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獎學金管理委員會 1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 

             2019-2020 年度 

       文憑試學科成績優異獎學金 

 

甲類：學科優異獎 

一. 申請資格： 

1.  於本校完成中六；及 

2.  應考文憑試學科考獲 4 級或以上；及 

3.  中、英、數及通四科取得 3、3、2、2 級或以上成績；及 

4.  學生必須自行填表申請；及 

5.  操行成績達 B 級或以上 

 

二. 羅陳楚思「學科優異獎」獎學金委員會成員 

主席 楊佩珊校長 

委員 黃寵衛副校長 

  校友會老師 

學生發展組老師 

班主任 

 

三 評核標準： 

本校計劃以下列條件，作為羅陳楚思「學科優異獎」獎學金的甄選準則： 

1. 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考獲 4 級或以上 

2. 學生自行填表申請 

3. 操行成績達 B 級或以上 

4. 如有需要，申請者會被邀請參與面試 

5. 最終審核發放，由「羅陳楚思中學獎學金管理委員會」評審裁決。 

 

四. 獎學金金額及獎勵方法： 

獎項 金額 獎狀 

5** 級 $400 獎狀 

5*  級 $300 獎狀 

5   級 $200 獎狀  

4   級 $100 獎狀 

 (M1 及 M2 不會視作獨立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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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會因應撥款有所調整，實際資助金額由「羅陳楚思中學獎學金管理委員會」議決。校

方保留一切修訂獎學金的權利。 

 

五. 申請時間： 

1.   7 月 21 日至 9 月 8 日，星期一至星期五，辦公時間內，逾期恕不受理 

2.  申請結果將於 2020--2021 學年內通知 

 

六. 申請所需文件： 

1. 已填妥的申請表格 

2. 文憑試成績單副本 

3. 學生證副本(手冊不能代替) 

4. 身份證副本 

5. 本校中四、中五及中六級成績表副本 

 

*如所需文件不足，本校將拒絕受理申請 

 

七.  發放獎學金方法︰ 

獲獎學生必須出席「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獎學金頒獎禮」、分享學習心得及配合校方安排。 

學科獎學金與文憑試卓越學生獎學不會雙重發放，只取較高者作發放。若未能履行校方安排

者，校方將保留一切獎學金發放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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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 

            2019-2020 年度 

         文憑試卓越學生獎學金 
 

一 申請資格： 

1. 於本校完成中六；及 

2. 學生必須自行填表申請；及 

3. 獲班主任及兩位由學生自行邀請的老師推薦；及 

4. 於文憑試中考獲佳績；及 

5. 獲本地或海外大學取錄，修讀學士學位課程 

6. 中、英、數及通四科取得 3、3、2、2 級或以上成績；及 

7. 操行成績達 B 級或以上 

＃ 如獲海外大學錄取又未能符合申請資格第 6 項者，本委員會亦會就不同個案接受申請，

但「委員會」保留一切修訂及否決的權利。 

 

二.  羅陳楚思卓越學生獎學金委員會成員 

主席 楊佩珊校長 

委員 黃寵衛副校長 

  校友會老師 

學生發展組老師 

班主任 

  中、英、數、通四科科主任 

 

三. 評核標準： 

本校計劃以下列比重，作為「羅陳楚思卓越學生獎學金」的甄選準則： 

1. 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中、英、數及通四科取得 3、3、2、2 級或以上成績)； 

2. 學生自行填表申請 

3. 二位老師推薦信 

4. 操行成績達 B 級或以上 

5. 優秀獎勵計劃、四個核心價值的實踐及領導才能 

6. 獲本地或海外大學取錄，修讀學士學位課程 

7. 如有需要，申請者會被邀請參與面試 

8. 最終審核發放，由「羅陳楚思中學獎學金管理委員會」評審裁決。 

9. 羅陳楚思卓越學生獎學金將設有三個級別： 

獎項 總分 

卓越獎 91 - 100 

傑出獎 81 – 90 

優秀獎 70 –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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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港文憑試成績 (50%) 

分數以每科級別計算，方法如下： 

5**=10 分  5*級=9 分   5 級=8 分   4 級=7 分   3 級=5 分   2 級=3 分   1 級 =1 分 

得分舉例： 

香港文憑試 

以所有應考科目計算得分 

50 分 =  5 科：5**級 

35 分 =  2 科：5 級﹔2 科：4 級﹔1 科：3 級﹔ 

(M1 及 M2 不會視作獨立科目，只取其最高級別作計算評級) 

  

2 .  優秀獎勵計劃、四個核心價值的實踐及領導才能 (30%) 

委員會會考慮學生如何在校園中實踐四個核心價值，包括禮貌、責任、合作精神及回饋

社群，並參考學生的優秀獎勵計劃檔案。另外學生的領導須表現在領導校內或校外活動

上，包括擔任領袖生、學會幹事、學生會幹事、社幹事、班長、活動統籌等。 

 內容 所佔比重 

四個核心價值 以禮待人 5% 

富責任感 5% 

富合作精神 5% 

回饋社群 5% 

領導才能 克盡己任，能作為同學的楷模 5% 

優秀獎勵計劃 金、銀、銅獎 5% 

 

得分舉例： 

四個核心價值 優(5 分)  良(4 分)  尚(2 分)  可(1 分)  

 

得分舉例： 

優秀獎勵計劃 金獎 (5分)   銀 獎 (3分)   銅獎 (1分)  

 

3.   20% 由評審委員會評定 

 

4. 申請人得分由「羅陳楚思卓越學生獎學金委員會」會開會評審。 

 

四. 獎學金金額及獎勵方法： 

獎項 獎金  

卓越獎 $20,000 

傑出獎 $10,000 

優秀獎 $5,000 

* 每年會因應撥款有所調整，實際資助金額由「羅陳楚思中學獎學金管理委員會」議決。校

方保留一切修訂獎學金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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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申請時間： 

1.  7 月 21 日至 9 月 8 日，星期一至星期五，辦公時間內，逾期恕不受理 

2.  申請結果將於 2020--2021 年度內通知 

 

九. 申請所需文件： 

1. 已填妥的申請表格 (所有推薦信將由推薦老師直接交回校務處，推薦信不會發還給申請人) 

2. 文憑試成績單副本 

3. 大學取錄通知書副本或學生證副本 

4. 本校學生證副本(手冊不能代替) 

5. 本校中四、中五及中六級成績表副本 

6. 身份證副本 

7. 中四、中五級課外活動評估表副本 

8.  SLP FILE 紀錄副本 

9. 領導表現紀錄或證書副本(如有) 

10. 大學學費收據副本 

*如所需文件不足，本校將拒絕受理申請 

 

 

十.  發放獎學金方法︰ 

獲獎學生必須出席「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獎學金頒獎禮」、分享學習心得及配合校方安排。

學科獎學金與文憑試卓越學生獎學不會雙重發放，只取較高者作發放。若未能履行校方安排

者，校方將保留一切獎學金發放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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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陳楚思中學文憑試獎學金 

(由宏施慈善基金贊助) 
  

      申請表  

學生個人資料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校友會會員：  是   /   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會員/收據編號：   

住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六班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    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地址：  

  

  

 

(一) 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 

報考年份：   ______________ 

成績最佳的五科總積分：______________ 

 

報考科目 報考年份 考取成績 #  得分 

由評審委員會填寫 

    

    

    

    

    

    

(M1及 M2 不視作獨立科目) 

 

 

 

 

 

 

 

﹝中文﹞ 

﹝英文﹞ 

 

 

照片 

﹝中文﹞ 

﹝英文﹞ ﹝手提﹞ 

﹝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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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文憑試卓越學生獎學金」填寫 
(二)四個核心價值的實踐  (請填寫於校內 及 校外曾參與之活動名稱、角色、獎項及詳情，

申請人須提供有關之證明文件)： 

四個核心價值  

以禮待人  

 

 

 

富責任感  

 

 

 

富合作精神  

 

 

 

回饋社群  

 

 

 

 

(二) 優秀獎勵計劃檔案(請以   表示) 

 

優秀獎勵計劃 
金獎   銀 獎   銅獎  

   

 

(四 ) 領導才能 (請填寫於校內 及 校外曾參與之活動活動名稱、角色、獎項及詳情，申請

人須提供有關之證明文件)： 

  

 

  

 

  

 

  

 

  

 

 (如空格不足請自行加附頁) 

(五)  20% 評審委員會評分                      # 此欄由評審委員會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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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推薦人： 

1. 請提供兩位推薦人推薦你申請此獎學金 (推薦人須包括班主任 及 科老師；請在下方填

寫老師姓名) 

2. 推薦人須填寫附頁之推薦信 (所有推薦信將由推薦老師直接交回校務處，推薦信不會發

還給申請人) 

            老師姓名      老師簽名 

班主任   

自行邀請的老師    

 

 

申請人簽署：                              日期：                                   

          

 

*學科獎不用填寫推薦表格。 

 

 

 

 

此欄由評審委員會填寫 

經評審委員會考慮後，學生 (        ) 申請獎學金  **予以 / 不獲 批准。 

原因：                                                                          

                                                                                

                                                                                

 

 

 

 

 

 

 

 

 

 

 



2019 至 2020 年版本 

推薦信 

 申請「文憑試卓越學生獎學金」填寫 
 

請在合適的空格內加 ✓ 

班主任  科老師  其他  

    (請註明：)  

 

學生姓名：                            就讀班級：                                   

 

一、對該學生能否實踐四個核心價值的評價：  禮貌、責任、合作精神、回饋社會 

 

請描述學生在這方面的具體表現、職責、事件、活動……等等 

                                                                                 

                                                                                 

                                                                                 

                                                                                 

                                                                                 

                                                                                 

 

二、對該學生領導才能表現的評價  

 

請描述學生在這方面的具體表現、職責、事件、活動……等等 

                                                                                 

                                                                                 

                                                                                 

 

三、其他評語： 

                                                                                 

                                                                                 

                                                                                 

                                                                                 

 

老師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老師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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