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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基學院獎助學金及獎狀委員會 
2021/2022年度下學期 

公開接受同學申請之獎學金及獎項一覽表 

獎學金／獎項 頒授對象 獲獎條件 獎項 申請報名／提名 申請／提名日期 遴選及面試日期 表格下載 

A. 均衡教育獎  

1 

林毅伯、屈武圻均衡教育紀念獎

學金、魏氏家族基金均衡教育獎

學金及余麗容均衡教育紀念獎

學金 

應屆畢業生 

於學業、課外活動、體育、

社會及書院服務各方面有均

衡發展 

10 公開接受申請及提名 
2021年12月6日至 

2022年1月18日 

2022年 

2月 
表格 / 詳情 

B. 學生活動服務獎  

1 趙燊霖傑出服務紀念獎學金 
音樂系 

本科生 

對書院或大學之學生活動及

學生團體有貢獻 
1 公開接受申請及教職員提名 

2022年1月10日至26日 2022年2或3月 

表格 / 詳情 

2 

崇基仁社(一九六七年度)畢業銀

禧紀念獎學金及學生活動傑出

服務獎 

本科生 
對書院學生團體之工作及活

動有貢獻 
2 

公開接受申請、及同學或 

教職員提名 
表格 / 詳情 

3 邁社傑出學生服務奬 應屆畢業生 對崇基級社有傑出貢獻之同學 1 

公開接受申請 

表格 / 詳情 

4 李樹勳、李尹艷芳紀念獎學金 本科生 
成績優異及課外活動上有傑

出表現 
4 表格 / 詳情 

5 沈俊彥傑出學生服務獎學金 本科生 
對書院或大學之學生活動及

學生團體有貢獻 
1 表格 / 詳情 

6 黃景卉紀念獎學金 
現任崇基學生

會幹事 

對書院學生團體之工作及活

動有優異表現 
1 表格 / 詳情 

C. 社會服務獎  

1 雋社校友傑出社會服務奬 本科生 
於社會服務表現出色之制服

團體成員 
1 

公開接受申請 

2022年1月10日至26日 2022年2或3月 

表格 / 詳情 

2 
全國基督教大學同學會卓越服

務奬學金 
本科生 對社會服務有傑出貢獻 2 表格 / 詳情 

3 
暉社(一九七四)畢業四十週年紀

念社會服務獎 
本科生 對社會服務有傑出貢獻 2 表格 / 詳情 

4 
中文大學音樂系校友會傑出社

會服務獎學金 

音樂系 

本科生 
對社會服務有傑出貢獻 1 表格 / 詳情 

5 尹日成傑出社會服務紀念獎 本科生 

於社會服務項目或修讀服務

學習計劃(GECC4230)有優秀

表現的組隊 

1組 表格 / 詳情 

6 
一九九○崇基新生輔導營(夜空

組)止於至善社會服務奬學金 
本科生 對社會服務有傑出貢獻 1 表格 / 詳情 

7 
崇基經濟 (一九八三年)畢業三

十週年紀念社會服務獎 

經濟學系 

本科生 

對本地或海外社會服務有優

異表現及貢獻 
1 表格 / 詳情 

8 瑞熊社會服務獎 
社會科學院 

應屆畢業生 

成績優異及社會服務表現優

秀 
1 公開接受申請及老師提名 表格 / 詳情 

9 鄭俊南致知力行紀念獎 本科生 
熱愛學習與閱讀或對社會服

務有傑出貢獻 
3 公開接受申請 表格 / 詳情 

D. 創作獎  

1 學術創作獎 

本科生 

優秀創作或研究 5 

公開接受申請及老師提名 
2022年1月10日至 

4月14日 - 表格 
2 玉鑾室創作獎 

優秀創作或研究，參賽稿件

必須經已出版 
2 

E. 深造獎學金  

1 歐陽麟獎學金 

應屆畢業生 

 

成績良好(二級甲等或以上榮

譽畢業)，有經濟需要，而將

於中文大學或海外大學修讀

深造課程 數名 

公開接受申請 
2022年1月10日至 

4月14日 
2022年5月 表格 

2 
胡格非畢業生海外深造 

紀念獎學金 

成績良好(二級甲等或以上榮

譽畢業)，有經濟需要並將往

海外深造 

3 李冰紀念獎學金 
應屆畢業生或 

畢業生 

成績優異，有志於海外學院

升讀聲樂課程而有經濟需要 
1 

F. 交流獎學金  

獲獎條件：成績良好，具經濟需要及於來年度作一個學期或學年之交換生    公開接受申請日期：2022年1月17日至2月18日 

表格 / 詳情 

I. 頒授對象：本科生   10多項書院交換生獎學金 

II. 頒授對象：指定本科生 

(1) 崇基工管(一九八○年度)畢業三十五週年紀念獎學金：工商管理學院 

(3) 雋社(1972)生物科學交流獎學金：生物科學 

(5) 劉繼興郭碧蓮伉儷交流獎學金：前往內地交換之工商管理學士綜合課程或專業會計學二年級本科生 

(7) 盧寶堯教授紀念交流獎：工商管理學院 

(9) 汪長智汪陳煜雯交流獎學金：每學院一或兩名本科生 

(11)黃英姿交流獎學金：音樂 

(2) 崇基長春藤學府交換生獎學金：於長春藤學府之大學作交換生 

(4) 程天固文化交流紀念獎：社會學 

(6) 梁元生伉儷交流獎學金：文學院，歷史系優先考慮 

(8) 岑繼華校友(菁社)紀念交流獎學金：於加拿大大學作交換生 

(10) 黃壽林教授紀念交流獎學金：社會學或社會工作學 

(12) 艾詩伯教授交換紀念助學金：工商管理學院及有經濟需要 

 

 

https://www.news.ccc.cuhk.edu.hk/awards/download/2022/a1/form2122_chi.pdf
https://www.news.ccc.cuhk.edu.hk/awards/download/2022/a1/details2122.pdf
https://www.news.ccc.cuhk.edu.hk/awards/download/2022/b1/form2122_chi.pdf
https://www.news.ccc.cuhk.edu.hk/awards/download/2022/b1/details2122.pdf
https://www.news.ccc.cuhk.edu.hk/awards/download/2022/b2/form2122_chi.pdf
https://www.news.ccc.cuhk.edu.hk/awards/download/2022/b2/details2122.pdf
https://www.news.ccc.cuhk.edu.hk/awards/download/2022/b3/form2122_chi.pdf
https://www.news.ccc.cuhk.edu.hk/awards/download/2022/b3/details2122.pdf
https://www.news.ccc.cuhk.edu.hk/awards/download/2022/b4/form2122_chi.pdf
https://www.news.ccc.cuhk.edu.hk/awards/download/2022/b4/details2122.pdf
https://www.news.ccc.cuhk.edu.hk/awards/download/2022/b5/form2122_chi.pdf
https://www.news.ccc.cuhk.edu.hk/awards/download/2022/b5/details2122.pdf
https://www.news.ccc.cuhk.edu.hk/awards/download/2022/b6/form2122_chi.pdf
https://www.news.ccc.cuhk.edu.hk/awards/download/2022/b6/details2122.pdf
https://www.news.ccc.cuhk.edu.hk/awards/download/2022/c1/form2122_chi.pdf
https://www.news.ccc.cuhk.edu.hk/awards/download/2022/c1/details2122.pdf
https://www.news.ccc.cuhk.edu.hk/awards/download/2022/c2/form2122_chi.pdf
https://www.news.ccc.cuhk.edu.hk/awards/download/2022/c2/details2122.pdf
https://www.news.ccc.cuhk.edu.hk/awards/download/2022/c3/form2122_chi.pdf
https://www.news.ccc.cuhk.edu.hk/awards/download/2022/c3/details2122.pdf
https://www.news.ccc.cuhk.edu.hk/awards/download/2022/c4/form2122_chi.pdf
https://www.news.ccc.cuhk.edu.hk/awards/download/2022/c4/details2122.pdf
https://www.news.ccc.cuhk.edu.hk/awards/download/2022/c5/form2122_chi.pdf
https://www.news.ccc.cuhk.edu.hk/awards/download/2022/c5/details2122.pdf
https://www.news.ccc.cuhk.edu.hk/awards/download/2022/c6/form2122_chi.pdf
https://www.news.ccc.cuhk.edu.hk/awards/download/2022/c6/details2122.pdf
https://www.news.ccc.cuhk.edu.hk/awards/download/2022/c7/form2122_chi.pdf
https://www.news.ccc.cuhk.edu.hk/awards/download/2022/c7/details2122.pdf
https://www.news.ccc.cuhk.edu.hk/awards/download/2022/c8/form2122_chi.pdf
https://www.news.ccc.cuhk.edu.hk/awards/download/2022/c8/details2122.pdf
https://www.news.ccc.cuhk.edu.hk/awards/download/2022/c9/form2122_chi.pdf
https://www.news.ccc.cuhk.edu.hk/awards/download/2022/c9/details2122.pdf
https://www.news.ccc.cuhk.edu.hk/awards/download/2022/d1-2/form2122_chi.pdf
https://www.news.ccc.cuhk.edu.hk/awards/download/2022/e1-3/form2122_chi.pdf
https://www.news.ccc.cuhk.edu.hk/awards/download/2022/f/form2122.pdf
https://www.news.ccc.cuhk.edu.hk/awards/download/2022/f/details2122.pdf


2 

獎學金／獎項 頒授對象 獲獎條件 獎項 申請報名／提名 申請／提名日期 表格下載 

G. 指定獎項  

1a 胡秀英紀念獎學金 
本地新生（文、理或社會科學

院） 

成績優異及有經濟需要 

1 

公開接受申請 2022年1月10日至26日 表格 / 詳情 

1b 胡秀英紀念獎學金 

內地、台灣、澳門、新加坡或

馬來西亞的自費新生（文、理

或社會科學院） 

1 

2 黃福鑾紀念獎學金 歷史系本科生 成績良好及有經濟需要 1 
公開接受申請及 

老師提名 
2022年1月10日至26日 表格 / 詳情 

3a 唐滌生紀念獎學金 本科生 

獎予對中國戲曲有才藝及濃

厚興趣之學生；申請人需提

交一份粵曲或折子戲之創作 

1 

公開接受申請 

2021年11月26日至 

2022年2月18日 
表格 / 詳情 

3b 江譽鏐紀念獎學金 音樂系本科生或研究生 
與粵劇有關之科目成績優異

或計劃進行粵劇研究者 
2 

2022年1月10日至26日 

表格 / 詳情 

3c 盧巨川紀念獎學金 音樂系主修鋼琴之本科生 成績良好及有經濟需要 1 表格 / 詳情 

3d 吳大江紀念獎學金 音樂系本科生或研究生 

成績優異及積極參與有關中

國音樂活動之學生；申請人

需提交一份題為〝吳大江與

中國音樂〞之文章 

1 表格 / 詳情 

3e 王粵生紀念獎學金 
音樂系本科生/ 

副修生或研究生 

研究粵劇、中樂粵樂而成績

優異；申請人需提交一份有

關王粵生先生的生平及他對

粵劇及中樂粵樂貢獻之文章 

2 表格 / 詳情 

3f 任白中國戲曲獎學金 音樂系本科生或研究生 
修讀中國戲曲成績優異而有

志從事研究之音樂系同學 
1-4 表格 / 詳情 

4 陳啟昌伉儷鵬程創業獎 本科生 
有志於畢業後創業及前往海

外實習或留學之學生 
1 

公開接受申請 

2022年1月10日至26日 表格 / 詳情 

5 基督信仰心理研究獎 

心理學系、社會工作學系、教

育心理學系、文化及宗教研究

系或神學院之崇基學院本科生 

提交有關基督信仰心理之研

究報告 
1-3 2022年1月10日至3月7日 表格 

6 基督教研究獎學金 
文化及宗教研究系 

(非神學院)本科生 

基督教課程成績優異及有經

濟需要 
3 2022年1月10日至26日 表格 / 詳情 

7 周志齊紀念獎學金 崇基學院畢業生 

學業良好及有志從事教育工

作(現攻讀中文大學全日制

學位教師教育文憑課程) 

1 
2022年1月10日至26日 

（面試日期：2022年2月或3月） 
表格 / 詳情 

8a 黃池仲，李銀煥紀念獎學金 醫學系二年級生 
成績優異及有經濟需要 

１ 
2022年1月10日至26日 

表格 / 詳情 

8b 黃英姿醫學獎學金 醫學系新生及畢業班學生 2 表格 / 詳情 

9a 黃英姿社會學獎學金 

社會學系本科生 

成績優異及有經濟需要 2 2022年1月10日至26日 表格 / 詳情 

9b 
黃壽林中國服務及 

學習獎勵金 

策劃及舉行有關內地之社會

服務或社會研究計劃 
1至3 2022年3月1日至31日 表格 

10a 崇基數學旅費獎 數學系本科生 

成績優異及將參與數學系舉

辦之交換計劃或於暑期修讀

數學課程之同學 

2至3 

2022年1月10日至26日 

表格 

10b 崇基數學教育獎學金 數學系應屆畢業生 

成績良好及將於來年度修讀

香港中文大學學位教師教育

文憑(全日制) 課程 

1 表格 

10c 關百豪數學跨學科獎學金 數學系副修生 副修數學學科成績良好 2 表格 

10d 關百豪數學研究獎 本科生 提交優秀數學研究之計劃書 1 表格 

11 彭展南、張佩琴紀念獎 本科生（非宿生） 

學業成績良好、有經濟需要

及積極參與學院學生活動，  

且將致力貢獻舍堂活動 

2 
2022年4月1日至22日 

（面試日期：2022年5月） 

表格 / 詳情 

12 黃李秀英紀念獎學金 
內地生（自費）或 

現任崇基學生會幹事 

學業成績良好、有經濟需要

及積極參與學院學生活動 
1 表格 / 詳情 

H. 助學金  

 獲獎條件：成績良好而有經濟需要之本科生  公開接受申請日期：2022年1月10日至2月7日 

表格 

 I. 頒授對象：本科生 

 

(1) 崇基學院「與你同行」助學金（2名） 

(3) 高叔平助學金（2名） 

(5) 李觀信紀念助學金（4名） 

(2) 菁社 (一九七三年)畢業四十週年紀念助學金（3名） 

(4) 劉蘇女紀念獎（1名） 

(6) 王茂林夫人助學金（1名） 

 II. 頒授對象：指定本科生 

 

(1) 曦社(一九六八年度) 經濟及工商管理學助學金：工商管理學院及經濟學 

(3) 劉殿爵紀念助學金：中國語言及文學 

(5) 李觀信哲學紀念助學金：哲學二年級生  

(7) 王茂林夫人助學金：神學院（2名） 

(2)  何宜坤紀念助學金：社會工作學 

(4)  劉繼興郭碧蓮伉儷助學金：工商管理學士綜合課程或專業會計學 

(6) 蘇許少萍醫生<醫‧仁‧緣‧道>助學金：醫學 

(8) 賴寶勤助學金：翻譯 

有關獎項詳情及申請表格，請瀏覽 https://www.cuhk.edu.hk/ccc/scholarships 查詢，歡迎致電 3943 6991/電郵至 doracheung@cuhk.edu.hk。

各獎學金之申請詳情及遴選日期可能會因應情況而有所改動， 

https://www.news.ccc.cuhk.edu.hk/awards/download/2022/g1a-b/form2122.pdf
https://www.news.ccc.cuhk.edu.hk/awards/download/2022/g1a-b/details2122.pdf
https://www.news.ccc.cuhk.edu.hk/awards/download/2022/g2/form2122_chi.pdf
https://www.news.ccc.cuhk.edu.hk/awards/download/2022/g2/details2122.pdf
https://www.news.ccc.cuhk.edu.hk/awards/download/2022/g3a/form2122_chi.pdf
https://www.news.ccc.cuhk.edu.hk/awards/download/2022/g3a/details2122.pdf
https://www.news.ccc.cuhk.edu.hk/awards/download/2022/g3b/form2122_chi.pdf
https://www.news.ccc.cuhk.edu.hk/awards/download/2022/g3b/details2122.pdf
https://www.news.ccc.cuhk.edu.hk/awards/download/2022/g3c/form2122_chi.pdf
https://www.news.ccc.cuhk.edu.hk/awards/download/2022/g3c/details2122.pdf
https://www.news.ccc.cuhk.edu.hk/awards/download/2022/g3d/form2122_chi.pdf
https://www.news.ccc.cuhk.edu.hk/awards/download/2022/g3d/details2122.pdf
https://www.news.ccc.cuhk.edu.hk/awards/download/2022/g3e/form2122_chi.pdf
https://www.news.ccc.cuhk.edu.hk/awards/download/2022/g3e/details2122.pdf
https://www.news.ccc.cuhk.edu.hk/awards/download/2022/g3f/form2122_chi.pdf
https://www.news.ccc.cuhk.edu.hk/awards/download/2022/g3f/details2122.pdf
https://www.news.ccc.cuhk.edu.hk/awards/download/2022/g4/form2122_chi.pdf
https://www.news.ccc.cuhk.edu.hk/awards/download/2022/g4/details2122.pdf
https://www.news.ccc.cuhk.edu.hk/awards/download/2022/g5/form2122.pdf
https://www.news.ccc.cuhk.edu.hk/awards/download/2022/g6/form2122_chi.pdf
https://www.news.ccc.cuhk.edu.hk/awards/download/2022/g6/details2122.pdf
https://www.news.ccc.cuhk.edu.hk/awards/download/2022/g7/form2122_chi.pdf
https://www.news.ccc.cuhk.edu.hk/awards/download/2022/g7/details2122.pdf
https://www.news.ccc.cuhk.edu.hk/awards/download/2022/g8a/form2122_chi.pdf
https://www.news.ccc.cuhk.edu.hk/awards/download/2022/g8a/details2122.pdf
https://www.news.ccc.cuhk.edu.hk/awards/download/2022/g8b/form2122_chi.pdf
https://www.news.ccc.cuhk.edu.hk/awards/download/2022/g8b/details212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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