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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屆香港學界觀鳥比賽
主辦單位：漁農自然護理署香港濕地公園及香港觀鳥會

胡秀英植物標本館植物繪畫比賽
主辦單位：香港中文大學生命科學學院胡秀英植物標本館

日期：2018年 12月 8日
參與同學： 6C 鍾欣樺 6C 布綽嵐
 6C 陳詠絲 6C 鄭愛琳

獲得獎項：香港學界觀鳥比賽 - 亞軍 

參與同學：6D 黃庭茵 日期：2018 年 11 月 24 日
獲得獎項：中學組季軍

植物繪畫主要注重植物的辨認特徵，有別於視藝課以藝

術為主的繪畫。評審以植物物種鑑別特徵 ( 顏色準確、
描繪部位的科學特徵 )，繪畫技巧及整體構圖去評選。

黃同學所繪畫的植物是捕蠅草，作品清晰描繪捕蠅草形

態、花果莖葉及捕食昆蟲的姿態。

獎品是由大會主評審「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曾孝濂教授」親筆簽名的郵

票套裝，曾教授是國家級植物畫大師，中國歷年郵票上的植物、昆蟲及雀鳥大

多都是出自他手筆，能夠接受由曾教授親自頒發的獎品實在別具意義。

得獎同學感想：

這個比賽要求參賽者在限定時間內記錄指
定路線上的鳥類品種，以分數最高者為
勝。是次比賽中共有 36隊參賽，當中不
乏過往多次獲獎的學校所派出的隊伍，實
在是高手如雲。

雖然我們並不是初次參加這個比賽，但由於今年賽制有著很大
的變動，我們需要重新適應新增的規矩和地點。值得一提的是
比賽新增了一個設有加分題的隱藏檢查站，我們必須在比賽當
日尋找該檢查站的位置，幸好我們在訓練中熟悉了比賽範圍，
並以最快的速度找到隱藏檢查站。到達檢查站後，義工們會抽
出五幅雀鳥相片要我們立即辨認雀鳥品種，最終我們憑著對鳥
類的瞭解答對全部問題取得了滿分的成績。

頒獎典禮上，當評判宣佈我們榮獲亞軍時，實在是十分意外。
因為從未想過能夠在眾多優秀隊伍之中脫穎而出。藉此我們要
感謝學校老師的支持和陪伴，給予我們機會參加比賽增廣見
聞，獲得更多人生經歷。

最後，身為中六生的我們很榮幸能夠在中學生涯中的最後一年
代表學校出賽，並為學校爭光。儘管在繁重的學業中抽出空檔
訓練觀鳥技巧和參加比賽並不容易，但有幸在比賽中獲獎無疑
是對我們能力的肯定，鼓勵我們在學習之餘發展自己的興趣，
取得更高的成就。這個獎項亦成為我們在中學生活中的深刻印
記和最有意義的畢業禮物，讓我們在邁進人生新階段之前留下
一段難忘的回憶。

2



日期：2019年 8月 1、 2、5、6日
參與同學：全港 60名中學生
取錄同學：4B 陳家瑩、4C 廖兆熙

課程內容：

中醫與現代醫學講座、參觀中醫藥房和解剖實驗室、分組示

範經絡與針灸療法，分組製作紫雲膏、艾草蚊香、甘麥大棗

茶及枸杞桂圓菊花茶

海洋生態及保育暑期課程
主辦單位：漁農自然護理署及香港科技大學海洋科學系

香港大學夏日中醫體驗課程 2019
主辦單位：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

日期：2019年 7月 2至 5日
參與同學：全港 40名中學生
取錄同學：4C 馮俊揚、5C 楊永傑

課程內容：講座、戶外考察、實驗及分組研究

課程目的：

•	加強學生在海洋生態及保育方面的知識

•	體驗如何進行海洋研究及增加進行小組項目的經驗

課程目的：

讓尖子在香港大學校園體驗港大

生活，親身嘗試中醫藥文化活動

3



「高校科學營 2019」優秀高中生獎勵計劃

「高校科學營 2019」優秀高中生獎勵計劃，由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及國家教育部主辦，並由香港學生活
動委員會及香港直接資助學校議會承辦。本校十位經甄選的中四同學於 2019年 7 月 8 至 14日到上海
同濟大學住宿，以體驗高校生活。

牙籤搭橋比賽中獲得：

三個一等獎及兩個三等獎

上海同濟大學是歷史悠久、聲譽卓著的中國著名高等學府。

同濟大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直屬的全國重點大學，

是「雙一流」(A類 )、「211工程」、「985工程」重點
建設高校。同學參與「高校科學營 2019」與來自全國各地
的優秀菁英中學生深入交流，分享學習。活動包括中國科

學院院士專家及名師講座，參觀科技場館、科研中心、高

新技術園區、國家重點實驗室等，以及當地著名歷史文化

景點、具地域特色的活動項目。

參與同學：

4A 林晴鈅 4C 廖兆熙
4B 陳家瑩 4C 鄧穎心
4C 李芷瑤 4D 危煒杰
4C 馮俊揚 4D 柯俊雄
4C 左芸熙 4D 徐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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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際籃球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第三組（港島）男子組

校際乒乓球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第三組（港島）男子組

校際游泳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第三組（港島區）

獲得獎項：

男子甲組團體冠軍

男子乙組團體第六

男子丙組團體亞軍

男子組總冠軍

2019-2020 年度升級至
第二組（港島）男子組比賽

參賽同學：

6D  張子軒
獲得獎項：

50米背泳亞軍
100米背泳季軍

獲得獎項：

男子丙組團體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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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少年財政司」
主辦單位：香港小童群益會主辦、教育局及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協辦

「敢．創．未來」師友計劃」
主辦單位：香港科技大學及香港青年協會

2019 香港青少年軍事夏令營
主辦單位：羣力資源中心、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

日期：2018年 9月
目的：「少年財政司」為多方面培訓與實踐的理財大使培訓

計劃。參與學生會接受培訓、探訪財經及政府機構等，

並透過各項活動，包括於學校成立理財學會、參與公

益活動、展覽、接受傳媒訪問、出席城市論壇、面見

政府官員等，表達對政府財政預算案的意見，擔起向

社會各界推廣正確理財觀念的責任。

參與同學：3C 林雲杰 3D 吳宇峰

日期：2019 年 1月至 7月
目的：主要分為兩部份，包括「師友會面」及「跨學科體驗

活動」。每位參加者獲配對一位科大學者為導師，透

過與導師聯絡，師友可以進行深入交流和經驗分享。

參加者在科大學者及學生的帶領下，以小組形式進行

活動，讓參加者更了解大學的學習模式，認識不同學

科領域的最新研究及發展。

參與同學：5D 劉嘉儀

目的：透過紀律訓練和專題講座培養學生的品德、領袖才能，

以及刻苦、自律、守紀和團結的精神。

日期：2019年 7月 14日至 28日 (為期 15天 )
地點：駐香港部隊粉嶺新圍軍營

參與同學：3A 洪嘉希 5D 馮渝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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勁武飛揚第 22 回首屆世界武術錦標賽
主辦單位：李勁德武術製作

第 16 屆全港傳統中國武術個人賽
主辦單位：香港大學武術舊生會

第三屆全港中小學武術錦標賽 2019
主辦單位：傑青武術暨音樂藝術中心、龍武館

個人賽：

金獎 (男子短器械 )十字梅花挑刀 4B 陳慶禮
金獎 (男子傳統拳 )千字掌 3A 鄧易熙
金獎 (女子傳統拳 )千字掌 3B 蘇詠蕎 
金獎 (男子短器械 )洞簫 3A 謝朗晨

集體賽：

金獎 (集體拳操 )千字掌
3A 鄧易熙
3A 謝朗晨
5A 劉泓迪
3A 嚴永鍇
3B 蘇詠蕎
4B 陳慶禮
5C 叶展豪 

獲得獎項：

冠軍 (南方嶺南 青 /成年組 長器械 )洪家纓槍 4B 陳慶禮
季軍 (南方嶺南 少 /成年組 手法拳術 )千字掌 3A 鄧易熙
季軍 (南方嶺南 青 /成年組 短器械 )洪家單刀 5A 劉泓迪
優異獎 (南方嶺南 混合組  奇門兵器 )洞簫 3A 謝朗晨

日期：2019年 7月 7日

日期：2019年 3月 24日

日期：2019年 5月 25日

獲得獎項：

金牌 (一等獎 ) (中學組 傳統器械 ) 十字梅花挑刀 4B 陳慶禮
金牌 (一等獎 ) (中學組 傳統拳術 ) 千字掌 3A 鄧易熙
金牌 (一等獎 ) (中學組 傳統拳術 ) 千字掌 3B 蘇詠蕎
銀牌 (二等獎 ) (中學組 傳統器械 ) 洪家單刀 5A 劉泓迪
銀牌 (二等獎 ) (中學組 傳統拳術 ) 千字掌 3A 嚴永鍇
銅牌 (三等獎 ) (中學組 傳統器械 ) 洞簫 3A 謝朗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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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委員會
總顧問：楊昌俊副校長      編輯委員：高家浩老師、張詠斯老師、任潔婷老師、梁啟賢老師、馮靜文老師

香港‧澳門‧莞城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活動
主辦單位：東莞市科學技術協會

日期：2019 年 7月 13-14日

無人機小飛手挑戰賽
獲得獎項：三甲 - 冠軍、亞軍、季軍

BDS機器人擂臺賽
獲得獎項：冠軍

參與同學：4C 陳志豪 6A 陳志生
 4C 柯秉興 6A 陳芷淇
 4C 蔡子軒 6C 余浩龍
 4D 謝倩宜 6D 馮智謙
 4D 符嘉文 6D 梁恩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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