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譚益芳基金                 附件三  

目的︰獎勵在學業及課外活動有特出表現的同學，給予境外考察機會，以便擴闊視野，對個

人成長和將來升學就業均有所裨益。 
範疇 內容 形式 
傑出
學業 

1 中一至中五級全年成績為全級前 3 名，操行達 B 等級並在本校升
讀。 

境外考察津貼
上限$2,000 元 

傑
出
課
外
活
動 

1. 獲選為全港或地區傑出學生，操行達 B 等級並在本校升讀。 

2. 在國際性任何一種才藝比賽中獲冠、亞、季軍，操行達 B 等級並
在本校升讀。 

3. 在全港性任何一種才藝比賽中獲冠軍，操行達 B 等級並在本校升
讀。 
(冠軍團隊則由負責老師提名表現最佳的三名同學)

4. 全年獎勵中最少已獲 2 大功 / 4 小功或以上的同學自動進入計分
評審階段，最高分數前五名，操行達 B 等級並在本校升讀。評分
見附表。 

每年獲獎勵境外考察名額上限為 50 名；而考察津貼上限為每人$2,000 元。 
若同學於學業及課外活動上同時有傑出表現，獎項將轉為境外考察津貼上限$2,000 元及全年

書簿津貼上限$2,000 元； 
在課外活動獲獎的同學同一身份每年祇獲獎一次。 
津貼使用期限由該學年 9 月 2 日至翌年 8 月 31 日止。 
 

附表： 

以個人的大功／小功／優點和操行紀錄的大過／小過／缺點對算的分數總和計算，比賽項目

分數依所獲的獎項高低計算，同一獎勵項目的分數祇計算一次。 
項目 分數 

全港性比賽 

冠軍 8 
亞軍 7 
季軍 6 
殿軍 5 

地區性公開比賽 

冠軍 4 
亞軍 3 
季軍 2 
殿軍 1 

*校內獲頒大功 8 
*校內獲頒小功 4 
校內獲頒優點 2 

校內違規紀錄 
大過 －8 
小過 －4 
缺點 －2 

* 在比賽中獲頒的獎勵項目不在此欄計算。  



附件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譚益芳基金 
(截至 2021 年 8 月 30 日計算) 

2020-2021 年度傑出學業範疇獲獎同學名單︰ 
序號 班別(21-22) 班別(20-21) 姓名 獲獎內容(2020-21 年度) 
1.  2A 1A 黃彦森 中一全級第一名 
2.  2A 1A 吳思穎 中一全級第二名 
3.  2A 1A 梁樂瑤 中一全級第三名 
4.  3A 2A 巫濤 中二全級第二名 
5.  3A 2A 簡寶瑤 中二全級第三名 
6.  4A 3A 周愉琳 中三全級第一名 
7.  4A 3A 陶嘉雯 中三全級第二名 
8.  4B 3A 鍾祐俊 中三全級第三名 
9.  5A 4A 何俊杰 中四全級第一名 
10.  5A 4A 盧思瑤 中四全級第二名 
11.  5A 4A 陳傲昇 中四全級第三名 
12.  6A 5A 施澤銘 中五全級第一名 
13.  6A 5A 林曉欣 中五全級第二名 
14.  6A 5A 廖昌國 中五全級第三名 

2020– 2021 年度傑出課外活動範疇獲獎同學名單︰ 
序

號 
班別

(21-22) 
班別 

(20-21) 
姓名 獲獎內容 (2020-2021 年度) 

15. 3C 2C 陳珮珊 ˙ 博藝盃賽事籌委會，第十八屆博藝盃全港朗誦比賽，金獎，證書及獎盃 

16. 4A 3A 陳皓昕

˙ 博藝盃賽事籌委會，第十八屆博藝盃全港朗誦比賽， 
金獎，證書及獎盃 

˙ 香港多元智能教育協會，語文智能之第一屆全港朗誦挑戰賽，英文獨誦中學初

級組，季軍，獎牌及獎狀 

17. 5A 4A 馮梓銘

˙ 消費者委員會，第 21 屆消費文化考察報告(2019-2020)，可持續消費文化創意設

計，最佳實踐獎 
˙ 香港電燈公司，線得開心學校，有機淨水系統—海藻，二星級 
˙ 北區民政事務處，全港學界再生能源 STEM 設計比賽，「環保活動球」，「全

方位 STEM 玩具」，優異獎，証書 
˙ 聯校科學展覽籌備委員會，第五十四屆聯校科學展覽計劃書設計比賽，河道清

潔船，季軍，獎金 
˙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第 23 屆「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中學組能源及

環境科學，優異獎，獎狀 

18. 5C 4C 馬儉恆

˙ 消費者委員會，第 21 屆消費文化考察報告(2019-2020)，可持續消費文化創意設

計，最佳實踐獎 
˙ 香港電燈公司，線得開心學校，有機淨水系統—海藻，二星級 
˙ 北區民政事務處，全港學界再生能源 STEM 設計比賽，「環保活動球」，「全

方位 STEM 玩具」，優異獎，証書 
˙ 聯校科學展覽籌備委員會，第五十四屆聯校科學展覽計劃書設計比賽，河道清

潔船，季軍，獎金 
˙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第 23 屆「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中學組能源及

環境科學，優異獎，獎狀 
˙ 香港新興科技教育協會，2021 年大灣區 STEM 卓越獎，「香港區」高中組，

優異獎，獎狀 

19. 5C 4C 蔡欣諾

˙ 香港競技評核協會都會國際青年藝術節 2021 全港視藝大賽(第一季)繪畫組少年

高級組亞軍 
˙ 香港視藝文化交流第二屆藝術發展繪畫大賽 2021 塑膠彩/油畫組少年 B 組金獎

˙ 香港競技評核協會都會國際青年藝術節 2021 全港視藝大賽(第二季)繪畫組少年

高級組季軍 
＊獲獎勵境外考察(上限港幣$2,000 元)及獲贈全年書簿(上限港幣$2,0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