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下的正向思維    鄭邵錦嫦校長
2019冠狀病毒病驟然襲來，轉瞬已差不多一年，疫情為世界帶來巨

變，可說無人倖免。學校在過去數月，經歷了長時間的停課，學生改以

網課學習，學校活動全面停止，校園變得悄靜無聲。疫情反覆，望不見

的盡頭，也許令人感到無奈、無助，我們雖然無力遏止疫情，但與其坐

困愁城，不若在轉念之間，嘗試調節自己的想法，細想疫情之中，百害

之下，我們又有何得著呢？

首先，在疫情之下，可加快推動了電子學習的進程。學校過往一直

在提倡電子學習，但因在正常的上課日子，學習可以不同的形式進行，

不一定要使用電子技術及網上平台等，就是在停課之初，老師或許仍採

取觀望態度，以為短期內便會回復正常，但隨著疫情持續，老師們亦認清現實，積極為學生安排網

課、透過網上進行測考及批改課業等，其實對很多老師而言，也是極大的工作挑戰，但亦是教學相

長的良機。就學生而言，亦要適應學習模式的突然改變，全面透過實時網上學習、遞交習作，甚至

作分組討論，而且因在家學習，沒有老師耳提面授，更考驗她們自主學習的能力，但短短數月，同

學們已普遍能掌握電子學習的技巧，證明人在面對挑戰時，便可發揮潛能，克服困難，創出新路呢！

人們常說，失去了才更懂珍惜。上學年五月復課後，同學們分享在農曆新年假期後突然不用回

校上課的感受，我們一向以為每天上學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竟會變得遙不可及，幾經波折才可重返

校園，彼此可再見面，彼此互相送贈心意卡，點點祝福，已感溫馨窩心。

新學年在疫情下展開，直至九月下旬，各級逐步恢復面授課，在防疫措施下，同學們早上須量

度體溫才可進入校園，我每天懷著欣喜的心情迎接同學們回來，為同學們量度體溫，過程雖短，但

說聲「早」，說聲「你好」，已拉近了彼此的距離，希望也為你們帶來新一天美好的開始！

上學期匆匆而過，開學禮、領袖生、學生會就職

典禮與聖誕聯歡會也只能透過網上進行；因應疫情，

學校自十二月初再次恢復全面網課，同學們又要重新

適應網上學習模式。這學年充滿變數，但亦正好讓這

段時光充滿獨特性，驀然回首，2020年將是難以忘懷
的校園回憶！

目前疫情雖然尚未過去，但我們在逆境中更要保

持豁達的心境，多注意健康，多關心身邊的人，風雨

總有限期，迎來朝陽，照耀大地！

何東中學
Hotung Secondary School

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學校通訊（第一期）

正校：香港銅鑼灣嘉寧徑一號
電話：2577 5433
傳真：2882 4536

分校：香港銅鑼灣東院道五號
電話：2890 4709
傳真：2805 6966

網址：http://www.hotungss.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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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防疫措施摘要  
1.  每天在校舍出入口，學校會為教職員、學生、家長及訪客量度體溫。
2.  課堂上，學校會安排學生以「面對背」方式單行排坐，老師以單向方式授課。
3.  如當天須上體育課，學生可穿著學
校體育服及運動鞋回校，減少更衣

室擁擠的情況。

4.  課室及沒有裝置洗手盆的特別室放
置酒精搓手液及酒精噴壺。

5.  全校已經噴灑抗菌塗層，以期加強
改善校園環境衛生。

中一家長迎新講座 (19-9-2020)  
因應疫情，學校透過視像會議的形式進行。講座內容包括校長

致歡迎辭、三位副校長講解學校事務、家長教師會主席介紹家長教

師會的工作、訓導及輔導組主任介紹學校的訓輔工作及學校社工作

分享，最後還有答問環節。家長當天踴躍參與，藉此增加與學校的

溝通與聯繫。

教師專業發展—電子教學工作坊  
暑假期間疫情反覆，

八月初學校仍未能擬定具

體的復課日子，於是課程

及學務發展委員會編訂

各級於新學年的網課安

排，亦於八月二十七日舉

行「電子教學工作坊」，

讓老師於新學年展開網上

教學及學生功課練習的

安排有詳細的了解。是次工作坊由本校鄺子建老師、司徒偉洪老師、譚玉玲老師及劉家璋老師主

講，發揮同儕互助的團隊精神。他們為全校老師示範Zoom、Google Classroom及Google Suite for 
Education的使用方法及教學心得。工作坊讓所有老師清楚了解網上教學技巧，為即將展開的不一
般的新學年做好準備，確保學生在非實體課堂下，依然能按課程進度學習。此外，冬季即將來臨，

疫情有機會反覆不穩，為做好教學的準備，課程及學務發展委員會於十一月二日再邀請教育局資訊

科技教育組同工，到校主持「電子教學進階工作坊」，讓老師能更深入掌握以上的網上教學工具的

使用。

校務消息

教育局優良顧客服務獎勵計劃 ( 2020年季獎 )  
本校升學及就業輔導組榮獲本年度優良顧客服務獎

勵計劃季獎，以表揚本組在升學及就業輔導工作方面持

續有顯著的良好表現，使學生及家長獲益。校長和本組

老師一同出席頒獎禮分享喜悅。

中一迎新日以網上形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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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本年度學校繼續參加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

進計劃」，讓專業導師支援本校老師的教學。計劃

總監陳鴻昌博士於九月二日到校主持講座，向老師

講解疫情下的網上教學及實體課互相交替的新常態。

陳博士指導老師應如何因應校情，恰當地把實體課、

拍攝教學影片和網上視像教學結合使用。另外，「優

質學校改進計劃」的導師團隊於十月到校，分別為中文、英文、數學、中史、生活與社會及科學科

進行觀課及評課，向科任老師建議如何能更有效跟進學生學習，進一步提升學與教效能。

中一及中二「摘錄筆記」工作坊
為促進初中學生主動摘錄筆記的技巧，學校於十月份

為中一和中二每班舉辦了三場工作坊，以不同科目的學習

素材為示範材料，教授學生如何在課堂內以自訂的速記符

號摘錄筆記，及課後能利用各種圖像組織法製作自己的筆

記（二次筆記），及以3R（Reduce歸納—Recall回想—
Reflect反思）方法來鞏固學習。工作坊後，每一位參與的
學生也會填寫問卷，以此了解學生工作坊的意見。學生普

遍認為工作坊所教授的技巧實用可取。另外，為提升中三學生的推理能力，學校於十月份在每班舉

辦了兩場「邏輯推理」工作坊，向學生介紹各種基本的邏輯定理和常見的邏輯謬誤，讓學生明白高

階思維必須符合嚴謹的邏輯標準，為未來升讀高中課程早作準備。

中文科  
第二十五屆全港中小學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校內賽）
為弘揚硬筆書法藝術，鼓勵書寫整潔優雅的硬筆字，本校參與由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及香港

硬筆書法家協會主辦的「第二十五屆全港中小學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中學組中文硬筆書法初

賽（校內賽）已於十一月完成，代表本校之參賽者名單如下：

初級組 3A鄭淳欣 3B歐陽子晴 3B陳思儒
高級組 4B郭芯僑 4D周小婷 6B蘇敏善

English Language  
(1) Saturday Oral Programme
The English Department is again collaborating with the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School in offering 
Saturday oral classes to our students. These lessons take place on Saturday mornings. During the 
lessons, students of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will tutor the Hotung girls through videos, Kahoot games 
and oral discussions on a variety of hot topics or social issues. Du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lessons in the First Term will adopt the online mode and are open to students in the senior levels.

(2) EB English Learning Programme
Students of all levels can now access the interactive learning exercises which aim to help them 
strengthen their listening, speaking and reading skills, as well as enriching their vocabulary and better 
preparing them for the English Language papers in the DSE examination. The exercises are designed 
to cater for different learners’ interests and they run on computers as well as mobile devices (iOS and 
Android). To maximize the benefits, students are reminded to complete the exercises according to 
schedule. Students’ accounts are valid until August 2021.

學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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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科  
2C李穎嘉同學及3A林嘉欣同學參加了由香港未來發展協會舉辦的「你我同心 共展關懷」心意

卡設計比賽，榮獲是次學界比賽的中學組「優異獎」。本校同學亦參加了去年學界「香港動漫海濱

樂園漫畫寫生大賽」，以「我最喜歡的漫畫人物」為主題，結果6A(2019/20)鄧曧，5D霍珮嘉、5C
李揚文、4B黃閔悅、4B黎愛斯、4B陳美美、4C方靄琳、4C周杞遊、4C林詠瑜、4C洪鑫共十位同學
入選寫生比賽決賽，獲得中學組「最積極參與學校獎」，而5C李揚文同學更榮獲今次比賽的中學組
「優異獎」。是項比賽活動有超過270位參
賽者報名，而且參賽作品水準相當高，其中

全港只有18位同學可以參加決賽，本校學生
已佔10個名額，實屬難得。此外，5D霍珮嘉
同學獲選擔任由香港藝術發展局主辦的校園

藝術大使，任期一年，並參與由香港藝術發

展局以「探索社區」為主題的課程，透過多

角度的藝術活動探索社區。由於霍珮嘉同學

亦是本校本年度美術學會會長，相信在她帶

領下，有助把藝術推廣至校園每一角落。

(2) 「書出知識—贈閱圖書」試行計劃
為推動學生「從閱讀中學習」，本校響應教育局「書出知

識—贈閱圖書」試行計劃，向學生派發贈閱圖書。計劃中，每位

同學獲贈圖書一本，圖書題材涉及中華文化、品德教育、科技生活

等方面，希望同學能善用圖書，提升閱讀能力，培養正面價值觀。

(3) 中一圖書館課
為讓中一同學熟悉學校學習環境，善用學習資源，學校圖書館

於本學年九月至十月期間為中一同學安排圖書課，藉此向同學簡介

學校圖書館，包括圖書館的日常運作、館藏及設施等，希望同學能

善用圖書館資源，培養良好的閱讀習慣，提昇學養。

本學年增設影印機，方便同學使用。

藏書量豐富，兼顧不同閱讀興趣的同學

閱讀推廣  
(1) 圖書館新貌

學校圖書館已完成內部修繕，於本年度九月以全新面貌跟大家

見面。經過翻新裝潢的圖書館變得比以往更寬敞明亮，設備更完

善，為同學提供一個舒適的閱讀、自學空間。圖書館特為同學增設

影印機及梳化，希望同學可善用圖書館設備，課餘時到圖書館閱讀

或借閱圖書，以閱讀方式自我增值，充實學習生活。

校長、視藝科老師、藝術大使霍珮嘉同學及得獎同學大合照

校長與獲獎同學合照（從左到右：2C李穎嘉、3A林嘉欣、5C李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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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發展委員會  
「和諧校園」講座
本校非常著重建立「關愛校園」文化，學生發展委員會今年於開學翌日邀請了復和綜合服務中

心到校舉行「和諧校園」講座。由於疫情關係，講座以視像直播的形式在中一至中六級課室進行。

雖然講者未能面對面與學生直接溝通，但透過有趣的猜估問答遊戲、故事及短片分享，帶領學生認

識校園欺凌的定義、種類及影響，並學習如何面對欺凌事件。活動完結後，本組以網上問卷調查收

集學生意見，學生反應不俗，74.1%學生認為是次講座有助她們認識欺凌和朋輩衝突對建立和諧校
園的影響，34.6%學生表示講座有助她們反思自己平日與同學相處的技巧，另有45.3%學生表示有
興趣學習更多處理人際衝突的技巧。

班級經營活動「我們這一班」
為強化老師與學生之間的關係及提升學生的歸屬感，本校於九月二日於中一至中五級進行了「我

們這一班」班級經營活動。在兩位班主任的帶領下，學生表現積極投入。活動以香港街頭訪問的短

片，分享香港人在疫情下生活的影響及轉變，藉以梳理學生面對疫情的情緒及壓力，提升學生的抗

逆力。另外，老師亦引導學生在學期初訂立一些良好習慣及撰寫《給自己的一封信》作自我勉勵。

中四級班徽設計
為增強班內的團結精神及提升歸屬感，本組今年特別在中四級舉行班徽設計比賽。班徽將展示

在課室門外，藉以展現同學的共同目標、理念、獨特性。活動有助發揮學生創意及凝聚同學的關係。

結果由4B榮獲冠軍。

學生發展及支援

中一級爸媽／至親小訪問
為增強同學與父母及至親之間的溝通和了解，本組於十一月舉行了「中一級爸媽／至親小訪

問」。同學及家長均反應良好，活動有助增進親子關係，營造和諧家庭氣氛。

「我班之星」選舉
為進一步提升同學的良好品格及互相欣賞的文化，本校於上、下學

期為中一至中五級各舉行一次「我班之星」選舉。班主任與同學共同擬

定選舉準則，再由同學互選得獎學生。上學期獲獎名單如下：

得獎學生 得獎學生 得獎學生 得獎學生 得獎學生
1A 陳家琳 2A 曾穎楠 3A 彭 晴 4A 高淑怡 5A 吳志美

1B 鄧卓珈 2B 盧衍彤 3B 孔勸嘉 4B 黃泳霖 5B 劉泳伶
1C 王樂霖 2C 李穎嘉 3C 朱欣晴 4C 金希玥 5C 吳珈穎
1D 陳詠妍 2D 丁柏殷 3D 梁諾恩 4D 梁斯雅 5D 羅雁喜

4B班徽設計理念：
圖中上方的月亮由4B班同學的名字砌成，而且月亮的「月」字與「乙」

字同音，能代表中四乙。班徽中有4B兩個字，上有7顆不同顏色的星星，
這些星星代表4B班的共同學習目標，就是能在文憑試中取得5＊＊。星星
包含了紅、橙、黃、綠、藍和紫，與六社的顏色一樣，代表4B班的同學雖
然有不同社的社員，但卻能組合為一個整體，並且化為北斗星指引著同學
的方向。班徽下方是一條河流，這是代表4B班的何家麗老師和劉淑嫻老師
兩位班主任，若她們的姓氏組合起來就是「何劉」，所以我們用了同音字
「河流」來代表4B班的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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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導組  
訓導講座
訓導組於九月二日透過視像會議的形式，舉辦新學年訓導講座，讓同學明白及理解校規訂定的

理念及其執行之原則，並反思遵守校規和學習自律的重要性。

領袖生頒獎及就職典禮 
(16-10-2020)
典禮上，校長向本年度領

袖生頒發領袖生章並監誓，又

訓勉各位領袖生來年要克盡己

任，盡心盡力為同學服務，為

何東中學作出貢獻，傳承「何

東人」的優良傳統。

健康教育組  
捐血日

健康教育組與紅十字會合辦的捐血活

動已於九月二十九日舉行。十六歲或以上

學生和老師均可以參加，今次共有二十一

名師生能成功捐血，血液將捐給有需要的

人士，實在是有意義的活動。

「Be aware, Be a Protector」預防香港青少年飲酒問題介入計劃
由東華三院「遠酒高飛」預防及治療酗酒服務，聯同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合辦的「Be aware, 

Be a Protector」預防香港青少年飲酒問題介入計劃已於十月十九日舉行。內容有「Shield」無酒守
護者實戰工作坊，讓參加者在認識酒害的同時，也可以了解旁觀者效應、責任分散現象及預防朋輩

身處飲酒危機之技巧，從而提升她們對酒精的警覺、減少自身及朋輩接觸酒精帶來的相關危害。

領袖生頒獎及就職典禮

20-21年度領袖生大合照

學生在禮堂進行捐血活動 校長踴躍參與捐血善舉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組  
本組致力舉辦不同類型的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活動，藉以推動

同學關心社區，實踐公民責任。於九至十月期間，學校舉辦了多項

活動—國慶升國旗禮、與中史

科合辦歷史及時事問答比賽、以

「感欣珍惜」為題的課室壁報設

計比賽等。同學亦參加了「無煙

Teens計劃」2020/2021及邀請了
香港世界宣明會的代表到校舉行

「病毒無邊界」講座及互動遊戲比賽，希望透過不同的公民及國

民活動，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

校長頒發紀念旗多謝世界宣明會安排
講座及遊戲比賽

世界宣明會頒發獎品予冠軍4A班代表

總領袖生(HP)： 5B劉泳伶
副總領袖生(DHP)： 5B梁巧怡
助理領袖生(AHP)： 5B車穎瑤 5A蕭家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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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一迎新日
本校於8月20日以視像會議形式舉辦了「中

一迎新日」，安排同學與班主任和社工姑娘見

面，希望透過師生交流，幫助中一同學認識學

校，為新學年在新的校園環境學習做好準備。

2  中一班本適應活動
學校社工分別在9

月4日及9月7日，以視
像會議形式為各中一班

舉辦適應活動，目的是

幫助中一同學認識新同

學及建立朋輩關係。

3  中一校園遊蹤
本校於復課第

一天（9月23日）為
中一同學舉辦校園

遊蹤，在學校社工

和班主任帶領下，

以遊戲方式與同學

一起探索校園，幫助中一新生適應新校園和培養

同學對學校的歸屬感。

4  中一級朋輩相處工作坊
本校社工於10月至11月期間為中一各班舉

辦朋輩相處工作坊，讓同學學習良好的溝通技巧

及與人相處應有的態度，期望同學能學會彼此尊

重，共建和睦共融、互相尊重的校園。

5  大姐姐計劃
為幫助中一同學適應中學生活，輔導組特別

安排「大姐姐」與「小妹妹」以視像會議形式進

行小組活動。活動的目的是希望大姐姐透過互相

分享，幫助中一同學了解校園生活，亦藉活動提

升大姐姐的領導才能和溝通技巧。「大姐姐」的

訓練和「小妹妹」的小組活動已於十二月完成。

6  中一小組面談
輔導組老師和社工定期於課後以視像會議形

式約見中一同學，讓同學互相分享升中後的感受

和解決困難的心得，教導同學如何欣賞別人，培

養感恩的心。

7  「星計劃」活動
為協助各級重讀生建立正面和積極的學習態

度，學校社工和實習輔導員分別與各級同學進行

小組活動或個別輔導，鼓勵同學學習時間管理，

為今年的學習訂立目標。

8  中六小組
輔導組與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合作，由升學及

就業輔導組老師與中六同學討論升學就業事宜

及幫助她們作選科分析。如同學需要情緒支援，

輔導組老師及社工會協助跟進，幫助同學紓緩考

試壓力。

9 「健康校園計劃」：Better me小組活動
Better me小組活動是由東華三院越峰成長

中心與本校合辦的活動，目的是透過四節藝術創

作及分享，讓參與的中三級學生認識及了解自己

的各種情緒感受，提升她們處理壓力的能力，及

建立正向思考的群組。

10  朋友Thx—人際社交與精神健康講座
聖雅各福群會於10月16日為中一至中三級

同學舉辦「朋友Thx—人際社交與精神健康」

視像講座，希望同學能認識管理情緒的技巧，

並學會如何以

積極的態度來

處理人際社交

壓力。

11 性教育活動
輔導組透過

不同的性教育工

作坊，幫助各級

同學建立正確的

價值觀，已舉辦

的活動如下：

級別 活動主題 日期
中六 網絡情緣睇真啲 11/9/2020
中五 性行為的選擇 23/10/2020

輔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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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於九月至十一月舉行了多場講座，詳情如下：

日期 對象 講題 主講者
九月二日 中六 「聯招額外資料及

個人學習檔案個人自述」講座

許美賢老師及

周惠文老師
九月三日 中六 多元出路及

香港教育大學講座

許美賢老師及

香港教育大學職員
九月四日 中六 明愛專上學院及

香港恒生大學課程簡介

明愛專上學院及

香港恒生大學職員
九月廿五日 中六 「大學聯招」申請辦法及

舊生分享

許美賢老師及

何俊明同學和呂琦欣同學
十一月廿四日 中三 中三選科座談會 鄭邵錦嫦校長及各科科主任

本組亦與香港小童群益會合辦了以下活動：

日期 對象 活動名稱
十月十九日 中三 求學選科工作坊
十月廿三日 中六 模擬放榜日

萬聖節活動  
本年度的萬聖節活動（尋寶遊戲）已於2020年10月30

日圓滿結束，參與同學全都樂而忘返。學生會Aurora幹事
以不同造型與各位同學會面，並要求參加者在課室找尋特

別信封，找到的同學可到精心布置的學生會室抽獎，兌換

獎品。是次尋寶活動能藉此機會考驗一下自己的觀察能力，

並讓同學感受萬聖節的氣氛。活動過後，不少同學都回味

無窮，在此感謝一眾幹事的無私付出。

「第29屆學生會選舉」及「學生會就職典禮」  
由於2020-2021年度學生會候選內閣只有Aurora一隊，根據學生會會章，Aurora自動當選成為

第29屆學生會。校方於10月9日為順利誕生的學生會Aurora舉行了就職典禮。在邵校長及全體師生
的見證下，第29屆學生會主席霍珮嘉同學帶領其內閣完成宣誓儀式，新一屆學生會正式就任。第29
屆學生會幹事名單如下：

學生會

主 席 5D霍珮嘉
副主席 5D黃勃旋
司 庫 5D錢圭琬
文 書 5B黎鎧甄
文 書 5D潘曉妍
編 輯 5C鍾凱晴
公 關 5D林紫玲
康 樂 4A曾業喬
福 利 5C林家悅
美 術 5D莫卓恩
美 術 5D Mohammad Darling Shah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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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社 導師 社長 副社長

Confidence (Red) 信社 鄒子晴老師 5A 梁晶晶 5D 林紫玲

Courtesy (Blue) 禮社 莊倩清老師 5B 馮子雅 5A 區宜伶

Diligence (Orange) 勤社 許智盈老師 5C 林家悅 5B 李玥晴

Justice (Green) 義社 胡穎雯老師 5A 吳志美 4B 張煒研

Loyalty (Yellow) 忠社 陳瑜勳老師 5A 胡芷瑩 5A 陳曦桐

Truth (Purple) 誠社 陳志泉老師 5D MOHAMMAD DARLING SHAHEEN 5B 董敏晴

學會會員招募推廣日
本校課外活動主要分為三大類：「學術性學

會」、「公民、文化、社會服務及宗教團體」

及「體育及興趣學會」，共38個學會。課外活
動組已於2020年9月18日舉行了「課外活動推廣
日」，向全校同學宣傳及提供有關課外活動的

資料，讓同學對各學會加深了解，從而選擇適

合自己能力及興趣的課外活動。

課外活動組

學會 統籌老師 負責老師

學術性學會

中文學會 何玨慧老師 吳芷寧老師

英文學會 賴鳴莉老師
Ms. Barbara 
Mary Woods

資訊科技學會 司徒偉洪老師 林耀泉老師

數學學會 劉家璋老師 劉淑嫻老師

科學學會 陳志強老師 林耀泉老師

公民、文化、社會服務及宗教團體

基督徒團契 劉淑嫻老師 鄧妙璇老師

公益少年團 雷子恩老師

女童軍 張妙玲老師

香港青年
獎勵計劃

鄧愷怡老師

扶輪少年
服務團

陳志強老師 許美賢老師

少年警訊 陳志泉老師 　

聖約翰救傷隊 朱偉龍老師

*學生圖書館
服務生

王小梅老師

學會 統籌老師 負責老師

體育及興趣學會

*飾物製作班 莊倩清老師

*桌遊學會 黃瑞麒老師

*咖啡拉花班 張偉餘老師

舞蹈學會 王啟珊老師 鄒子晴老師

中文戲劇學會 古暐聞老師 何玨慧老師

英文戲劇學會 陳婉芝老師 陳瑜勳老師

*皮革製作班 鄒子晴老師

*微型食品
手工藝製作班

胡頴雯老師

木笛小組 胡碧施老師

室樂團 胡碧施老師

中國樂器小組 胡碧施老師

樂器班 胡碧施老師 　

口琴隊 許智盈老師

合唱團 許智盈老師

攝錄學會 溫炳霖老師 陳志強老師

*美容護膚班 吳芷寧老師

籃球學會 李巧儀老師

足球學會 張翠霞老師 　

排球學會 張翠霞老師 　

田徑學會 李巧儀老師

游泳學會 李巧儀老師 　

長跑及越野
學會

司徒偉洪老師 李巧儀老師

乒乓球學會 邵本能老師 　

演講學會 朱偉龍老師

視覺藝術學會 黃志強老師 王啟珊老師

*本學年新增學會

有關學會的報名安排
2020年10月15日至25日期間，同學已透過網上報名系統完成報名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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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週年會議  
校友會於2020年8月22日假本校禮堂舉行週年會議，鑑於疫

情，會議同時以網上直播形式配合進行。當天，校友會主席李

佩儀女士及校友會顧問莫柳眉女士親臨學校主持會議。週年會

議得以順利舉行，實有賴各校友出席及支持。此外，要感謝李

主席答允留任，來年繼續與一眾委員策劃多元化的活動。

2)《繼往開來》水墨畫聯展  
校友會委員獲邀出席校友何鳳蓮博士於9月28日在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行的《繼往開來》水墨畫

聯展。何博士畢業於1962年，1968年回母校任教「服裝與設計」。何博士自1979年追隨趙少昂教
授學畫，在嶺南藝苑研習花鳥、山水、走獸及人物等。何

博士師承趙少昂教授，曾多次參加海內外聯展及舉行個展。

她為了更能全面發揮藝術的表現力，又跟隨本地詩人潘小

磐學詩，藉詩句配合畫題，以豐富畫面的內容和意境。是

次畫展，何博士透過5幅作品展示了她對自然的種種感悟，
以及她如何突破畫派的規範，專心在筆墨之上下工夫，每

幅作品都別具深意。當天李佩儀主席、顧問莫柳眉女士、

邵校長與前任副校長甘貽芳女士聯袂參觀畫展，何博士親

自導賞，令眾人獲益良多。

何東中學家長教師會第二十九屆周年會員大會  
何東中學家長教師會第二十九屆周年會員大會已於2020年11月6日順利舉行。會員大會由鄭邵

錦嫦校長致歡迎辭揭開序幕，接著分別由第二十八屆家教會主席陳袁亦賢女士作會務報告，司庫吳

茵茵女士作財務報告。繼而播放第29屆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候選人自我介紹錄影片段，之後播放由
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註冊社工洪姑娘簡介「健康校園計劃」的錄影片段。會員大會在宣佈投票結

果和新一屆家長常務委員選舉完成後圓滿結束。

第二十九屆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名單

主 席 陳袁亦賢女士
副主席 鄧慧思女士
司 庫 吳茵茵女士
核 數 鄧詩韻女士
秘 書 鍾雅儀女士
幹 事 關慧芬女士 莊珈儀女士

古詩韻女士
顧 問 鄭邵錦嫦校長
委 員 吳惠霖副校長 曾羅婉芬副校長

梁景輝副校長 鄭燕芳老師
胡麗瑛老師  鄧妙璇老師
林楚珍老師  林卓華老師
鄧愷怡老師  雷子恩老師

校友會

家長教師會

第二十九屆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合照

週年會議後合照

校友何鳳蓮博士畫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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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學業成績優異獎名單  
全級優異獎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一 1D丁柏殷 1D陳煒彤 1D楊翊
中二 2D許雯娟 2D黃家欣 2C陳泳彤
中三 3B曹芷茵 3B周小婷 3D王曉彤
中四 4B梁巧怡 4B劉泳伶 4B PHAGAMI MICHELLE 
中五 5A張煒琪 5C李曉程 5A杜澤茵
中六 6A呂琦欣 6A何俊明 6A莫嘉宜

中一級

1A 1B 1C 1D
林嘉琪 張羨塋 李穎嘉 丁柏殷

中二級

2A 2B 2C 2D
蔣雯熙 歐陽子晴 陳泳彤 許雯娟

中三級

3A 3B 3C 3D
金希玥 曹芷茵 高淑怡 王曉彤

各科全級第一名獎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英國語文
1C  RAI 

SHRISTI
2C黃棨渝 3C陸絲雁

4B  PHAGAMI 
MICHELLE

5A PHAGAMI 
JOYCE

6A余若瑄

中國語文 1D湛善寧 2A蔣雯熙 3C高淑怡 4A蕭家珍 5A張煒琪 6A呂琦欣
數學 1C龔慧珊 2D黃家欣 3B曹芷茵 4B梁巧怡 5A張煒琪 6A莫嘉宜
生物 3B曹芷茵 4B梁巧怡 5C吳樂雯 6A何俊明
物理 3B曹芷茵 5D李詠恩 6A布旻恩
化學 3B曹芷茵 4A麥穎芝 5A張念晴 6A布旻恩
科學 1C譚羲安 2A吳思茵
普通電腦／
資訊及通訊科技

1D何曼菲 2C蔡朗欣 3B周小婷 5B易泳希 6D吳玉蓮

地理 1A林嘉琪 2A吳思茵 3B曹芷茵 4B梁巧怡 5A杜澤茵 6A莫嘉宜
中國歷史 1D丁柏殷 2D許雯娟 3B曹芷茵 4B車穎瑤 5A張煒琪 6A陳悅頤
歷史 1A林嘉琪 2A彭晴 3B曹芷茵 5A周鈺莙

基本商業／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3B曹芷茵
4A蕭家珍 5A杜澤茵 6A呂琦欣
4B劉泳伶 5D李詠恩 6A莫嘉宜

通識教育 1D丁柏殷 2D許雯娟 4A胡芷瑩 5C李曉程 6B陳佩彤
經濟 4A陳曦桐 5C李曉程 6A呂琦欣
普通話 1B孫貽莎 2A吳思茵 3B林 浠
音樂 1D丁柏殷 2B吳凱婷 3B潘思穎 4B董敏晴 5A杜紫怡 6B李穎琪
體育 1B黃彥熙 2A林詠嘉 3D區恩熙
視覺藝術 1D陳煒彤 2D沈庭鈺 3B仇曉彤 4D霍珮嘉 5B黃穎晞 6A胡倩茹
科技與生活（食品） 1C李景盈 2C戴瀠慧 3B梁斯雅 
科技與生活（服裝）／
科技與生活（服裝、成衣與
紡織學習範疇）

1D丁柏殷 2A潘帥澄 3B周小婷 4B譚珈妍

各級全班第一名獎
中四級

4A 4B 4C 4D
麥穎芝 梁巧怡 歐陽誼靜 羅雁喜

中五級

5A 5B 5C 5D
張煒琪 蘇敏善 李曉程 李詠恩

中六級

6A 6B 6C 6D
呂琦欣 陳栩玲 何思蔓 吳玉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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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屆「啟慧中國語文」廣播劇創作暨演繹比賽  
6D葉映欐、6B蘇敏善、6C李曉

程和5D翟詠恩在上學年停課期間，
代表中文戲劇學會組隊參加由聰

穎教育慈善基金主辦的第十二屆

「啟慧中國語文」廣播劇創作暨

演繹比賽，主題是「沒有冬天的

香港」。同學們選用了別開生面

的新聞報導方式表達，同時透過

風趣惹笑的手法，令原本嚴肅沉

重的主題變得有趣，令聽眾深刻

明白到破壞環境的嚴重後果及認

真反思應對氣候轉變確實刻不容

緩。最後同學們從香港及澳門超

過250隊參賽隊伍中脫穎而出，榮
獲中學組金獎（冠軍），真的可

喜可賀！

臺灣口琴音樂大賽  
本校口琴隊隊員6A(2019/20)洪愷晴、

6B(2019/20)陳曉晴、6C(2019/20)馮嘉華
連同口琴導師莊庭皓先生及田紫薇校友以

隊名"KAMistry"於7月參加了臺灣口琴音
樂大賽公開組重奏比賽，並奪得金獎！本

年度由於疫情

關係，為保留

一個音樂交流

與切磋的機會，比賽制度改以「錄影模式」進行，因此

亦令隊員學習到拍攝影片及剪輯影片的技巧。何東口琴

隊隊員辛勤練習的成果有目共睹，大家可以到以下連結

欣賞同學演奏Karl Jenkins的Palladi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UlbvWMrn8k。

「化學家在線」自學獎勵計劃2020  
2019/2020學年中四及中五修讀化學科的學生參加了由香

港虛擬大學及教育局科學教育組聯合舉辦的「化學家在線」

自學獎勵計劃2020 (Chemist Online Self-study Award Scheme 
2020)，她們由2020年1月至8月期間，於網上自學涵蓋不同化
學主題的影片，及回答相關的問題。此計劃提高了同學對化

學科的興趣，亦加深其對化學的認識，最後共有8名學生獲
獎，她們努力不懈的自學精神，令人欣賞。

獲獎消息

以下是得獎同學的名單：

鑽石獎

5A麥詠芝
5B張嘉賢
5B馮子雅
5C陳天藍
5D羅雁喜
6C吳樂雯

銀 獎 5A彭寶儀
銅 獎 5A胡芷瑩

臺灣口琴音樂大賽金獎

口琴KAM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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