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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永龍
香港中文大學

麥暢鵬
香港大學

鄧兆達
香港大學

陳永祐
香港大學

陳慶威
香港理工大學

黃彥澄
香港科技大學

譚仕東
香港科技大學

麥凱筠
香港浸會大學

何以歷
香港教育大學

應對疫症  沉着應戰

    努力耕耘  實現理想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2020) 整體 合格率 94%

合格率達100%的科目 7科

合格率高於全港水平的科目 16科

歷屆文憑試畢業生入讀本港大學
本港大學 部份學系

香港大學 社會科學 中文教育 理學 工學

香港中文大學

工商管理 全球研究 中國語文及文學 地理與資源管理

經濟學 中國研究 理學 能源與環境工程

日本研究 人類學 電子工程

香港科技大學 工程學 理學 經濟學

香港理工大學

工商管理 物理治療學 土木工程 工程學

會計學 放射學 理學 屋宇設備工程學

投資科學 護理學 電機工程 工業及系統工程

香港浸會大學
傳理學 工程學 人文學 中國研究社會科學

工商管理 理學

香港城市大學 工商管理 化學 建築學 電腦科學

嶺南大學 工商管理 社會科學 視覺研究

香港教育大學 科學教育 幼兒教育 通識教育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教育

廖孟怡
香港中文大學



科學科技教育平台
Science & Technology Park

生物科技
Biotechnology

植物組織培育室
Plant Tissue Culture Laboratory
• 在無菌的環境下，進行植物組織培養與複製的研究

• 研究培養基的配製及激素的運用，對植物生長的影響

• 研究組織培育所需的條件

基因研究實驗室
DNA Laboratory
提取生物基因實驗

• 如提取士多啤梨細胞、人體毛囊細胞或人體口腔細胞的基因

• 製作「基因」頸鏈

• 增加同學對細胞和基因的認識

基因指紋法鑑定實驗

• 可用作親子鑑定和辨別罪犯

• 同學透過比較基因片段來區別不同的個體

淡水生物展示缸
Freshwater Aquarium
• 缸內佈置了一個熱帶水族生境，飼養了不同種類的淡水魚類

• 展示大自然淡水生物的多樣性

水生生物研習室
Aquatic Organisms Laboratory
• 進行各類研究，包括水生生物及水質實驗

• 保育本地原生品種魚類

• 繁殖各類魚兒及小蝦

生物污水處理系統
Biological Sewage Treatment System
• 利用微生物及水生植物，淨化污水

• 能有效改善水質，並使水資源循環再用

水族保育  Aquatic Conservation 

學生提取口腔細胞的基因

本校繁殖的神仙魚

水生生物研習室2



蘭花種植

蘭苑 蘭軒

水培菠蘿

無土種植

有機種植

溫室種植

環控水簾溫室

日本香印提子花

綠化校園  連續2年獲獎
2019/20年度  綠化校園工程獎

園藝保養組 冠軍

2C 羅天藍

2C 梁婉姿

2D 沈卓穎

科技種植
Planting Technology 

3



生態環保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生態溪流
Freshwater Stream
• 模擬溪流生境，展示不同的水生生物，認識生物與環境之間的關係

• 展示生態系統的運作，如：食物鏈、能量流

• 利用數據收集儀進行水質測試

生態花園
Ecological Garden
• 建立大自然生態系統，認識保育的重要性

• 種植不同的植物，如豬籠草、薛荔及白掌等，展示植物的多樣性

• 吸引昆蟲以此作為棲息地，如：蜜蜂、蝴蝶及蜻蜓等

濕地植物展示閣
Wetland Plant Display 
• 有八個模擬濕地生態環境的展示缸

• 展示濕地的生物，包括多種濕地植物及生物

• 植物：馬蹄、慈菇、風車草、布袋蓮、金魚草、金錢草及紫藍星

• 生物：龜及魚

瀕危物種標本櫃
Specimens of Endangered Species
• 展示瀕危物種標本

• 提高學生對保護瀕危物種的意識

再生能源設施
Renewable Energy Facilities
• 展示如何透過太陽能熱水器、太陽能發電板、風力發電裝置以產生能源

• 說明再生能源與能源效益的關係

• 推廣節約能源的重要性

魚菜共生2.0
Aquaponics 2.0
• 學生曾運用魚菜共生2.0系統，利用科學方法成功種植以下的蔬菜和蔬果，包括苦瓜、青瓜、秋葵、辣椒、燈籠椒、西葫

蘆、番茄、羅馬生菜、芥蘭頭、紫紅尖麥、芥菜、冬冬菜、沙拉生菜、白菜等。

沙拉生菜

辣椒

番茄

西葫蘆

白腰文鳥(Lonchura striata) 

在生態花園內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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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人實驗室
Robotics Laboratory
• 推廣各種自動化與機械人的科技

• 學生利用機械人實驗室的設備，設

計及製作機械人

機械人科技  Robotics
STEM+ 科創中心
STEM+ Innovation Centre
• 為學生提供研發創新科技的空間及訓練課程。

• 中心內設有先進的生產設備，讓學生結合科學(Science)、科技(Technology)、
工程(Engineering)及數學(Mathematics)四項跨學科知識，創製屬於自己的
產品。

智能植物園
Intelligent Botanical Garden

機械人實驗室

智能植物園

腦震盪區

自動化生產區

創客實踐區 測試實踐區

• 利用紅外線感測系統控制霧化設備，以調節智能植

物園的溫度及濕度

• 展示如何透過綠化改善熱島效應的問題

• 展示自動化系統的運作

• 展示不同的植物生境，如苔蘚植物、蕨類植物及農

作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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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資優培訓課程

科學遊踪

研究技巧 研究方法

觀察

自然環境 收集水的樣本，利用顯微鏡觀察水中的微生物。

生物
採集蝌蚪、毛蟲、菜蟲等生物，在實驗室飼養並觀察牠們的成長過程。

運用應用程式辨認科學園內不同的動植物，並進行了生物多樣性挑戰比賽以記錄校園內的不同生物。

量度
設施、植物 自行製作量度工具，量度本校科學園內的設施及植物的高度。

水質 利用數據處理器(Data logger)量度水質及環境的樣本，例如：温度、酸鹼度及含氧量。

第一層

第三層  校外支援

第二層  校本抽離式計劃

第一層  校本全班式教學

使用數據處理器 (Data logger) 量度水質 利用iPad應用程式辨認不同的動植物 收集溪流水樣本 觀察幼蟲蛻變成蝴蝶過程

觀察菜蟲的成長過程

尖子學生搜集及記錄校園生態

第三層 第二層

城市自然挑戰香港校際賽2019

發現菜蟲 飼養 結蛹 成蝶

十八中生態大搜查
6



科技資優培訓課程
創客教育 解難 實踐 創意

問題導向式學習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第一層 校本課程

第二層 抽離式培訓

• 香港機械奧運會

• 機械奧運會國際賽

• 創客挑戰賽

校本課程 學習點

1
四足步行機械人

軌跡機械人

•  編程

•  紅外線感應器原理

•  雷射切割機的原理及操作

2 滑翔機

•  空氣流體力學

•  風洞測試實驗

•  打磨及切割機械

3 電子學與微電腦控制
•  電路及電阻

•  以微電腦編程控制燈光

4 專題研習 • 設計自動化系統以解決生活難題

1 無人機
•  無人機原理及操控

•  編程

2 小導師培訓(30名)

•  3D繪圖及打印

•  雷射切割

•  CNC生產科技

第三層 科技比賽尖子培訓

MBOT機械班

3D打印培訓班

內地與港澳青少年STEAM創客挑戰賽香港機械奧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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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領袖生長 副領袖生長

目的
1. 發展學生潛能

2. 提升學生科學及科技素養

3. 以STEM模式以加強學生的共通能力及解難能力

4. 增加學生歸屬感

工作目標
1. 尖子培訓

• 培訓科學小領袖，並推薦他們參加全港及國際比賽

• 協助學校管理科學園

2. 推廣科學園

• 培訓學生成為導賞員

• 為小學生擔當小導師，推廣科學科技

學生質素
• 品學俱佳

• 對學習內容有特殊技能

• 熱愛科學∕科技

• 投入活動，盡責守紀

工作大綱
• 籌備及帶領活動

• 科學比賽

• 專題實驗及實驗記錄

• 資料搜集

• 科學園當值

• 日常運作維護

• 宣傳活動

• 對外服務

• 聯繫組員

科學園 領袖生組織

學生組織結構

生物科技 科技種植 生態環保 水族保育 智能植物園 機械人科技

正、副組長 正、副組長 正、副組長 正、副組長 正、副組長 正、副組長

組員 組員 組員 組員 組員 組員

科學園領袖生與教職員合照

領袖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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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比賽 獲獎超過289項

埠際∕國際

冠軍

埠際∕國際

亞軍

埠際∕國際

季軍

埠際∕國際

殿軍
全港第1名 全港第2名 全港第3名 全港第4名

9項 12項 25項 14項 53項 53項 52項 33項
包括

最佳設計獎 最佳工藝獎
國際∕埠際

第1名

國際∕埠際

第2名

全港第1名∕

一等獎

全港第2名∕

二等獎
全港第3名

5項 2項 3項 1項 67項 35項 18項
包括

泰國 中國鞍山 中國上海

2019趣味科學比賽「拾級而下」 2018趣味科學比賽「缺一不可」 2017趣味科學比賽「適可而止」

優勝盃

展覽盃
挑戰盃 全港第1名 全港第2名 全港第3名 區際第1名 區際第2名 區際第3名

10項 6項 124項 114項 87項 25項 31項 17項
包括

冠軍 盆花組 及
冠軍 其他多年生植物
（盆口內直徑超過25cm） 學界全場總冠軍（展覽盃）及中學組總冠軍（優勝盃） 挑戰盃

花卉比賽 獲獎超過414項

科學比賽 獲獎超過17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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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學生成績

全級首三名
年級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一級 1B 張柏晞 1B 熊佳穎 1A 廖子潁

中二級 2C 王傲雪 2B 曾家欣 2A 程凱儀

中三級 3C 吳敏兒 3C 霍梓俊 3B 謝俊煒

全班首三名
班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1A 廖子潁 佘詩淇 朱巧怡

1B 張柏晞 熊佳穎 陳彦穎

1C 陳俊天 陳善盈 關易恒

1D 莊靜妏 曾銘泉 鄭奕雯

2A 程凱儀 李佩珊 梁健彬

2B 曾家欣 黃嘉盈 李詠心

2C 王傲雪 王凱埕 梁卓航

2D 吳月兒 謝舒豪 張銅恩

3A 張佩珊 梁智康 吳偉鋒

3B 謝俊煒 鄭浚豪 梁嘉怡

3C 吳敏兒 霍梓俊 朱家淇

3D 陶泯菱 沈珮翹 彭圳楠

4A ALI 朱偉明 鄧善欣

4B 李亮瑩 陳雍婕 黃智賢

4C 葉子羿 梁凱盈 陳倩媛

4D 余靜婷 陳凱欣 吳曉南

5A 張穎兒 鄧梓軒 羅晶滢
5B 伍子晴 蕭映彤 黃一鳴

5C 陳俊明 鄒杰朗 張灼鍵

5D 溫亮智 林雪怡 陳俊熙

服務獎
1B 熊佳穎 2B 曾家欣 3C 朱家淇

4B 林凱悠 5B 蕭映彤

活動獎
1D 葉紀均 2B 阮彩冰 3B 曾家榮

4C 張淳培 5C 羅珮瑩

學科優異成績
初中 各科全級第一名

科目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英國語文 1B 愛麗莎白莎莎 2C 王傲雪 3C 艾 玟

應用英語 1B 張柏晞 2C 王傲雪 3C 霍梓俊

中國語文 1B 熊佳穎 2C 王傲雪 3B 梁嘉怡

數學 1B 張柏晞 2C 王傲雪 3B 謝俊煒

通識教育 1B 熊佳穎 2C 梁卓航 3B 曾家榮

物理 --- --- 3B 謝俊煒

化學 --- --- 3C 梁羡柔

生物 --- --- 3C 吳敏兒

科學 1B 鄭凱軒 2B 曾家欣 ---

普通電腦 1C 丘國宏
2B 曾家欣

2C 王傲雪
3B 梅楚怡

經濟 --- 2B 曾家欣
3B 曾家榮

3C 霍梓俊

地理 1B 陳梓鵬 2C 王傲雪 3D 陶泯菱

中國歷史 1C 陳俊天 2B 曾家欣 3D 陶泯菱

歷史 1A 佘詩淇 2B 曾家欣 3C 朱家淇

綜合商業 --- ---
3B 梁嘉怡

3C 梁羡柔

音樂 1C 陳善盈
2A 程凱儀

2D 陳祉妤
3C 霍梓俊

視覺藝術 1D 李埝茵 2C 梁婉姿 3C 吳敏兒

體育 1C 黃巧晴 2B 李沁蓓 3B 蔡曉儀

設計與科技 1C 陳善盈 2C 周子竣 3B 鄭浚豪

普通話
1A 張晞桐

1B 熊佳穎
2C 王傲雪 3D 謝宇詠

高中 各科全級第一名

科目 中四級 中五級

英國語文 4A ALI 5C ARSHAD ASAAD
中國語文 4A ALI 5B 伍子晴

數學（必修部分） 4B 楊福田 5B 黃一鳴

數學（延伸部分—單元一） 4A 鄧善欣 5B 黃俊宇

數學（延伸部分—單元二） 4A ALI 5B 黃一鳴

通識教育 4B 陳雍婕 5B 伍子晴

物理 4B 李亮瑩 5B 黃一鳴

化學 4B 陳雍婕 5B 陳照燊

生物 4B 黃安庭 5A 張穎兒

組合科學（物理、生物） 4C 石旻昇 5A 鄧梓軒

組合科學（化學、物理） 4A ALI 5B 譚梓霖

組合科學（生物、化學） 4B 李亮瑩 5B 樊珈詠

資訊及通訊科技 4D 余靜婷 5D 陳俊熙

經濟 4A ALI 5B 伍子晴

地理 4C 石旻昇 5B 蕭映彤

中國歷史 4B 林凱悠 5B 蕭映彤

歷史 4B 林凱悠 5B 郭靖彤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4D 吳曉南 5B 伍子晴

2019-2020
學生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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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獎項2019-2020
中文科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獨誦
冠軍 3B 何卓峰

季軍 1A 佘詩淇

優良獎狀 1A 程凱瑩 2A 李佩珊

良好獎狀 2B 曾家欣 2B 黃雅茵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獨誦

優良獎狀

2B 梁嘉瑜 2B 曾家欣

3C 朱家淇 4B 蔡美籽

4C 歐陽珈藝

公民教育論壇

傑出表現獎 5B 樊珈詠 5B 郭靖彤

積極表現獎 5B 蕭映彤

《雞蛋是我們的隱喻》

刊登文章 4C 陳潔盈 4C 陳映諭

通識科
保障私隱學生大使‧學校夥伴嘉許計劃 2019

學校夥伴金章
5B 樊珈詠 5B 陳鈺雲

6C 陳琸俐 6C 曾樂恩

商業科
企會財獎學金 5B 伍子晴

企會財模擬考試

優良獎狀
6B 何以歷 6B 黃永龍

6B 黃倩琳 6C 陳卓怡

生物科
課外不停學—

環境生態文化網上學習課程獎勵計劃2020
中學組 金獎 3C 梁羡柔

中學組 銅獎 4B 李亮瑩

音樂科
聯校音樂大賽2020

中學聲樂獨唱（初級組）金獎 3D 謝宇詠

中學聲樂獨唱（初級組）銅獎 1D 葉紀均

鋼琴演奏組 銀獎 5B 梁德康

中學木管樂（長笛）

（獨奏中級組）銅獎
4B 陳巧琳

第四屆香港演藝精英盃音樂大賽2019
鋼琴獨奏少年高級組 亞軍 5B 梁德康

體育科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4C 張淳培

元朗區學界 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400米 冠軍 5C 梁常禮

男子甲組800米 冠軍 5C 梁常禮

女子甲組200米 冠軍 4C 張淳培

男子乙組1500米 冠軍 3B 曾家榮

男子乙組3000米 冠軍 3B 曾家榮

女子丙組100米 冠軍 2B 阮彩冰

女子丙組200米 冠軍 2B 阮彩冰

女子甲組 跳高 季軍 4C 張淳培

男子乙組3000米 季軍 4A 陳日朗

男子甲組 鐵餅 殿軍 5C 鄒杰朗

男子乙組1500米 殿軍 4A 陳日朗

男子乙組團體 優異獎

2C 盧炳熹 3A 葉 銘

3B 曾家榮 3D 李德龍

3D 王 浩 4A 陳日朗

4B 鄭傑之 4B 鍾舜行

4C 李愷洛

元朗區學界 越野比賽
男子乙組個人 冠軍 3B 曾家榮

男子乙組個人 亞軍 4A 陳日朗

男子乙組團體 季軍

2A 馬辛銘 3B 曾家榮

3D 李德龍 4A 陳日朗

4B 鍾舜行 4B 楊福田

元朗區學界 手球比賽

女子甲組團體 亞軍

5B 貝芷彤 5B 陳彥嘉

5B 郭艷芬 5C 羅珮瑩

5D 袁嘉茵 6A 朱昊晴

6C 羅芷淇 6D 張穎芝

6D 姚慧儀

元朗區 第四十四屆 田徑運動大會
男子C組 鐵餅 冠軍 5C 鄒杰朗

女子C組 4X100米 冠軍
4C 張淳培 5B 貝芷彤

5D 袁嘉茵 6A 朱昊晴

女子C組 標槍 冠軍 6D 姚慧儀

女子E組 100米 冠軍 2B 阮彩冰

女子E組 200米 冠軍 2B 阮彩冰

男子C組 1500米 亞軍 4C 陳祿棋

男子C組 鉛球 亞軍 6A 胡文浚

女子C組 標槍 亞軍 5C 羅珮瑩

女子C組 跳高 亞軍 4C 張淳培

女子D組 4X400米 亞軍
3C 鄭鎧汶 4A 鄧善欣

4C 陳韻堯 4C 林琬淇

男子C組 標槍 季軍 5D 鄧慶斯

男子D組 鉛球 季軍 4C 李愷洛

女子C組 標槍 季軍 6D 張穎芝

女子C組 鐵餅 季軍 5C 羅珮瑩

女子D組 1500米 季軍 3C 鄭鎧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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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少年團

公益少年團 團員獎勵計劃
一等榮譽級 6C 陳琸俐

二等榮譽級 6C 陳琸俐 6D 李紫萱

三等榮譽級
6B 招穎妍 6B 李卓瑩

6D 李紫萱

中學高級章

5A 李澤豐 5C 林惠菁

5C 馬筠雅 5D 簡樂儀

6B 譚仕東 6B 麥暢鵬

6D 李紫萱

2019-2020團隊獎勵計劃 積極團隊獎

慈善花卉義賣籌款 優異獎

慈善清潔籌款 優異獎

女童軍
優秀隊伍選舉計劃2018-2019

優秀隊伍

2A 張妙雯 2B 張紫淇

2B 李秀雯 2B 吳潁姍

2B 黃嘉盈 2D 張玉苗

2D 李雅雯 3B 陳潔瑩

3B 鄭子晴 3B 江玥霖

3B 李寶鈞 3D 陶泯菱

4B 陳雍婕 4B 林凱悠

4C 陳倩媛 4C 梁凱盈

4D 陳凱欣 4D 蔡彩利

5A 劉詠珊 5B 林靖晞

5C 馬筠雅 5D 簡樂儀

5D 曾雪儀 6A 盧佩珊

6B 張珮枝 6B 招穎妍

6B 江芷彥 6B 黎謹寧

6B 李卓瑩 6C 陳琸俐

6C 安 琪 6C 曾樂恩

6D 劉美寶 6D 李紫萱

隊伍優秀女童軍2020 5D 簡樂儀

獎學金
2019「明日之星」—

上游獎學金

4A 王 毅 5B 艾提嘉

6C 陳慶威

應用學習獎學金
（2018/19學年）

6C 詹家榮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
高中學生獎 2019/20 6A 馮芯悅 6B 黃永龍

元朗區文藝之星嘉許計
劃2019/20 3C 蘇彥行

青苗學界進步獎
2018-2019

2A 鄭樂怡 2B 劉卓彥

2B 李詠心 3B 簡愷延

3B 黃朗日 4A 王 毅

4A 胡子琛 4B 蔡新濠

5A 陳珺濤 5C 李卓謙

5D 陳俊熙 6A 王譯謙

公益少年團  積極團隊獎
• 鼓勵團員關心社會、熱心公

益、主動參與各項社會服務

• 為公益金籌款

• 團隊獎勵計劃

• 團員獎勵計劃

（本校學生是元朗區2020年唯
一一位一等榮譽級團員）

女童軍 150 NT COY  優秀隊伍
• 透過多元化的活動，讓女童軍提升知識技能和品格，建立

自信

• 女童軍積極參與社會服務，履行對社區的責任，成為有責

任感的世界公民

少年警訊
• 歷奇活動訓練日

• 野外求生技能訓練日

民安隊
• 步操訓練

• 遠足

紅十字會
• 步操訓練

• 陸運會救傷支援工作

領袖培訓 服務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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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服務

領袖培訓計劃

高中 iTeen 義工領袖計劃

目標：

• 培養正面的價值觀

• 讓學生透過籌辦活動，擴濶學習經驗

• 發展人際溝通能力及領導才能

活動：

• 義工領袖培訓計劃

• 籌辦展覽

• 籌辦問答比賽

• 籌辦電影欣賞活動

• 帶領參觀活動

目標：

• 發展學生領導才能

• 提高學生自尊感及自信心

• 培養學生關愛及承擔精神

• 培養學生能設計及籌辦大型活

動的能力

活動：

• 領袖培訓講座

• 領袖培訓工作坊

• 領袖培訓營

• 成果分享及檢討會

• 組成約60人的義工隊

• 由高年級同學組成籌委會，商

討全年活動，帶動同學參與

• 活動除了校內服務之外，也會

到本區服務居民，過去有「重

聚Teen倫—聖誕派對」、

「義工培訓及環保互動工作

坊」及「聖誕送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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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
本年度特別活動

• 香港文學館「飲食」為題活動：

閱讀寫作坊

專題講座

• 作家到校寫作班

• 作家講座

• 校本寫作訓練

• 校本說話訓練

• 出版《益思集》及《十八翰林》

通識科
專題研習 跨學科合作

研究題目： • 市區更新—「環境與可持續發展」

考察地點： • 灣仔、中環及油麻地

學習目的：

• 探討可持續發展、市區更新、重建發展、

文物保育、舊區活化及樓宇復修等問題

• 教授學生專題研習的技巧，

如：擬題、搜集資料、設計問卷、分析資

料及擬寫報告等

模擬法庭計劃

• 協助學生建立自信、解難能力、應變技巧及團隊合作的精神，培養正面積極的態度；

• 提升學生對公民責任、法治、公義等概念的認識和認同，強化其批判思考及道德判斷的能力；

• 協助學以多角度探討犯罪行為的後果和影響，例如：個人、朋輩、家庭、社會、國家等，培養及發展學生多角度思維的

能力。

知識與趣味並重的學習生活

數學日 主題：黃金比例上載教學影片到網上平台，
供學生自學及溫故知新

中文科每年定期出版文集，匯聚學生及老師的作品，推廣寫作的風氣。

作家米哈主講由香港文學館舉辦的到校專題講座
本校兩名學生的作品獲刊登於
《雞蛋是我們的隱喻》

數學科
拔尖保底課程

• 初中數學增潤課程

• 數學英語銜接課程

• 文憑考試自學教室

Youtube

Edpuzz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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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ve classroom activities
• Drama performance

• Group presentations

• eLearning activities

Educational provisions for diverse learners
• Saturday English classes (conducted by NETs)

• The Cambridge Key English Test classes (KETfs 
and PETfs)

• Speaking exam training

• Emcee training

• Summer bridging course

• Revision classes for junior form students

• Revision classes for the HKDSE exams

Activities
• English ambassadors

• English emcees

• English café

• English week

• English game booths

•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 Band show

• Festival celebrations

• Book exhibition

English Department

Book exhibition

Band show

English Café

Game boothsHalloween celebration - Mask 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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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is organized by the Harvard Club of Hong Kong .

In 2020, out of 200 students who joined the Book Prize Competition, 
11 were chosen as semi-finalists.

Harvard Book Prize

1st runner-up
AATIKAH KASHAN

71st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2nd runner-up
2A CHING HOI YEE 

3B HO CHEUK FUNG

Merit

1B LEUNG HOI KIU EMILY

1B SHI CHERRY KAI KIT

1C AU CHEUK WING

1C CHAN WAI CHING

1C LUI YIN

1C TANG PUI KIU

2B LEE SAU MAN SAMANTHA

3B WU CHEUK LUN

3C CHU KA KI

3C KONG HO YAN

3C NG MAN YI

3C TSUI TSZ CHUN

4B LAU TSZ WING

4D YU CHING TING

5B KEUNG YAT CHING

Proficiency 2D TAI TSZ MAN

The Most Avid Reader 
Award

ALISHBA SHAHZAD

KETfs
LIN SHUN YIN
WANG AOXUE

PETfs
MEI CHUYI
NG MAN YI

The Harvard Book Prize, Scholarship,
and Essay Award 2020

2A CHING HOI YEE
Winner of the Speech Festival and the judge

Cambridge English:
KETfs and PETfs

English Reading and Viewing 
Award Scheme 2019-2020

• Students can access more than 100 English books on 
HKedCity website. 

•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read more books.

Online Reading Award Scheme 
2020-2021

• Students  who have exce l lent  per formance or 
improvement in English will get various gifts or have a 
chance to join an English programme of a theme park.

English  Enrichment Award 
Scheme 2020-2021

Speech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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