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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傑出學生選舉 HKO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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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頒奬典禮已於2月26日透過網上直播圓滿舉行 由馬時亨教授 GBS JP擔任主禮嘉賓 以及
杜聰先生擔任頒奬嘉賓  

香港傑出學生選舉2019-20  網上頒獎典禮

本屆選舉得到 116 所學校的熱心參與 合共 347 名學生報名 參選人需要通過嚴謹的評選  由初
選評審團從中選出 40 位同學為決選生 而其中 10位學生 (5男5女) 則由決選評審委員會面試甄選
為得獎者 他們雖然在不同的背景及文化中成長 也各自有不同的經歷 卻共同擁有堅毅不屈的
精神 努力向上 終成為品學兼優 才藝兼備的傑出學生

今年十位得獎者包括
陳浩軒 –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趙爾納 –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Hong Jenna – 德瑞國際學校
郭曉霖 – 拔萃女書院
郭朗峯 – 喇沙書院
林梓穎 – 荃灣官立中學
梁芫穎 – 港島中學
李啟龍 Dylan Robinson – 德瑞國際學校
黃惟思 – 沙田學院
王詠鎔 – 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

本屆十位得獎生分別就連繫各方 種族平等 環境與氣候以及回饋社會分享個人看法 每位得獎
者都秉承 傑出就是付出 的信念 對各項社會議題都抱有獨特看法 各得獎生分享片段已經上
載至青苗基金YouTube頻道 歡迎到以下網址觀看
https://youtube.com/playlist?list=PLeOVqVODXFkF9Pbq7-tLrrAmyySTZo75L

本屆頒獎典禮網上直播影片已經上載至青苗基金YouTube頻道 歡迎到以下網址觀看影片 回
顧當日盛況
https://youtu.be/gry9nmqwY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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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傑出學生選舉 HKOSA

2019-20 得獎者訪問
當天得獎者接受多間傳媒專訪 包括 星島日報 明報 體路 香港經濟日報 Young Post
香港電台等 歡迎到青苗網站細閱各篇報導: 
https://www.youtharch.org/zh-hant/category/media-zh-hant/

香港傑出學生選舉2020-21 提名截止

今屆香港傑出學生選舉的截止日期為2月26日 現共收
到385份合資格參選表格

各評選環節及相關活動 如 筆試 評選日營 迎新
日 以及精進計劃等 將會相繼進行 確實日期及時
間請留意青苗基金網站 了解有關獎項的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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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委員會 YC

                                     
另外 YC也將會舉辦網上歷奇體驗 讓參加者
足不出戶就可以和其他人組成小組 參與網上
歷奇遊戲 一起破解難關 提升團隊合作與解
難能力 該活動截止日期為4月16日 歡迎各
位踴躍參加

https://www.youtharch.org/ycgf_april/

網上歷奇體驗

疫 境傳心思

青年委員會 YC 舉辦的 疫 境傳心思旨在讓參加者由1月20日至29日投稿 收集短句 相片
或圖畫 再透過製作成心意卡於疫情中向YC傳達正能量與鼓勵 心意卡設計亦將於青苗基金的社
交網站刊登



                                     
另外 YC也將會舉辦網上歷奇體驗 讓參加者
足不出戶就可以和其他人組成小組 參與網上
歷奇遊戲 一起破解難關 提升團隊合作與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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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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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訂閱青苗最新Telegram頻道 https://t.me/youtharch 或搜尋@youtharch
即時追蹤我們的最新消息

香港傑出學生選舉 OSA 4月3日          香港傑出學生選舉 2020-21 筆試
5月22日至23日     香港傑出學生選舉 2020-21 評選日營
6月(待定)               香港傑出學生選舉 2020-21 迎新日

活動預告

青苗學界進步獎 YASIA 5月(待定)               青苗學界進步獎 2018-19 及 2019-20 頒獎典禮

青年委員會 YC 4月23日           Good Friday - 網上歷奇體驗

[本項目透過邀請歷屆香港傑出學生或青苗學界進步獎得獎者 到學校的週會或早會分享或交
流 鼓勵學生發掘個人潛能及興趣 並積極規劃未來方向 如果想安排到學校分享 歡迎於
青苗網站登記 http://youtharch.org/schooltalk]  

磨練過後 我走出我路 學校講座
                                     

1月29日 本會與新會商會中學合辦網上講座 與近350名中一至中五學生分享 磨練過後 我走出
我路 香港傑出學生選舉2015-16 決選生余智慧 (Wise)及 青苗學界進步獎2014-15 得獎生
潘嘉慧 (PoonPoon) 分別以自身的成長經歷鼓勵同學毋懼困境 勇於嘗試 探索與把握課本以外的
經驗 走出屬於自己的路 即使途中有各種高低起伏 磨練過後總有得著 有參與同學表示 是次
講座讓他們明白到不要被外界的框架或自己過高的期望而自限 只要踏出第一步 就會有出路

青苗動態 Y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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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座 當 日 精 華 片 段 已 經 上 載 至 青 苗 基 金 Y o u T u b e 頻 道 歡 迎 瀏 覽 以 下 網 址 觀 看
https://youtu.be/7yJB9Jq5ni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