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校務簡報           勞潔儀校監 何志佳副校監 

(二零二一年十月份) 
 
(１)2021年獲本港、海外大學及大專院校取錄選讀學位課程之同學名單 

(14/9/2021公布資料) 

2021年本校共有109位中六畢業同學，其中91人（83.5%）入讀學位課程及  

18人（16.5%）入讀副學位、高級文憑或大學預備課程。獲本港、海外大學及

大專院校取錄選讀學位課程的同學，每位獲頒梁銶琚博士大學獎學金港幣

$500【考獲4科5**或以上者，可獲頒額外獎勵$500(共2人)】。名單如下： 

獲取錄院校 學位課程／院系 
獎學金金額 

(港幣) 

香港中文大學 

數學精研、計量金融學及風險管理科學、人類

學、工商管理綜合課程、工程學、幼兒教育、 

系統與科技、法學士、社會科學、社會學、金融

科技、建築學、英文、計量金融學、理學、數學

及數學教育、翻譯、護理學 

$14,000 

香港大學 

金融科技、工商管理學及法學（雙學位）、   

工學、文學士、金融學（資產管理及私人     

銀行）、教育及理學（雙學位）、會計及財務 

$6,500 

香港科技大學 工商管理、工程學-人工智能、國際科研 $3,000 

香港城市大學 
犯罪學及社會學、計算數學、創意媒體(理學

士)、管理學 
$2,000 

香港理工大學 

市場學、地產及建設測量學、放射學、服務及 

紡織組合課程、物流及企業工程、社會政策及社

會創業、設計學組合課程、會計學、精神健康 

護理學、語言學及翻譯學、醫療化驗科學 

$10,000 

香港浸會大學 工商管理、全球演技藝術 $1,000 

香港教育大學 
中國語文教育、創意藝術與文化及視覺藝術教育

(雙學位) 
$1,000 

香港嶺南大學 社會科學 $500 

指定專業/界別  
課程資助計劃 

(明愛專上學院) 

護理學 $1,000 

指定專業/界別  
課程資助計劃 
(東華學院) 

護理健康科學 $500 

指定專業/界別  
課程資助計劃 
(香港高等科技  
教育學院) 

運動及康樂管理 $500 

 

 



 

(１)2021年獲本港、海外大學及大專院校取錄選讀學位課程之同學名單 

(14/9/2021公布資料)(續) 

2021年本校共有109位中六畢業同學，其中91人（83.5%）入讀學位課程及  

18人（16.5%）入讀副學位、高級文憑或大學預備課程。獲本港、海外大學及

大專院校取錄選讀學位課程的同學，每位獲頒梁銶琚博士大學獎學金港幣

$500【考獲4科5**或以上者，可獲頒額外獎勵$500(共2人)】。名單如下： 

獲取錄院校 學位課程／院系 
獎學金金額 

(港幣)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 

(香港都會大學) 
護理學(普通科) $500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 

(香港恒生大學) 
供應鏈管理 $500 

香港都會大學 中國語文教學及應用中國語言 $500 

廣州(中醫藥大學) 中醫 $500 

加拿大(University of Toronto) Chemical and Physical Studies $500 

台灣(中央大學) 電機工程 $500 

美國(John Carroll University) Computer Science $500 

英國(Falmouth University) Animation $500 

英國(University of Bristol) Accounting and Management $500 

英國(University of Leeds) 精算 $500 

英國(University of Sheffield) 
Business Management & 

Economics 
$500 

英國(伯明翰城市大學) 電腦科學 $500 

英國(倫敦政治及經濟學院) 法律 $500 

 

 

 

 

 

 

 

 

 

 

 

 

 

 

 

 

 



 

(２)本校畢業生就讀本港大學獲優異學業成績 

香港各大學於年內致函恭賀本校及讚譽就讀該等大學的本校畢業同學，全校員生  

均感欣慰【最近三年內(2018-2021)，本校校友共86次獲香港各間大學來函嘉許】。  

茲列詳情於下： 
 

學生 

姓名 

入讀 

年份 
入讀大學 院系／科目 榮譽／獎學金／成績 

吳 浩 2014 香港中文大學 中醫學 Master’s List (19-20) 

葉嘉泳 2015 香港中文大學 健康與體育運動科學 Master’s List (19-20) 

林智聰 2015 香港中文大學 健康與體育運動科學 
Outstanding Athletic 

Achievements Bronze 

Award (2019-20) 

劉子淘 2019 香港浸會大學 
Associate of Science (Nutrition 

and Food Management) 

President’s Honour Roll 

(1st & 2nd Semester  

20-21) 

陳卓瑜 2020 香港浸會大學 體育及康樂管理 
Dean’s List (1st & 2nd 

Semester 20-21) 

禤慧芝 2017 香港浸會大學 社會工作 
Dean’s List (1st & 2nd 

Semester 20-21) 

許家嘉 2017 香港浸會大學 人力資源管理學 
First Class Honours 

President’s Honour Roll 

(20-21) 

郭彥彤 2018 香港浸會大學 文學士 
Dean’s List (1st & 2nd 

Semester 20-21) 

黎蕙瑤 2018 香港浸會大學 傳理學 
Dean’s List (1st & 2nd 

Semester 20-21) 

李玉禎 2018 香港浸會大學 市場學 
Dean’s List (1st & 2nd 

Semester 20-21) 

梁芷茵 2017 香港浸會大學 人力資源管理學 
Dean’s List (1st & 2nd 

Semester 20-21) 

廖熙琳 2018 香港浸會大學 中醫學及生物醫學 
Dean’s List (1st & 2nd 

Semester 20-21) 

蕭韻心 2018 香港浸會大學 視覺藝術 
Dean’s List (1st & 2nd 

Semester 20-21) 

鄧穎欣 2020 香港浸會大學 傳理學 
Dean’s List (1st & 2nd 

Semester 20-21) 

杜玟禧 2018 香港浸會大學 中醫學及生物醫學 
President’s Honour Roll 

(1st & 2nd Semester  

20-21) 

曾己盈 2017 香港浸會大學 
地理／歷史／社會學及通識教學

（雙學位） 
Dean’s List (1st 

Semester 20-21) 

  

 

 



 

(２)本校畢業生就讀本港大學獲優異學業成績(續) 

學生 
姓名 

入讀 
年份 

入讀大學 院系／科目 榮譽／獎學金／成績 

蔡琳芝 2020 香港浸會大學 視覺藝術 
Dean’s List (1st & 2nd 

Semester 20-21) 

胡瑋彤 2017 香港浸會大學 人力資源管理學 
Dean’s List (1st & 2nd 

Semester 20-21) 

黃灝章 2020 香港浸會大學 創意產業音樂學 
Dean’s List (1st & 2nd 

Semester 20-21) 

王家倩 2020 香港浸會大學 工商管理 
President’s Honour Roll 

(1st & 2nd Semester  

20-21) 

黃紀尤 2017 香港浸會大學 
英國語言文學及英語教學 

(雙學位) 

Dean’s List (20-21) 

President’s Honour Roll 

(1st Semester 20-21) 

葉敏賢 2017 香港浸會大學 
中國研究 

(經濟／地理／歷史／社會) 

President’s Honour Roll 

(1st & 2nd Semester  

20-21) 

姚樂雯 2017 香港浸會大學 傳理學 
First Class Honour 

Dean’s List (20-21) 
 

(３)中五及中六級恢復全日面授課堂 
教育局較早前宣布，若個別級別學生的疫苗接種率達到全校學生人數的70%（即已最少
接種第一劑疫苗及超過十四天），學校可為該級別的學生進行全日面授課堂及其他  
活動。日前，本校已安排中五及中六級學生分別於10月11日及10月25日恢復全日面授
課堂，效果理想。 
 

(４)第一次教師發展日(2021-22年度) 
本年度第一次教師發展日於10月18日進行，很榮幸我們邀請了香港城市大學正向教育
研究室項目主任及註冊社工林青慧小姐前來舉辦講座，主題為「面對失敗-如何建立 
正向語言」。教師們從中學習如何透過鼓勵及欣賞，讓學生成長、建立自信、肯定  
自我，並有自信地在社會上自立，實在獲益良多。 
 

   
(５) 班級編制及學生人數 

 

 班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全校 

 班數 4 4 4 4 4 4 24 

 人數 119 124 119 114 118 103 697 
    

＊＊報告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