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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DUL RAFAY ASIM

古柏林 李行健 林俊軒 袁詩雅

DE ROSA TRISTAN

古雅善 李志文 林昭妡 馬子盈

GILL GOHARBAKSH SIGH

田家慧 李佩雯 林朗希 張宇霆

GURUNG HAILEY

伍健泓 李奇樂 林淑賢 張郁康

GURUNG JAYDON JACSON

伍梓楹 李振鋒 林焯熙 張偉文

GURUNG LINA

朱浚軒 李海彤 林焰坪 張詩雨

GURUNG ROCHAK

艾美

李焌鋒 林德盛 張詩雪

GURUNG ROWAN

艾迪

李喜兒 芮凱婷 張樂瑤

GURUNG SOLAN

何卓健 李紫嫣 邵敏慧 張耀財

GURUNG SONIA

何俊杰 李嘉暉 姚嘉傑 梁宇軒

GURUNG SUSMIN

何婉寧 李曉華 姚燕芬 梁啟鋒

KHAWAJA LAIBU ZESHAN

何惠淇 李熹麟 姚穎心 梁陳峰

LOUISE ANGELINE PANGANIBAN 何詩婷 杜承翰 封雯馨 梁凱傑
MOHAMMAD ALI AKBER

何嘉慧 冼振峰 施靜雯 梁凱晴

MOHAMMAD HAMZA ZESHAN

何諾言 周君澔 洪燕珊 梁皓竣

NADRES JOENIZEL MAGSINO

余越輝 周希治 胡浩銘 梁嘉和

NADRES JOERAINE MAGSION

余漢聰 周希樂 胡樂怡 梁嘉蕙

NADRES JOSH HART MAGSINO

吳子明 周希璇 胡熹兒 梁鎮武

RANA TRIFENA

吳天熙 周沛賢 香澤禮 畢嘉敏

SEN SARAH

吳世浩 周家盈 香穎曈 莫維恩

THAPA JOY

吳君皓 周婉塋 孫千平 許恩玲

UMME RUBAB

吳昀霖 周進謙 孫苑倩 郭婉盈

XERXES JR. FLAMINIANO
尹柏晴

吳彥衡 周嘉塋 徐偉樂 郭婉婷

尹凱悠

吳嘉錸 林永財 徐曉鋒 陳文禧

文艾新

呂文熙 林玄楓 桂鈺烽 陳宇力

文靖康

宋心怡 林立

王智恒

岑一言 林志明 祝俊希 陳秀平

王詠思

李天妤 林沅澤 翁德雯 陳東鵬

丘珮婷

李天暉 林怡

吳美寶 林子健 徐琳峰 陳天蔚

祝依藍 陳志燊

茹志雄 陳泓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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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律銘

馮彥霖 趙悅琳 黎惠思 嚴子希

陳洛瑤

馮穎妍 趙詩雅 黎詠珊 嚴子杰

陳國友

馮贊洛 劉永信 黎詠琪 嚴卓蕎

陳傑瑋

黃子晴 劉立治 黎嘉欣 蘇海嵐

陳凱庭

黃希然 劉長平 黎漢鋅 龔卓嵐

陳凱桐

黃希賢 劉家輝 盧穎麟 龔瑞敏

陳智聰

黃治誠 劉浩倫 錢芷嫻

陳進然

黃洛琳 歐珮怡 霍詠茵

陳達培

黃美倩 潘子聰 霍敬文

陳靖彤

黃家晉 潘泳錡 駱嘉雯

陳榮福

黃庭逸 潘振傑 薛煜薪

陳墡錤

黃敏華 潘進

陳錦聲

黃梓林 潘詩茹 薛濠然

陳耀軒

黃梓軒 潘樂思 謝啟思

麥紀豪

黃梓諾 潘穎兒 謝啟烽

麥迪華

黃晴欣 蔡子珊 謝雅姿

麥琦琪

黃港順 蔡宗霖 謝穎姿

曾子揚

黃靜怡 蔡慧珊 鍾米豐

曾沚泳

黃鍾城 蔡震業 簡子妮

曾沚湄

楊正林 鄧穎軒 簡可兒

曾建胤

葉海恆 鄭宇寧 簡家聰

曾楚詠

葉毅陽 鄭成宇 簡愛凝

曾灝泓

葉震東 鄭保怡 鄺家樂

游文茜

葉翹銘 鄭保林 譚敏婷

湯家和

鄒俊傑 鄭保茹 譚翠斌

湯曉琳

鄒俊煒 鄭珈昕 譚毅棟

覃裴敏彥 鄒浩

薛潔媚

鄭衍笙 譚曉穎

覃裴嘉彥 鄒學鑽 鄭智超 譚靜欣
馮文俊

廖格林 鄭嘉健 譚顯銘

馮昊軒

熊國榮 鄭穎汶 麗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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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告示：
1. 所有獲批結果均由本基金決定。本基金將不設獲批結果的查詢。所有不獲批結果將不設上訴機制。
2. 不獲批的申請人將不作另行通知。

5.

獲批之申請人將於 2019 年 1 月中旬收到通知信。
本基金將於 2018 年 2 月下旬以一筆過自動轉帳形式存入助學金予獲批申請人填報之銀行帳戶，獲
批申請人可於 3 月或之前打簿核實。
助學金主要資助學生課餘學習開支，並不與社會福利署發出之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重疊，綜

6.

援家庭必須保留有關開支單據及本基金撥款通知信，有需要時供社會福利署查核。
本基金將向學校提供獲批名單及獲批金額。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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