新塑造自己，好讓我有足夠的學識向夢

想邁進，將來成為一位老師。

由當年重讀小四至今，我不時想報讀補習班，但家中只有媽媽工作，生活

捉襟見肘，我只能靠自己留心上課、抽空溫習、鑽研讀書方法、把握機會

發問，相信堅持下去，終有實現夢想的一天。

捐助機構

孔教學院
湯恩佳院長, SBS, DBA, MBE

前路總有障礙與挑戰，相信自己，

            憑着信念與堅毅，向着目標邁進。

捐助機構

信和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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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日集團一向以來都十分關心青年人成長。早在九十年代初就曾

在 香 港 某 些 童 院 設 立 過 進 步 獎 勵 制 度 ， 激 勵 有 問 題 學 生 走 向 正    

軌。後來在國內一些地區學校直至現在設立了恆常的獎勵機制，

鼓 勵 學 生 堅 持 “ 一 心 三 肯 ”（ 有 責 任 心 ， 肯 吃 虧 、 肯 吃 苦 、 肯 學   

習）和實行“三好三善行”（存好心、說好話、做好事，在家、在

校、在社區善行），效果十分顯著。

我們寄語明日之星，踏踏實實地用“一心三肯”作座右銘，將來

一定可以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的“香港之星”。

捐助機構

旭日慈善基金、旭日集團
楊釗博士

知識改變命運，而正向思維令學生不斷求進，規劃未來。本集團

很感恩可以透過這個「上游獎學金」幫助有需要的學生，鼓勵他

們積極奮鬥，在面對困難時不退縮，提升年輕一代的抗逆能力，

給予他們不斷向上游的機會。

透過資助，發揮跨界別夥伴合作，為社會注入正能量，培育及鼓

勵充滿熱忱及勇於挑戰的青年人排除難關，為自己未來努力。我

們小小支持及鼓勵，可能成就他們的將來，意義深遠。

捐助機構

叙福樓集團及株式会社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黃傑龍先生, JP

利興環境服務有限公司視員工為重要資產，對培育下一代亦不遺

餘 力 。 我 們 希 望 藉 著「明 日 之 星 - 上 游 獎 學 金」鼓 勵 學 生 力 爭 上   

游，為扶助青少年出一分力。在此借用本公司董事總經理甄韋喬

博士的座右銘鼓勵各位同學：「要相信自己，理想必達成」。

捐助機構

利興環境服務有限公司

香 港 中 華 出 入 口 商 會 作 為 香 港 主 要 商 會 之 一 ， 對 社 會 公 益 不 遺    

餘力，本會成立的中出慈善基金旨在扶貧助學，與扶貧委員會的

「明日之星」計劃不謀而合。本基金希望為基層青少年略盡一點

綿 力 ， 參 與 「 上 游 獎 學 金 」 鼓 勵 學 生 在 面 對 逆 風 仍 抱 著 堅 毅 不    

屈、永不放棄的精神。

不從泥濘不堪的小道上邁步，就踏不上鋪滿鮮花的大路。每人一

定有經歷逆境的時候，能夠具備正確的態度，就能改變自己的高

度。

捐助機構

中出慈善基金
莊成鑫主席, BBS

香港中華總商會是本港歷史最悠久及最具規模商會之一，一直在

致力促進工商業發展的同時亦積極推動企業關懷社會。於2009年

更特別成立中總愛心行動，策劃不同公益活動，並支持特區政府

及社福機構工作，藉此傳遞工商界的愛心，構建和諧共融社會。

扶貧委員會自2013年啟動「明日之星」計劃以來，中總便積極支

持參與，大力捐助「上游獎學金」，為更多基層學生提供更佳學

習條件。希望受助同學珍惜機會，努力學業，力爭上游，為開創

更美好的未來作好準備。

捐助機構

香港中華總商會
蔡冠深會長, GBS, B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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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獎學金
主要捐款人 
(捐助30個或以上獎學金名額, 以筆劃排序) 

中出慈善基金

中國銀行(香港)

孔教學院

旭日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屈臣氏集團

信和集團

Build King Construction Limited

Edrington Hong Kong Limited

HKIE - Materials Division

Hongkong Land Limited

Shelsham Trading Co., Ltd.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Foundation Ltd.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孔教學院 ─ 何德心先生

孔教學院 ─ 吳榮治先生

孔教學院 ─ 呂天增先生

孔教學院 ─ 李文俊博士

孔教學院 ─ 協成發有限公司

孔教學院 ─ 城巿汽車集團
                    唐躍峰先生

孔教學院 ─ 剛和石油

孔教學院 ─ 黎時煖先生

方樹福堂基金

日昇基金

永富容器(香港)有限公司

甘志成會計師事務所

光榮電業有限公司

成謙集團

旭日集團

朱浴龍先生(寶星集團(香港)
有限公司)

伯恩光學有限公司

利基(單氏)工程有限公司

利基土木工程有限公司

利興環境服務有限公司

吳偉毅先生

宏宗建築有限公司

宏豐(全球)企業有限公司

李茂銘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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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國棟醫生

亞洲聯合基建控股有限公司

亞聯工程公司

協興工程有限公司

協興建業有限公司

協興建築有限公司

周大福慈善基金

周正峰先生

和富社會企業會長李宗德博士

東江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俊和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科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工業總會

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香港中華總商會青年委員會

香港地產建設商會

香港建造商會有限公司

香港晶體有限公司

香港會計師公會

香港潮州商會

香港機場管理局

香港總商會

區倩芬女士
(獎學金以簡妙玲女士命名)

區詠霞女士
(獎學金以簡妙玲女士命名)

梁世民醫生太平紳士

梁永祥博士, SBS, JP

清水灣鄉村俱樂部

許宗盛先生, SBS, MH, JP

創科實業有限公司

惠保(香港)有限公司

惠保建築有限公司

華人置業集團

華彩集團有限公司

華營建築有限公司

陽明實業有限公司

雅比斯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順源建築有限公司

黃光漢獎學教育基金
有限公司

楊燕芝女士

瑞安承建有限公司

瑞安建築有限公司

萬希泉鐘錶有限公司

萬雅珠寶有限公司

嘉柏建築師事務所
有限公司

福利建築有限公司

福萬集團有限公司

精美汽車工業有限公司

億和精密工業控股
有限公司

德材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德國寶(香港)有限公司

蔡冠深教育基金

衛珮璇女士

鄧燾先生

髮再生(o/b創生興業
有限公司)

黎時煖先生

澳門皇都酒店

霍英東基金會

鍾思源醫生

鴻利達模具有限公司

蘇彥威會計師行

捐款人包括 (以筆劃排序)

叙福樓集團及株式会社有限公司

恒基兆業地產集團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

香港中華總商會

香港青年工業家協會 

趙振邦博士, DBA(Hon),  MBE, JP



中華基金中學
吳嘉敏  何穎童  黃洁霖

中華基督教會公理高中書院
張明霞  邱辰曜  余嘉靖

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學
陳瀟  馬惠言  李雅兒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何日華  林詠雪  林煒晴

中華廚藝學院
何子鏗  陳偉釗  許崇晶

天主教喇沙會張振興伉儷書院
吳世筆  容敏光

心光恩望學校
凌焯珩  梁淑玲

心光學校
黃椿淇  原詠詩  林嘉文

文理書院(香港)
尹貝龍  黎雯玲  邱曉晴

北角協同中學
邱嘉希  甄曉澄  許安娜

伊斯蘭脫維善紀念中學
Um-E-Aimen  穆英哲

Rustam Ashyia

匡智獅子會晨崗學校
陳駿烽  陳學禮  黃盛軒

何東中學
徐穎妍  張穎瑩  易玉梅

余振強紀念第二中學
袁耀坤  鍾政  鄭芷欣

佛教黃鳳翎中學 
夏國傑  陳慧滢  洪佳琳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何卓瑜  徐碧榆

Jacqueline Leus Guico

明愛胡振中中學
何昰邦  謝雅雯  余子宏

明愛柴灣馬登基金中學
周東升  許麗欣  馮會玲

明愛莊月明中學
潘嘉浩  黃雅文  謝秋鵬

明愛樂義學校
袁煒彰  黃詠詩  陳穎僖

東華三院李潤田紀念中學
劉愷霖  宋恪言  李瀚文

東華三院徐展堂學校
Ijaz Mohammad Ikram

劉嘉欣  黃展鴻

保良局余李慕芬紀念學校
楊汶蔚  李嘉慧

炮台山循道衛理中學
何偉彰  李立德  劉嘉豪

皇仁書院
袁沛豪  吳浩渝  方均正

英皇書院
蘇浩賢  陳澤權

英華女學校
李沅錡  郭永茵  陳嘉楠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袁瑞琪  祁嘉雯  庄焱森

香港仔工業學校
吳悅誠  張梓倫  郭銘熙

香港仔浸信會呂明才書院
黎家輝  徐駿軒  梁麗明

香港西區扶輪社匡智晨輝學校
陸嘉浚  徐凱欣  蔡贊浩

香港紅十字會甘迺迪中心
陳詩晴  林嘉恩  曾偉濠

香港真光中學
梁曉茵

香港真光書院
余安生  潘靖雯  陳依晴

香港航海學校
黃俊峰  郭滿權  馮健城

香港華仁書院
陳嘉綸  梁宏憲  李俊軒

香港鄧鏡波書院
黃耀康  伍燦楓  王文希

酒店及旅遊學院
林惠盈  郭翠儀  鄭蓉

培英中學
張柏斌  徐子瑩  劉嘉麗

培僑中學
劉嫦怡  何心玉  柯子傑

港島民生書院
黃綺晴  朱曉瑩  梁綺靜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李嘉倩  張炬文  李浩賢

筲箕灣官立中學
姜兆伶  黎穎瑜  范彩銀

筲箕灣東官立中學
林樂怡  蕭琛媛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許芷君

聖士提反堂中學
林秋馨  黃頌晞

聖公會呂明才中學
馮耀祖  黃星  吳朗言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
鄭華麒  盧月琪  譚嘉鳳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舒妍卉  阮艷明

聖保祿中學
張書慧  羅心怡  董潔文

聖保羅男女中學
彭梓菁  甘浚祺  金穎雅

聖若瑟書院
吳泰愷  Mohammad-Sufian

聖馬可中學
孫嘉晞  簡文雅  文如心

聖嘉勒女書院
林麗君  粘曉真

嘉諾撒書院
尤巧娟  黎芷渝

嘉諾撒培德書院
黃玉婷  游悅華  周雅琦

嘉諾撒聖心書院
鄭海桐  朱樂彤  曾曉蔚

嘉諾撒聖方濟各書院
盧曼喬  郭桐  林凱慧

瑪利曼中學
Manansala Andrea Erin Ganaban  

夏曉程  謝菲

瑪利灣學校
周仟怡  吳敏芯  李玟瑤

福建中學(小西灣)
施子杰  徐龍輝  呂鈺嬋

閩僑中學
戴展培  汪雨璇  郭雅

樂善堂梁銶琚書院
李煜銘  曹小蕾  陳心瞳

衛理中學
劉晧光  李淑紅  盧佩茵

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
潘綺珊  王靖霈  馮詩韻

嶺南中學
譚灝盈  范宇銘  阮曜曦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陳莎貝  江穎茵  吳潔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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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血女子中學
鄭安淇  陳天祺  何曉旻

蘇浙公學
李霜  梁志豪  郭嘉橋

顯理中學
曹楚彤  李妙珍  謝毅堅

九龍
九龍三育中學
邢益桂  黃麒銘  黎灝

九龍工業學校
胡昱歡  鄧卓銘  吳一念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Shaffi Raffi Mohammed

李婉莹 梁敏聰

中華基督教會扶輪中學
劉家靖  湯美玲  樊家坤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
卓學帆  劉紅櫻  禤楚琪

中華基督教會基協中學
梁潤澤  劉博偉  朱楚婷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曾子芹  鄭嘉兒  湯雅彥

中華基督教會基順學校
施美琪  湯芷晴  廖詠琦

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堂啟愛學校
梁超凡  羅司明  Musaif Ashraf

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
陳沁蕾  羅嘉怡  歐俊賢

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院
張煜豪  鄭家駿  周鴻祥

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
何俊達  陳孝狄  楊梓灝

中聖書院
陳沁鈺  莫轉明  甄淑萍

五旬節中學
李浩天  黃婕妤  鄭子賢

五邑司徒浩中學
蔡慧婷  張澤銘  唐煒棋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
鄭嘉怡  劉俊賢  趙曼清

天主教伍華中學
陳國威  楊溢笙

天主教南華中學
鄭素綠  謝榮澤  張晓珊

天主教普照中學
張婧  何倩賢  吳家帆

天主教新民書院
余程昊  庄雅汶  熊子揚

天保民學校
蘇詠詩  鄧惠芬  潘俊鋒

文理書院(九龍)
葉美欣  許華亮  曾敬軒

世界龍岡學校劉皇發中學
葉鳳天  謝明希  何鈞霖

可立中學(嗇色園主辦)
麥浩然  黃潞頤  梁澤民

民生書院
陳卓嵐  姜希彥

伊利沙伯中學
嚴婉茵  何嘉宝  溫嘉慧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月華)
周國權  林嘉欣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吉利徑)
張曼萍  Anum Zoya  黃莹莹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百老匯)
Alodia Kristina Rejano Pelaez 

Gonzales Jaezel Audrei Aguibitin

 Austria Val Paul Gabriel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利瑪竇)
張冰  歐慧  陳秋靈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協和)
楊式勇  林夏子

Tigue Freddie Jr Talar

何文田官立中學
黎孝健  朱彩霞  陳智源

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
李心怡  張家竣  鄺凱彥

余振強紀念中學
鄧智衍  梁至鏦  黃銘瑛

佛教大雄中學
周雅詩  梁詩林  郭芷瑶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鄺泓喆  梁家瑋  余棣忠

佛教何南金中學
黃藝琳  蘇澤棟  呂靖琳

佛教志蓮中學
何曉彤  王德利  黃雅欣

李求恩紀念中學
孔德傑  曾懿茵  張力行

協恩中學
李曉晴  容曦妍  黎主兒

官立嘉道理爵士中學(西九龍)
曾瑤姫  Arvinder Singh Dhaliwal  

蘇德穎 

明愛培立學校
李玉媛  高凱兒  郭家欣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
鄺俊軒  林穎燕  劉焯光

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
陳心如  邢凱欣  黃智勤

東華三院群芳啟智學校
陳泳怡  梁桂清  蘇子聰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梁嘉麟  譚詠豪

青年學院(九龍灣)
黃建禧  江苑亭  王熙喬

保良局何蔭棠中學
唐蔚良  張卓苓

保良局唐乃勤初中書院
翁武鍵  林潔穎  陸嘉怡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王鉦汶  梁浩銘  甄巧盈

保良局莊啟程預科書院
陳芷喬  黃淑敏

保良局陳麗玲(百周年)學校
楊建伶  韓興定

保良局顏寶鈴書院
吳庚嚀  朱芍霖  黎潔凝

英華書院
馮振軒  李祟德  陳柏霖

迦密中學
曾治  崔芷欣  方展鋒

香島中學
陳海珊  張慧琳  蘇驚瀾

香港心理衞生會－臻和學校
馬穎智  鍾翠芹  葉漢堃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
紀念中學
黃家輝  鄧傑文  鄭天豪

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
李慶禧  關曉華  陳佳唯

香港兆基創意書院
李頌昇  陳可兒  鄧素貞

香港紅十字會雅麗珊郡主學校
莊榮發  趙淑芬  劉仁傑

香港紅十字會瑪嘉烈戴麟趾學校
譚曉霞  林詩琪  盧泳嵐

香港神託會培敦中學
盧美欣  黎偉良  江歷彬

香港培正中學
何正宜  黃嘉濼  陳星呈

香港培道中學
張東琳  梁紫晴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陳澤  許文龍  方仲希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湯苑楠  姚卓同  何泳鈴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
唐詩婷  李寶欣  王佳倩

真鐸學校
吳華強  蔡文君

高雷中學
朱芷茵  黃樂宜  張紫晴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梁奐嫻  李倩盈  伍麗芬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學校
粘宏境  林婉珊  邱東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麥煒婷  邵佩雯  林卓穎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中學
朱沛謙  潘詩億  陳曉琳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
吳啟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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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世軍卜維廉中學
李承宗  邱秀雲  黎沛言

梁式芝書院
鄭美鳳

陳樹渠紀念中學
莫筱喬  黃露  張俊賢

勞工子弟中學
陳楚君   朱騰烽  黃詠妍

喇沙書院
莊永享  莫君霖  葉景輝

循道中學
黃佩恩  何可柯  張嘉羲

惠僑英文中學
Arminder Singh  梁耀燦 

劉芸瑋

港九潮州公會中學
黃国铨  謝珀浩  蔡韻然

華英中學
黃迪燊  張萍  關銘軒

順利天主教中學
陳曆輝  張羽在  葉伶栢

慈恩學校
梁嘉蕙  吳閩莞  林孫月

新亞中學
符小雲  羅倩昕  姚智志

滙基書院
吳嘉慧  梁又升  李雯芳

滙基書院(東九龍)
蔡芷婷  成蔚藍

聖公會基孝中學
歐詠欣  謝樂如

聖公會梁季彜中學
吳佩玲  洪靖浩  吳紫茵

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
葉梓蔚  钟丽莹  文丞武

聖公會聖匠中學
陳冬兒  白洁瑜  冼麗明

聖公會聖馬利亞堂莫慶堯中學
馮琰琪  關澤安  曹志強

聖公會蔡功譜中學
譚兆銘  蒙藝東  許佳欣

聖文德書院
張為森  林偉俊  彭逸年

聖母玫瑰書院
謝曉珊  黄子晴  王寶榆

聖母書院
謝善雯  黃維嘉  林嘉暉

聖母院書院
謝佩珊  陳家欣  陳夢盈

聖安當女書院
張嘉寧  黃藝明

聖芳濟書院
周鵬超  李澤謙

聖若瑟英文中學
何卓明  江升榮  謝以軒

聖傑靈女子中學
周詠愉  吳美琪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中學部)
成掁天  Rai Binta  梁巧儀

路德會協同中學
郭曉盈  蔡凱怡  胡洛晴

路德會救主學校
伍麗娥  劉翠儀  梁殷慈

嘉諾撒聖家書院
傅美言  陳慧珊  邱芍茵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文雅麗  盧穎芯

寧波公學
曾蕾  鄺彥婷  陳芷韻

寧波第二中學
黎詩琪  林港耀  陳琦

瑪利諾中學
黃嘉宇  陳曉君  朱念慈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金煒晴  黃隽妍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何詩琦  梁慧敏  邱海晴

福建中學(觀塘)
唐恩琪  梁子瑩  楊媛媛

廠商會中學
馬曉瑩  鄭子安  謝嘉惠

德貞女子中學
盛諾妍  李曉慧  劉愷明

德望學校
陳佩琦  丘詩敏  張靜庭

德雅中學
蘇泳堯  張珊  梁滋欣

德愛中學
麥潤兒  簡海揚  關嘉寶

德蘭中學
黃靜儀  岑曉瞳  施芷欣

慕光英文書院
陳翠莹  李娜  楊佩汶

樂善堂王仲銘中學
林芷薇  姚曉藍  曾燦榮

潔心林炳炎中學
李雨桐  林鈺珊  陳銘茵

鄧鏡波學校
易駿康  張遠濤  李銘軒

龍翔官立中學
郭栽燁  張馨文  羅婉君

禮賢會恩慈學校
譚晓雯  成幸汶  Gurung Alvin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蘇渝晴  方立塬  劉潔楓

藍田聖保祿中學
蒲冬燕  唐寶瑩  何瑋芯

麗澤中學
顏秋文  許詩琪  潘梅花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雷安兒  梁淑娟  鄧曉華

觀塘功樂官立中學
林卓麟  陳杰浩  吳兆康

觀塘官立中學
鄭穎雯  梁燕薇  施芷欣

觀塘瑪利諾書院
李學智  杜焯賢  黃智立

新界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中學
黃雅  馮嘉麗  陳雍延

三水同鄉會劉本章學校
吳偉濱  梁日銘  雷千宜

上水官立中學
駱浩運  袁嘉敏  謝匡貽

大埔三育中學
林情怡  莊雄威  魏騰灝

才俊學校
楊永樂  劉思思  林子勤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李心怡  黃愷甯  黃英樺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余健鋒  馮意儀  張芷晴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書院
陳凱璇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李素如  許皓雲  梁姬絲

中華基督教會基朗中學
劉知略

中華基督教會基新中學
黃敏琦  朱珮雯  葉梓恩

中華基督教會馮梁結紀念中學
鄒璟玥  吳春燕  李德頓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叶志濱  李寶怡  陳嘉鑫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王銘鴻  陳國友  柯易明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許家寶

中華傳道會李賢堯紀念中學
蘇栩俊  黃凱茵  余汝德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徐浩文  鄭文鳳  馬銘康

五育中學
鍾晓彤  羅嫦嫦  陳建新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李嘉燕  陳翠珊  李泓俊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黃政豐  李添朗  黃佳妮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陳蓉蓉  馬卓盈  張子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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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楊麗珊  林思荣  梁靖桐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鄧力基  羅珍妮  鄭家裕

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
陳映善  梁毅志  郭志城

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
王瑜鏡  麥梓  盧美怡

元朗公立中學
劉碧玉  黃嘉鳴  謝芷淇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兆棠中學
李冠樺  葉芃辰  陳樂宜

元朗天主教中學
陳藝萍  黃政平  許皓嵐

元朗商會中學
楊浩賢  黎皓霖  陳思敏

天水圍官立中學
鄭錦峰  高汶茵  葉彩婷

天水圍香島中學
李杏兒 黃皇鳳 曾子揚

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
袁大龍  陳朗晴  江詠妍

天主教母佑會蕭明中學
吳祉嬈  張嘉儀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劉慧儀  唐星浩  余萃珩

天主教郭得勝中學
陳雅媛  余芷晴  鄧正彥

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
姚文廣  徐彪  白里

 

天主教鳴遠中學
程碧雄  潘祺霖  曾裕恆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陳家縴  林健豪  姚淑怡

屯門天主教中學
吳紫薇  湯鳳茵  李浩文

屯門官立中學
陳瑞歡  蔡康儀  陳敏怡

王肇枝中學
林雅蔚  葉芷青  劉澤淳

加拿大神召會嘉智中學
袁永華  王靖雯  李業華

可風中學(嗇色園主辦)
柳澤殊  袁鑫  霍栲鎣

可道中學(嗇色園主辦)
羅紫薇

田家炳中學
劉冰如  鄭煒穅  張湘渝

石籬天主教中學
鄭家俊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
羅淨恩  陳鎂婷  黎芯鈿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
羅家嵐  黃君怡  蘇保世

匡智元朗晨樂學校
葉瑋桐  許煥彰  張峯樺

匡智元朗晨曦學校
楊耀財  葉志聰  羅容峻

匡智屯門晨崗學校
黃明龍   黎銘健  林祉琳

匡智屯門晨輝學校
曾嘉威  姚燕芬  李世昌

匡智屯門晨曦學校
張永健  趙啟明

匡智松嶺第二校
文浩鑫  黃欣平  蔡曉昕

匡智松嶺第三校
翁浩  何泳諃  吳其軒

匡智松嶺學校
汪徵霆

匡智張玉瓊晨輝學校
梁晉辰  芮凱婷  周卓熙

匡智翠林晨崗學校
嚴翰源  陳彥霖  葉駿豪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中學部)
黎倩朣  蔡浩茵  林舒敏

伯特利中學
李摰毅  洪浩馳  梁皓浚

伯裘書院
郭嘉諾  袁海淋

佛教大光慈航中學
陳芝仙  梁俐敏  鄧善文

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
黃穎妍  何秋兒  蔡蔓漫

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
蘇敬謙  李康杰  李焠琳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
范弘朗  陳煥琳  岑司同

佛教黃允畋中學
陸海天  霍綺鳳  余家諾

佛教覺光法師中學
陳潔清  黃琳婷  姜海嵐

妙法寺劉金龍中學
葉麗儀  黃雅枝  張恩

沙田公立學校
梁文卓  周嘉寶  柯恩睿

沙田官立中學
胡肇庭   董澤均  鄧荣軒

沙田培英中學
李樂儀  黃梓琪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
吳菲  梁慕旻  麥碧桐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溫嘉生  尚浩然  陳靜霞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夏珍妮  簡倩蓓  沙文詩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譚翠兒  林竟成  梁沛權

明愛馬鞍山中學
郭澤鋒  文塱堯  戴泳姿

明愛聖若瑟中學
陳淑儀  朱孫佳  李紫倩

明愛樂進學校
黃志勇  童璟昌  袁曉欣

明愛樂群學校  
蕭凱婷  萬卓婷  陳婉儀

東莞工商總會劉百樂中學
劉雪敏  李翠儀  孔頌賢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杜家諭  陳靜心  陳佩霞

東華三院吳祥川紀念中學
劉寶寶  黃晴玲  梁偉彤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林杏燕  呂銘祺  葉沛鈺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黃淑萍  曾泳希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
高芷晴  陳雯鈺  陳志威

東華三院邱金元中學
吳家裕  關靄琳  劉瑋殷

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
陳玉山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黃鎮強  蔡寶維  何淑怡

東華三院陳兆民中學
鄭馨明  林琼  趙均堯

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陳凱儀  黃翰傑  馮智勇

東華三院黃鳳翎中學
蔡嘉威  鄭玉雪  黎銀冰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黃傑華   周雪嵐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
郭嬡宜  黃雪婷   梁樂翎

青年會書院
樊倚禎  伍佰安  蔡港中

青年學院(天水圍)
黃豔婷  賴煦齡  許悅庭

青年學院(屯門)
歐冬瑤  石心如  黃偉訊

青年學院(邱子文)
Gabriel Lam Erica  劉敏儀

黃慶樂

青年學院(將軍澳)
鄭沛霆  楊梓程  陳國棟

青年學院(葵芳)
賴俊謙  郭美玲  黃安廸

青年學院(葵涌)
崔佩欣  黎俊良  陳振祥

青松侯寶垣中學
鄺芷晴  吳瑋雯  何學勤

保良局甲子何玉清中學
曾淑嬅  劉雄杰  梁鈺婷

保良局朱敬文中學
曾潼  李月雅  尹梓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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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伍詩雅  趙永丞  李慧妍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陳慧  施海權  鄭雅怡

保良局姚連生中學
李鮮  吳茂龍  呂禹祥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黃其樂  范嘉鳴  孫嘉蔚

保良局陳百強伉儷青衣學校
李宏威  朱敏盈  鄭雲安

保良局羅氏信託學校
黃清茹

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
陳盈紫  陳栢聰  蔡子瑩

保良局羅傑承(一九八三)中學
吳棋源  許孟萍  蕭浚偉

保祿六世書院
鍾寶儀  梁嘉欣  袁潁潼

南屯門官立中學
余博妍  賴楚雯  楊嘉怡

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
馮泳珊  蕭子傲  李梓淇

威靈頓教育機構張沛松紀念中學
胡梓濼  鄭嘉雯  楊耀宗

宣道中學
陳昫菱  許海嘉  周霈霈

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李家濠  李宜芯  吳沛殷

皇仁舊生會中學
蔡家迎  楊志演

迦密主恩中學
陳倩亭  羅耀男  李逸坤

迦密柏雨中學
蕭麗瑩  吳倩莉  歐諾頤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霍婉婷  李凱昕  翁鈺清

迦密愛禮信中學
梁海倫  吳詠嵐  鄭芷晴

迦密聖道中學
劉啟南  林匯  曾森源

風采中學(教育評議會主辦)
陳葉彤  李卓妮  張庭婷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
陳漢恆  梁栢棋  林伯蒙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馬錦燦
紀念英文中學
鍾志宏  黃楨洋  陳浩培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梁植偉中學
莫希德  楊朗程  鄧咏心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普光學校
張昇群  李琼暉  張安怡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
陳瑞芝紀念中學
黃巧菲  阮小美  劉安琪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
張煊昌中學
楊雪怡  王堯欣  馮梓榮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
陳震夏中學
石智誥  朱穎儀  黃文曦

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
紀念中學
胡嘉琳  紀雪靖  林紫潔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陳南昌
紀念中學
魏月明  曾華安  何倩怡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陳南昌
紀念學校
程詩穎  夏里  黃靜怡

香港紅卍字會大埔卍慈中學
鍾劍滔  朱淳良  周穎榆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
王錦輝中小學
樂穎嫦  陳顗程  黃瀚霆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培愛學校
闕俊樂  張櫻桃  梁頌謙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李惠利
分校之卓越培訓發展中心
(珠寶業)
蘇芷晴  馮筠懿   蘇映霖

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
黎倩倩  張永生  巢賢杰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陳媛玟  黃穎童  洪倩怡

香港聖瑪加利女書院
古娜特  Mahmud Sumayea

Adeela Nasir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
第一中學
王曉嵐  陳曉男  吳曉珊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
第三中學
簡家立  陳震邦  伊費振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李錦彥  湯可淇  梁鳳儀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李麗瑩  陳嘉欣  香梓傑

香港耀能協會高福耀紀念學校
李永康

香港耀能協會賽馬會田綺玲學校
林玄楓

香港耀能協會羅怡基紀念學校
麥秀雯  韋雪兒  陳珮茜

恩主教書院
何欣樺  梁貝嘉  鄧澤生

恩平工商會李琳明中學
吳程茵  譚詩慧

Loksham Mujoklung

海事訓練學院
葉業權  葉昆讓  吳偉榮

浸信會永隆中學
黎浩權  馮彥竣  鄧麗莎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古潔茵  羅彥  余星蔚

神召會康樂中學
郭浚鏗  張嘉恩  勵沚晴

粉嶺官立中學
鄭考儀  李健杰  曾新龍

粉嶺救恩書院
蘇嘉誠  石慧  葉浩民

粉嶺禮賢會中學
陸浠雅  蘇巧君  陳子軒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譚沛瑤  何雪嵐

荃灣官立中學
方穎暉  張曉晴  黃溢翹

荃灣聖芳濟中學
洪家文

荔景天主教中學
戴玥  嚴爽

馬鞍山崇真中學
陳子盈  蕭穎琳  熊潔怡

馬鞍山聖若瑟中學
盧佩欣  謝雅輝  曾志華

基督書院
羅明欣  陳毓昕  莊詠彤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謝芷怡  張芯鳳  黃潔茹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元朗信義中學
曾善美  張綺敏  林慧珊

將軍澳官立中學
黃文俊  孟瑞  鄭宇

將軍澳培智學校
賴國威  鄧棨中  陳子譽

崇真書院
劉嘉瑜  巫以諾

救世軍石湖學校
陳健偉  梁書銘  黃麒健

救恩書院
鄧浩霖  林浩謙  張民駿

梁文燕紀念中學(沙田)
梁曉嵐  馬潔嫻  劉鴻潤

深培中學
盧嘉晋  顏樂欣  林曉棋

博愛醫院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
廖卓琳  黃智君  潘浩軍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翟詠詩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何詠賢  劉望音  林子晴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
梁省德中學
吳雨薇  鍾政   蕭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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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李惠利中學
李旭森  藍興樂  文詩韵

曾璧山中學
李翰翀  蔡文禧  禢偉聰

棉紡會中學
黃秋雅  許佩怡  歐陽子澄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書院
林浩湣

港澳信義會慕德中學
吳卓杰  郭倩彤  黃彩怡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呂蘭茵  麥倩若  佘雍雅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王崧百  林進傑  林麗淇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鍾嘉曼  林梓俊  周志揚

順德聯誼總會譚伯羽中學
蔡詩晴  吳子燊  張靖渟

匯知中學
孫思濤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李相成  吳倩茹  練俊豪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
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呂嘉灝  鍾婉珊  曾梓桐

新生命教育協會平安福音中學
陳婉兒  陳鳳霞  梁雅媛

新界西貢坑口區鄭植之中學
王建文  鄧麗珊

新界喇沙中學
文俐婷  黎柔柔  劉岸軒

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學
黃秀欣  郭芷宏  鄒曉丹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魏安淇  林澤風  余詩慧

新會商會中學
秦子豪  陳珊珊  鄺嘉欣

獅子會中學
梁穎珊  謝泳琪  張銀芸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趙麗薇  洪專傑  李穎芝

聖公會李炳中學
高辰霖  鄭偉欽  黃金榮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陳伊鈴  曹潔儀  吳卓耀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張富泉  黃志賢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黃海霖  黃桂卿  林波穎

聖公會陳融中學
鄭根海  張焯綸  羅卓成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梁希彤  簡皓鴻  黃詠

聖公會聖西門呂明才中學
徐如楓  郭耀濠  葉明儒

聖母無玷聖心書院
陳巧宜  郭芳萍  郭慧濂

聖芳濟各書院
陳穎姿  彭少江  陳小欣

葵涌循道中學
熊學敏  岑妍慧  趙婉碧

葵涌蘇浙公學
賴裕仁  陳嘉濼  李美珍

裘錦秋中學(元朗)
陳樂瀅  李珮琳  陳若琳

裘錦秋中學(屯門)
盧月華  郭芷彤  曾籽儀

裘錦秋中學(葵涌)
彭志聰  曾秀玲  麥欣琪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
黃淑韻  龍珮詩  陳贊文

路德會呂明才中學
施藝璇  陳蓄  鄧興發

路德會呂祥光中學
侯宗佑  潘嘉琪  郭映琦

路德會啟聾學校
陳嘉麗  曾樂晴

道慈佛社楊日霖紀念學校
何家明  黎耀平

廖寶珊紀念書院
蘇椿婷  黃于人  池培鋒

趙聿修紀念中學
吳穎珊  蔡奕瑩  蔡杏怡

鳳溪第一中學
黃偉賢  李家杰  謝慧珊

鳳溪廖萬石堂中學
霍杞冰  劉韵姿  杜凱霖

廠商會蔡章閣中學
莫亞森  江軒霞  馮寶儀

播道書院(中學部)
莊善衡  梁皓敏  應雨靜

樂善堂梁植偉紀念中學
吳咏詩  馮惠琳  李德鍵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何嘉慧  鄒悅心  梁俊傑

樂善堂顧超文中學
林震豪  洪耀勤

樂道中學
朱天諾  周澤平  李洁姻

潮州會館中學
陳卓廷  劉丞淦  鄺汶慧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麥嘉琪  司徒趣

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
葉雅汶

賽馬會毅智書院
周菀靖  陳啟華  文嘉薇

賽馬會體藝中學
黃雅愉  黃晉賢  陳映伶

羅定邦中學
鄺徽音  方穎琛  黃紫環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陳泳霖  余碧清  許洛榣

寶覺中學
施雅欣  陳港俊  吳凱琳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
簡敏青  林浩峰  周偉杰

靈實恩光學校
余經俊  雷梓昇  曾適為

靈糧堂劉梅軒中學
譚賜欣  蔡可怡  香焮寶

離島
佛教筏可紀念中學
陳芷翹  張淑君  葛靄儀

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
呂俊傑  黎可盈  黃傲雪

明愛華德中書院
陳美婷  陳致頤  葉浩源

東涌天主教學校
劉毅聰  余穎芝  關佩珊

長洲官立中學
朱婷婷  劉詩音  周弘康

保良局馬錦明夫人章馥仙中學
何穰軒  呂聖恩  馮碧心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林宇航  吳錦萍  高俊

港青基信書院
陶思穎

Jeff Michael Ryan Jimenez

Marissa Ganga Kariyawasam

嗇色園主辦可譽中學暨
可譽小學
黃權業  羅柏琳  黃汝鈺

靈糧堂怡文中學
佘曉彤  黃汝詩  蔡淑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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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衷心感謝社會各界人士過去數年對｢明日之星  -  上游獎學金｣的投入，
並希望能夠繼續得到您們的支持。

如您想為青少年出一分力，或對計劃有任何查詢，歡迎聯絡扶貧委員會： 
電郵： futurestars@cso.gov.hk
網址：  www.povertyrel ief .gov.hk
地址：  香港添馬添美道2號政府總部26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