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東中學何東中學
Hotung Secondary SchoolHotung Secondary School

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學校通訊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學校通訊
（第二期）（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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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發展計劃的回顧與前瞻  

耀眼的陽光與清脆的鳥鳴聲，為盛夏的校園帶來了生氣。暑假將至，亦標

示著一個學年快將過去了！

由2020年2月至今，新冠肺炎的出現已跨越兩個學年。這次疫情徹底改變
了學校原有的生態與秩序。在此期間，老師仍然緊守崗位，希望學生的學習

盡量不受影響，並努力輔助學生健康成長，令學校可持續發展。本學年亦是

2020/2021學年三年學校發展計劃的終結年，在學年快將結束之際，就讓我們先
回顧這三年的重點關注事項吧！

本周期的學校發展計劃的重點關注事項一是「提升學與教之素質」，培養

學生摘錄筆記的習慣是其中發展重點。三年下來，我們發覺有少部份同學已不

再局限於抄寫的層面，而是能融會所學，整理及撰寫個人化的筆記，這些同學

亦大多能於考試中取得佳績。故此展望未來，教導與鼓勵學生撰寫筆記仍是我

們著意深化的項目，望能進一步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重點關注事項二是「培養學生互相尊重的精神和終生發展的積極意願」。雖然在疫情下，大家因要保持

適當的社交距離，很多大型學校活動被迫取消。但老師和學校社工仍竭盡所能，為學生籌辦一些活動，例如

學生發展委員會、課外活動組及學生會於12月下旬合辦網上直播聖誕聯歡會活動。學生會幹事們積極投入；
老師們亦用心參與，由佈置禮堂、節目綵排以至正式演出，一直從旁鼓勵及協作，從中體現了師生同心的何

東團結精神，希望同學們都可感受滿滿的正能量！

優化「生涯規劃」教育是幫助學生終生發展的重要一環。升學及就業輔導組老師在疫情下仍努力聯絡學

生，為她們提供資訊與輔導。雖然過程中困難重重，但亦因此突顯他們敬業樂業的精神。上學年因疫情驟至

而被迫取消的「職業博覽」，本學年改以網上直播的形式舉行。學校感謝港京扶輪社多年以來盡力協作學校

舉辦此活動，更難得的是校友會首次參與，安排校友們擔任職業分享嘉賓，讓她們可回饋母校，亦令師妹們

倍感親切呢！

總結這年多以來的疫情，感謝老師努力工作，讓學校可在逆境中如常運作，學校亦可根據既定的發展計

劃向前推進。展望未來，學校發展計劃2021-2024的重點關注事項為「樂於學習」及「品格教育」，希望同
學們在新學年可回復正常的校園生活，在何東校園裏愉快地學習、身心靈健康地成長！

鄭邵錦嫦校長

校  長的話



本學年第一次教師專業發展日安排在下學期2021年3月3日舉行。當天
上午安排了兩項活動，首先，全體老師參加由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

計劃舉行的「從主動學習到樂於學習」講座，讓老師了解教學設計是包括

課前預習、課堂教學、課後鞏固及達標檢測四個範疇，施教策略必須以學

生為中心及以老師為主導。陳鴻昌博士指出促進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必須

把傳統課堂及全方位學習活動融為一體，並要強化跨學科整合，用以擴闊、

促進自主學習。接著，老師分成八組，檢視2018-2021三年周期計劃兩個
重點關注事項之成效及分析學校強弱機危的整體表現。全體老師於下午先

到禮堂，由各組代表老師匯報上午討論環節之重點。然後，各老師再為訂

立2021-2024三年周年計劃之重點關注事項進行分組討論。是日活動主要
目的是集思廣益，按照學生需要及學校資源，多想一些點子促進學生學習

的主動性及策劃未來三年周年計劃的內容。老師們互相砥礪切磋，進行專

業的學術交流，為未來的學校關注事項訂下了初稿。

2020-2021第一次教師發展日

本校全體老師於2021年3月21日參加由教育局舉辦的「聯校教師研討
會2021」。是次研討會的特色是全程以視像會議形式進行，全港31所官立
中學的教師在校共同參與。會議首先由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先生在錄像中致

歡迎辭，接著就是陳國齡醫生的主題演講「教師心靈健康保健」。陳醫生

指出疫情下學生問題較昔日複雜，介紹老師可以透過靜觀練習紓解壓力。

其後老師們分組到校内不同場地，登入已選定的兩節「官中分享講座及答
問環節」網上會議室，繼續聽講和分享。老師們都認為交流和分享文化對

教學工作有積極和正面的效益。另外，曾羅婉芬副校長、余美儀老師、鄺

寶玲老師及謝綺琪老師代表本校與30間官校教育同工分享，講題為「疫情
下有效的學生情緒支援」，藉此促進專業交流。當天的下午環節中，老師

再齊集學校禮堂進行「專業教師發展日(2020/21)」分組活動。老師們先在
組内分享早上於「官中分享講座及答問環節」中的心得，整理重點，再向
全校老師作簡短報告，各組成員均積極參與，是日活動順利完成。

本學年第三次教師專業發展日於2021年5月24日舉行。上午首先安排了高級專責
教育主任譚彩姍女士主持的「識別及支援有自殺風險的學生」講座，讓老師了解如何

識別有情緒困擾問題的學生，如何按學生的情況給予適切的支援及跟進。講座中除了

講者分享如何處理受到不同程度精神困擾的學生個案外，老師也通過角色扮演及小組

討論，學習如何識別及回應有自殺警告訊號的學生，提供渠道予學生表達困擾及感受，

與受情緒困擾的學生建立信任及了解學生問題的癥結所在。然後是校務檢視，老師分

成八組，每組由一位老師擔任組長，帶領組員檢視學校整體表現及「強弱機危」報告

書，再討論2021-2022學校周年計劃。是次活動除了讓各老師審視學校的現況外，也可
以向學校提出下一個學年的發展方向的意見，讓教與

學的效能得以提升。下午，全體老師外出參觀香港歷

史博物館。在疫情陰霾下，老師能一起出外參觀，實

屬難得。在疫情未見減退的情況下，老師亦遵從防疫

措施，安全地參觀展館。這次活動既能讓老師了解香

港早期歷史及故事，又能讓老師們在輕鬆的環境中學

習及互相交流，提升專業水平及擴濶視野。

校  務消息

2020-2021第二次教師發展日

2020-2021第三次教師發展日

老師們分組參加《官中分享講座及答問環節》老師們分組參加《官中分享講座及答問環節》

網上會議網上會議

分組檢視校情分組檢視校情

與講者陳鴻昌博士合照與講者陳鴻昌博士合照

與主講嘉賓譚彩姍女士合照與主講嘉賓譚彩姍女士合照

老師們分享早上視像會議內容的心得及整理重點老師們分享早上視像會議內容的心得及整理重點

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

22



何東中學自2006年開始，與商界夥伴港京扶輪社每年攜手合辦『職業博覽』。此大型活動在上學年因疫
情關係停辦一屆。本學年的『職業博覽』活動喜獲何東中學校友會參與協辦，並改為以實時網上形式進行，

繼續為需要面對升學、選科及就業等挑戰的高中學生提供適切的協助，幫助她們在人生路上脫穎而出，取得

成功。活動於4月30日（星期五）下午舉行，承蒙陳易希先生於百忙中抽空蒞臨本校擔任主禮嘉賓，令活動
更添精彩。陳先生是本港成就卓越的發明家及創業家，享有「星之子」的美譽，由他作本屆主題「勇於嘗試，

開創新機」的講者，確實是最適當的人選。陳先生透過憶述自己多年奮鬥求進的經驗，深入淺出地分享他取

得成功的秘訣，令學生們獲益良多。

主題演講結束後，學生們繼續分組參與職業分享的環節，聽取資深從業員介紹各行業的入行途徑和條件，

並與學生們分享箇中的苦與樂。本屆涵蓋的行業範圍十分廣泛：包括護理、會計、幼兒教育、心理學家、營

商／創業、動物護理、平面設計、糕點甜品製作等八個行業，其中四個行業更首次由校友會邀請校友擔任分

享講者，令學生們倍感親切。

希望學生們透過是次活動，及早訂定生涯規劃，為未來的人生路向作好準備。

學校重視收集及提供與學習相關的資訊，以改進學

生的學習，於12月向中六學生發放「教育城網上試題
學習平台」，以推動學生善用歷屆高中公開試試題進行

自主學習。亦以中六學生在校內模擬考試的成績參與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預測等級研究」，以期能準確掌握

學生在公開考試的表現水平，給予回饋。另外，亦利用

EClass系統的「學生數據分析」功能內的「學生跨年表
現」數據，提供資訊予升學及就業輔導組作高中選科及

聯招輔導之用。

職業博覽2020-2021（網上）

中三家長及學生分別於2020年11月及
2021年4月完成了兩次中三升中四選科意向
調查，因應他們的選擇，學校編訂了來年中

四選修科組合一和二，亦為主要以中文為學

習語言的學生，於5月開設「以英語授課的高
中課程選修科體驗班」，讓學生能在正式選

科時作出合適選擇。

中三升中四選科 為學生提供學習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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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之星 學校首次舉辦每班「筆記之星」選舉，由每班的科任老師就學生筆記的質和量表現

作出評選，各班獲獎學生如下：

1A 李康瑤 1B 蔣詩晴 1C 雷詠嵐 1D 沙蘇菲亞

2A 曾穎楠 2B 孫貽莎 2C 李穎嘉 2D 丁柏殷

3A 吳思茵 3B 劉靖霖 3C 陳泳彤 3D 彭凱亭

4A 何甄穎 4B 黃泳霖 4C 金希玥 4D 周小婷

5A 蕭家珍 5B 梁巧怡 5C 吳珈穎 5D 黃勃旋

中二及中三的得獎者分別於4月30日及5月7日的「學
生筆記分享會」分享其撰寫筆記的心得，班主任老師亦就

學生值得欣賞的地方加以說明，以期進一步激勵其他學生

撰寫筆記的動力和技巧。

為配合本年度學校重點關注事項，培養學生知足感恩的良好品德，中文科舉辦了以「知足感恩」為主題的作

文比賽。老師在眾多優秀作品中評選出各個年級的佳作，各級的獲獎學生如下：

冠軍 亞軍 季軍

中一級 1C 王樂霖 1B 陳芷蘊 1D 陳柏瑤

中二級 2B 陳瀅瀅 2C 郭芯延 2A 杜怡凝

中三級 3D 彭凱亭 3C 陳泳彤 3A 蔣雯熙

中四級 4C 洪鑫 4D 陳恩霖 4A 楊姸

中五級 5A 蕭家珍 5D 羅雁喜 5C 歐陽誼靜

中六級 6A 李芷晴 6B 蔣雨玲 6D 陳綺彤

中文科

English Language

1. 251. 25 thth Hong Kong School Chinese and English  Penmanship Competition Hong Kong School Chinese and English  Penmanship Competition

We are delighted to announce the following results:

Class Name Result

3B Chan Bernice English Penmanship Competition – Secondary School Junior Sector 
(Award of Nomination)

4B Kwok Sum Kiu 
Natalie

English Penmanship Competition – Secondary School Senior Sector 
(Award of Nomination)

6A Chan Yo Yo Wing 
Tung

English Penmanship Competition – Secondary School Senior Sector 
(Award of Nomination)

「知足感恩」作文比賽「知足感恩」作文比賽

學  與教

學生分享筆記製作的心得學生分享筆記製作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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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ctivities Run by the Toastmasters Club2. Activities Run by the Toastmasters Club

  Despite the surge in COVID-19 cases and class suspension, members of the Toastmasters Club have not 
stopped striving for opportunities to sharpen their edges. They have participated in a number of activities and 
competitions to excel in public speaking.

4A Bisma Khatoon Certificate of Good Performance 
  (9th and 10th places in each session of District Preliminary Rounds)
4A Ana Kwan Pak Nan Certificate of Participation
4A Lai Irish Diane D Certificate of Participation

  On 3 Feb, 2021, four of our members Harina Pauline Grace, 
Khatoon Bisma, Lai Irish Diane D and Kwan Pak Nan were invited 
to join the recording of the RTHK Common Room (Teen Time). 
The Zoom session was an amazing platform for our girls to 
share their thankfulness during COVID-19. The gratitude they 
expressed definitely brings along more positivity and hopes. 
The programme was broadcast on 4 March, 2021 and it is re-
aired at the following link:
https://podcasts.rthk.hk/podcast/item.php?pid=1801&eid=1
77177&year=2021&list=1&lang=en-US# 

a. 72nd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English Speech)
Public Speaking Solo - Secondary 3 and 4 (Journey to the outer space – an impossible dream?)

  Members of the Toastmasters Club have successfully overcome the challenges of the switch to the “Video 
Submission Mode” by writing the scripts, rehearsing the speeches and videotaping their performances. Their 
tremendous effort is highly appreciated. Congratulations!

b. The HKFYG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Contest 2021
  In January 2021, our Toastmasters Club members also signed up to the HKFYG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Contest 2021 to widen their horizons in public speaking. Despite the suspension of face-to-face lessons, our 
students’ passion for public speaking has continued to grow. Their enthusiasm and effort finally paid off with 
the following results:

4A Ana Kwan Pak Nan Certificate of Merit
4A Bisma Khatoon 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
4A Martha Ko Suk Yi Participation

c. RTHK Common Room (Teen Time) Recording

“My experience of joining the HKFYG public speaking 
competition was not only rewarding but also memorable. 
Never had I thought that I could still participate in a 
competition during pandemic and suspension of face-to-
face classes. The experience has further sharpened my 
skills on speech writing and delivery. I’m glad that I took 
part in it!”

– Kahtoon Bis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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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學生閱讀興趣，鼓勵學生培養良好的閱

讀習慣，本校圖書館於2021年5月21日為中一至中
三級學生舉辦作家講座。是次講座邀請了潘金英老

師到校演講，講題為「為什麼需要每天閱讀？閱讀

與成長、閱讀的能量與喜悅。」講座中學生踴躍參

與，反應熱烈。

閱讀推廣

企會財科

作家講座作家講座

本年度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及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共同參

與了「賽馬會浩觀青少年創業培訓計劃」。此活動旨在讓中四及

中五學生透過創業教育，接觸創業家的生態系統，發展創業技能

及思維，並在初創企業中獲得工作經驗。計劃以八個階段進行，

提供多元化的題目、與創業有關的技能及給予機會學生們掌握如

何成為一個成功的領袖。學生已完成第一至第五階段，第六至八

階段將會在暑假期間進行。

學  與教

賽馬會浩觀青少年創業培訓計劃 賽馬會浩觀青少年創業培訓計劃 
STEP One

計劃資訊分享會。
舉行日期：2020年9月至10月

STEP Two

意念建構工作坊
 學生可從中發現和解決問題，建立企業隊
及介紹自己的意念。

 計劃日期：2020年11月至12月

STEP Three

創新指南
學生可在工作城實踐意念，發揮無限創意。

 計劃日期：2020年12月至2021年2月

STEP Four

企業挑戰擂台
學生可應對企業挑戰並了解商業模式。

   計劃日期：2021年3月 

STEP Five

創新營
學生會參與一系列的創業家教育工作坊，

與不同公司和創業家會面。

計劃日期：2021年4月

同學專心致志同學專心致志

同學留心聽講同學留心聽講

潘金英老師潘金英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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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中四級主修企業、會計與財務

概論及全體中五級學生已於網上完成

STEP One和STEP Two必修部份。其後19
位學生參與了STEP Three至STEP Five的
培訓，其中9位學生表現優秀，獲主辦
單位頒發證書及獎品。名單如下：

4B 潘思穎
4B 黃泳霖
5A 胡芷瑩
5B 劉泳伶
5B 梁巧怡
5B 冼曦彤
5C 曾頌恩
5D 林紫玲
5D 黃勃旋

其他踴躍參與學生：

4D 陳巧玲
5A 彭寶儀
5A 邱悅心
5B 高美沙
5B 官娜碧
5B 田安儷
5B Phagami Michelle
5C 羅玉霞
5D 霍珮嘉
5D 羅雁喜

物理科

雖然在疫情之中，但無阻是次中三級物理科講座的進

行。今年已是何東中學連續第七年舉辦這項活動了。這次

講座形式非常新穎，講座地點由學校禮堂移師到四個中三

課室，主講嘉賓楊志豪博士則在香港教育大學的辦公室內

透過視像會議跟中三學生分享「STEM教育及創意產電發
明」。

講座開始時，楊博士先以著名物理學家愛因斯坦引起

話題，繼而問學生「科學家及工程師是否有一個既定的模

樣？」以引起學生興趣。接著楊博士談到STEM教育近年在
美國的發展情況，還介紹了白宮科學節及STEM工程設計流
程等，最後介紹非再生能源及一些創意產電發明。講座內

容主要從物理角度出發，生動有趣。

希望藉著今次講座可以豐富學生物理課堂以外的知識，

提升她們對物理科的興趣。

在2021年6月4日， 本 校 初
中學生參與了「賽馬會樂．憶古

蹟」樂訪校園音樂會。是次活動

由賽馬會及垂宜樂社合辦，學生

欣賞了一系列作品及文物導賞。

另外試後活動期間，本校將舉行

周年音樂會。由於疫情關係，活

動改為網上進行。學生於疫情下

仍能表演及欣賞音樂文化活動，

機會難得。

中三物理科講座(13.11.2020)中三物理科講座(13.11.2020)

音樂會欣賞活動音樂會欣賞活動

楊博士在講座中回應同學提問楊博士在講座中回應同學提問

講座開始前，同學靜聽楊博士的介紹講座開始前，同學靜聽楊博士的介紹

音樂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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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發展委員會

為凝聚班內的合作精神、培育互相欣賞及互相支持的文化，本校今年首度舉辦了「何東班際盃比賽」。透過

各科組的努力協作，上學期在各級進行了多項不同類型的班際比賽，並以龍虎榜壁報顯示各班表現。各班學生在

活動中均表現投入，積極為班爭取好成績，加強了她們對班的歸屬感，營造了健康校園的氣氛。

上學期各項比賽包括：

1 S1-5 「知足感恩」作文比賽 中文科

2 S1-5 班際時事挑戰賽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組

3 S1-5 課室壁報設計比賽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組

4 S1-5 課室清潔比賽 訓導組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組

5 S4 班徽設計比賽 學生發展委員會

6 S1-5 品格挑戰月 訓導組

各級冠軍如下：

中一級：1C
中二級：2D
中三級：3A
中四級：4C
中五級：5A

訓導組

縱然疫情嚴峻，復課不久，訓導組亦不遺餘力舉辦一系列活動，幫助學生儘快投入校園生活之餘，亦不忘培

養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

為了培育學生的責任感及

自理能力，本組與公民及國民

教育組於十月份合辦了「課室

整潔比賽」。10月26日起一連
兩星期，學生須將自己課室的

桌椅、窗台、黑板、儲物櫃、

地面等打掃得清潔整齊。每天

除了由第六堂科任老師評分

外，課後亦會由工友評分，比

賽結果亦會累計到「何東班際

盃」龍虎榜。學生在活動中表

現上下一心、落力參與。是次

活動效果理想，不但有效提升

學生對課室清潔衛生的關注，

亦能加強學生之間的合作性及

歸屬感。各級設一項冠軍大獎，

得獎班別如下：
中一級：1C	
中二級：2D	
中三級：3A
中四級：4D
中五級：5A
中六級：6B

為提高學生對學習、儀表和行為方

面的自我管理能力和意識，訓導組今年

增設了「品格挑戰月」活動。這次活動

是以班際比賽形式進行，學生於指定月

份內獲發最少「輕微違規紀錄」的班別

為冠軍。學生為此投入參與，不但彼此

鼓勵和提醒，甚至主動協助有需要的學

生作出改善，加強她們的自我管理能力

和團隊精神。大部份班別表現均有進

步，活動效果理想。比賽結果亦會累計

到「何東班際盃」龍虎榜中。結果如下：

中一級：1B
中二級：2A
中三級：3A
中四級：4B	
中五級：5B

品格挑戰月品格挑戰月

學  生發展及支援

上學期班際盃比賽上學期班際盃比賽

課室整潔比賽（與公民及國民教育組合辦）課室整潔比賽（與公民及國民教育組合辦）

 得獎班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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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和諧校園—不欺凌週
（教育局訓育及輔導組「和諧校園—反欺凌」運動）

我校在本年度參加了由教育局訓育及輔導組「和諧校園 — 
反欺凌」運動2020/21計劃。旨在加強建構我校和諧校園的文
化和氣氛，同時更有效推動反欺凌的工作。

疫情影響下，上學期本校大型活動都被迫取消了，為了帶

動全校氣氛，適逢恢復面授課，訓導組聯同學生會、六社導師

及幹事，在11月3日至11月6日期間舉辦「和諧校園—反欺

凌」周，活動包括歌曲點唱、影片製作及播放、海報展覽、紀

念品派發和簽署「校不容凌、人人有責」約章。

活動期間，全校師生反應熱烈，每

天由學生會及六社幹事帶領出席學生合

唱具健康和諧校園意識歌曲。席間更邀

請到不少老師粉墨登場，就連邵校長都

高歌一曲，互相鼓勵，互相打氣，使整

個校園洋溢着一股和諧和正能量的氣

氛，感染學生要有關愛精神。

此外，學生會學生亦製作了一齣

「反欺凌」的影片，宣傳學生們要互相

關心、包容和彼此尊重的訊息，安排在

班主任課時播放，當中角色都由學生扮

演，其中有老師反串扮演被欺凌的學

生，老師穿上校服扮演學生，真是一個

嶄新的嘗試呢！

疫情中雖然挑戰不斷，但憑藉師生

上下一心，迎難而上，望學生亦能在和

諧和安全的環境中繼續快樂地茁壯成

長，並培養出優良的自我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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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一小組活動7. 中一小組活動

輔導組與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合作，為中

一學生舉辦四節校內的小組活動，目的是幫助學

生建立正向思維，亦希望帶領學生走出校園，參

加校外機構的義工服務或其他活動，提升學生的

自信心。

輔導組

學  生發展及支援

1.中一小組面談1.中一小組面談

輔導組老師和社工繼續定期約見中一學生，

目的是了解學生的狀況，識別需要關注的學生，

以便及早提供支援。

2.「星計劃」活動2.「星計劃」活動

學校社工和輔導老師繼續與各級重讀生學

生進行個別輔導， 協助學生建立正面和積極的
學習態度。

3.「健康校園計劃」: Better me小組活動3.「健康校園計劃」: Better me小組活動

本活動由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與本校合辦，目的是透過

四節小組活動，包括網上、桌遊和小遊戲，提供機會給中一

學生認識新同學，從而強化其支援網絡，建立具正面影響的群

組，小組亦透過製作小手工讓學生學習放鬆的技巧及提升其能

力感。

4.性教育活動4.性教育活動

輔導組透過不同的性教育工作坊，幫助各級學生建立正確

的價值觀。下學期舉辦相關活動的級別有：

日期 級別 活動主題

17及18/12 中四 高中苗護教育課程

5/3 中二 中二性教育工作坊

5/3 中一 戀愛與網上交友

22及23/4 中三 初中苗護教育課程

5.學貴有恆5.學貴有恆

為提升校內學習氣氛，培養學生持久而積極的

學習態度，所有中一至中二學生均須參加此活動。

學生可按自己的成績，選擇最少一個科目，最多

二個科目（其中包括一科主科，即中、英或數），

作學習目標。成績有進步的學生，可獲獎勵。

6.領袖訓練6.領袖訓練

由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與本校合辦的『領袖訓

練』活動於1月22日及2月5日分別舉行了兩次的培訓。
各學會主席在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社工的指導下，

透過不同的啟導遊戲及團隊合作訓練，培養學生的獨

立思考能力和人際溝通技巧，學生亦同時學習如何設

計及籌辦團體活動，使她們日後能為其他學生策劃多

元化的課外活動，促進健康校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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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組

本組致力舉辦多元化的德

育、公民及國民教育活動，

藉以推動學生關心社區，實

踐公民責任及關愛祖國。今

學年我們舉辦了多項活動：

於11月4日舉行國家憲法日升
旗禮及國旗下講話及4月15日
舉行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短

講及升國旗儀式，加深學生

對國家安全的認識。此外亦

舉辦了「班際時事常識挑戰

賽」，以提高學生對基本法

及國家歷史的認識。

今年舉辦的課室壁報設計

比賽以「感恩珍惜」為主題，中一至中三更舉辦了不同主題的德育課，以提高學生的德育水平。

至於公民教育方面，我們鼓勵學生參加了「無煙Teens計劃2020-2021」，亦聯同訓導組進行了全校課室清潔
比賽。同期也進行了一次全校「課室民意調查」活動，題為「2019年施政報告：改善民生」。更邀請傷健人士人
許毓青先生為中四至中六學生主持生命教育講座，分享了一個名為「演活自己，彩畫人生」的專題講座。2月5日
我們邀請了夢飛行合家歡劇團為中五級演出ICAC廉政互動劇場《今次GG了》。本組和視覺藝術科亦合辦了中二全
級敬師卡設計比賽，又為中一級學生舉辦「學界饑饉」活動等等，各項活動均深受學生歡迎。雖然受疫情影響，

很多活動已被迫取消或暫停，但本組卻沒有停下腳步，希望透過上述活動，繼續培養學生的正面價值觀。

2020/2021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組各項比賽結果2020/2021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組各項比賽結果

S1	 1CS1	 1C
S2	 2DS2	 2D
S3	 3AS3	 3A
S4		 4DS4		 4D
S5	 5AS5	 5A
S6	 6BS6	 6B

S1	 1BS1	 1B
S2	 2DS2	 2D
S3	 3CS3	 3C
S4		 4CS4		 4C
S5	 5CS5	 5C
S6	 6CS6	 6C

冠軍	 2C李穎嘉冠軍	 2C李穎嘉
亞軍	 2A黃心榆亞軍	 2A黃心榆
季軍	 2A何胤賢季軍	 2A何胤賢
優異	 2B楊友慧優異	 2B楊友慧
優異	 2C劉芝盈優異	 2C劉芝盈
優異	 2D歐陽嘉汶優異	 2D歐陽嘉汶
優異	 2D湛善寧優異	 2D湛善寧
優異	 2D陳煒彤優異	 2D陳煒彤

S1	 1DS1	 1D
S2	 2BS2	 2B
S3	 3AS3	 3A
S4	 4CS4	 4C
S5	 5BS5	 5B
S6	 6AS6	 6A

班際時事常識挑戰賽

課室壁報設計比賽

課室清潔比賽

敬師卡報設計比賽

冠軍冠軍 冠軍冠軍

冠軍冠軍
冠軍冠軍

敬師卡設計比賽得獎作品敬師卡設計比賽得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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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高中畢業生面對多元出路及

選擇，無疑加添了他們選擇的困難及

無助感。同時，不少畢業生對不同院

校及職業缺乏理解，花了不少時間尋

覓自己的出路。因此，為青少年在學

期間提供生涯規劃啟發及指導，實在

十分重要。

有見及此，升學及就業輔導組讓

全級中五學生加入「聖雅各福群會

青年職學平台」—「I am...」。這
是一個一站式數碼化平台，為15至
29歲青年提供個人化、準確及便捷
的生涯規劃服務，包括性向測驗、

職學資訊和與職學達人直接對話。

希望學生透過這個平台，能早日為

前路作準備和規劃。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學  生發展及支援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於十二月至四月期間舉辦了多項活動，詳情如下：

日期 對象 活動名稱 協辦機構

12月5日及6日 中一至中六 虛擬升學及行業資訊博覽 I am 青年職學平台

1月8日 中六 面試有SAY有WAY工作坊
聖雅各福群會『IMPROVEd青年生涯

藍圖策劃』

2月26日 中六 中六重要資訊講座  何東中學老師

3月13日 中六

香港中文大學

專業進修學院

高級文憑網上面試會

香港中文大學

專業進修學院

3月26日 中五 青年職業平台 I am 青年職學平台

4月16日 中四 生涯規劃—職業體驗活動 聖雅各福群會

4月30日 中四及中五 職業博覽（網上） 港京扶輪社及何東中學校友會

生涯規劃生涯規劃——青年職業平台青年職業平台

中五同學正全神貫注地完成平台上的性向測驗。中五同學正全神貫注地完成平台上的性向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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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發展委員會、學生會及課外活動

組於2021年12月21日為我校學生安排了精
彩的聖誕聯歡活動。由於疫情關係，學校

停止面授課堂，但為了讓我校學生能感受

聖誕氣氛，互相祝福，「聖誕聯歡會」當

天以網上直播形式進行。

當天節目豐富，既有合唱團表演回

顧，亦有班際獎項頒發，並由得獎學生分

享其心得和背後理念。其後亦有短片播

放，由學生會幹事分享影片中的意義，希

望何東學生長存感恩的心，在日常生活中

發揮友愛互助的精神。學生會幹事也在活

動中跳起輕快的聖誕舞步，全場洋溢着濃

厚的聖誕氣氛。學生會也為學生安排了抽

奬環節，大家都滿載而歸。活動完結前，
校長、副校長、多位老師和學生會幹事更

一起頌唱聖誕歌，為是次聖誕聯歡會畫上

完美的句號。

聖誕聯歡活動聖誕聯歡活動

學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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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 學生姓名 獲獎項目 獎項

3B 王奕橋
粵曲獨唱—子喉獨唱

中學初級組
冠軍

3B 吳凱婷 古箏獨奏—中級組 季軍

5B 董敏晴
聲樂獨唱—中文—女聲

 中學—16歲或以下
銀獎

5B 董敏晴
聲樂獨唱—外文歌曲

 女聲—中學—16歲或以下
銀獎

5B 馮子雅

董敏晴

女聲二重唱—中學

19歲或以下
銀獎

5B, 
5D

李玥晴

 潘曉妍
口琴二重奏 銀獎

5D
翟詠恩

羅雁喜

直笛二重奏—中學

19歲或以下
銅獎

為了推動學校舞蹈教育，每年教育

局均與香港學界舞蹈協會主辦學校舞蹈

節。舞蹈學會2D楊翊同學代表本校參加
第五十七屆學校舞蹈節的中國舞獨舞項

目，主題為「舞蝶」。比賽當天，楊同

學表現十分精彩，舞姿優美，最後在眾

多參賽組別中得到評判的青睞，勇奪甲

級獎，為校增光，可喜可賀！

本年度由於疫情關係，為保留一個音樂交流與切磋的機

會，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制度改以「錄影模式」進行，本校

學生仍踴躍參與，並取得佳績。其中3B班王奕橋同學自2013
年起醉心學習中國戲曲藝術，本學年首次參加第七十三屆香

港學校音樂節之初級組子喉獨唱比賽，王同學在現場樂師伴

奏下順利完成錄製高質素的比賽影片，她辛勤練習的成果大

家有目共睹，最後以95分勇奪冠軍，同時榮獲東華三院獎之
粵曲教學獎獎學金，真是可喜可賀。

另外，在個人項目及二重奏比賽，3B班吳凱婷同學獲得
古箏獨奏—中級組季軍，5B班李玥晴同學和5D班潘曉妍同
學獲得口琴二重奏銀獎，5B班董敏晴同學分別在中文及外文
聲樂獨唱獲得銀獎外，她還聯同5B班馮子雅同學獲得女聲二
重唱銀獎，成績令人鼓舞。詳細得獎名單如下：

獲 獎消息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第五十七屆學校舞蹈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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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中文戲劇學會參加由教育局主辦的「香港

學校戲劇節2020/21」，演出劇目為《她門》。故
事講述女主角陳瑩幼、青、老三個階段，帶出了因

女性身份而身不由己的生活。但女主角陳瑩身處在

這個偏頗的年代中有意打破沉默，逃離原生家庭束

縛和打破社會對女性的不公，結果卻出人意料，看

似離開了，但卻仍身處圈中，無所逃離。

本校於是次戲劇節勇奪四個獎項，包括「傑出

導演獎」、「傑出演員獎」、「傑出影音效果獎」

及「傑出合作獎」。受疫情影響，學生需透過網上

實時綵排練習及演出，增加了各方面的難度。但學

生於整個活動期間，不論由創作影音效果、演技排

練及道具服飾設計等，均表現優異，充分發揮出團

隊合作精神。評判亦對學生的表現有良好的評價，

實屬可喜可賀。

由於疫情關係，多項學界

美術比賽宣布延期舉行或取

消。但我們的同學並沒有氣

餒，在眾多全港賽事中取得多

項大賽大獎，成績斐然。當中包括：2C李穎嘉同學在
「第十屆國際巡迴賽（泰國站）繪畫比賽」中榮獲少

年組冠軍。1B鄧卓珈同學榮獲「樂在紙筆間英文藝術
字作品創作大賽2020」兒童高級組銅獎。4B王曉瑩同
學在「2020年東區文化節—樂遊東區—繪畫比賽」

中榮獲中學組第4名佳績。在第十二屆ICEHK「國際繪
畫比賽」2021「敢夢敢想」中，6A陳穎桐同學榮獲青
年組二等獎及6B蘇敏善同學榮獲青年組三等獎。本校
亦派出繪畫隊參加「2021年人口普查中學學生手機通
訊程式貼圖創作比賽」，結果6B吳茂嘉同學及6B黃穎
晞同學榮獲高級中學組亞軍。

本校4B班黃泳霖同學於12
月參加由善愿會舉辦的全港

中學生認識中風比賽20-21 之
「健康菜式設計比賽」，菜式

名稱為「長命百歲」。由於黃

同學的短片製作水準突出，並

達到健康創意的目標，表現優

異，最終奪得全港冠軍獎項，

為校爭光。

中文戲劇學會

香港學校戲劇節2020/21香港學校戲劇節2020/21

視覺藝術科

科技與生活科

校長及榮獲第十屆國際巡迴賽校長及榮獲第十屆國際巡迴賽

（泰國站）繪畫比賽冠軍（泰國站）繪畫比賽冠軍

2C 李穎嘉合照2C 李穎嘉合照

校長、視藝科老師及榮獲2021年人口普查中學學生手機通訊程式貼校長、視藝科老師及榮獲2021年人口普查中學學生手機通訊程式貼

圖創作比賽高級中學組亞軍6B吳茂嘉同學及S6B黃穎晞同學合照圖創作比賽高級中學組亞軍6B吳茂嘉同學及S6B黃穎晞同學合照

校長與黃泳霖同學合照校長與黃泳霖同學合照

得獎菜式相片得獎菜式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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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沙蘇菲亞及4A Bisma Khatoon同學獲得由
民政事務總署頒予的2020/21學年融和獎學金，
以表揚她們在學校和社區服務、學業成績及品行

方面的傑出表現，並能積極地促進種族融和，打

破文化、語言、膚色間的隔閡，為建構多元文化

共融的社會作出貢獻。

數學科

體育科

國際線上數學精英公開賽國際線上數學精英公開賽

數學不僅是生活

不可或缺的部份，更

是提升學生智商、邏

輯思維、推理力、分

析力及解題能力的重

要元素。本校參與由

上·文化主辦的「國

際線上數學精英公開

賽」，以提升學生對

數學的興趣，從而增強她們的解難能力及自信心，期盼

學生能運用數學知識來展示自己的能力，並作知識交流。

最後，3C班戴瀠慧同學獲得中三組「銅獎」，3C班陳
潁潼同學及劉曼姿同學獲得中三組「優異獎」，成績令人

鼓舞！

5A蕭家珍及5B劉泳伶同學獲得2020-21香
港會計師公會／香港商業教育學會「企會財」

獎學金，以資鼓勵。

2021香港室內賽艇虛擬錦標賽2021香港室內賽艇虛擬錦標賽

本校學生參加2021香港室內賽艇虛擬錦標
賽「T08中學女子團體4X500米」組別，勇奪項
目冠軍，成績驕人。

第二十五屆全港中小學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第二十五屆全港中小學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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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3B班歐陽子晴同學獲得初級組「優秀
入圍獎」，4D班周小婷同學獲得高級組「優秀入圍獎」，值得嘉許！

2020《全港中小學徵文比賽》2020《全港中小學徵文比賽》

為加強學生對先進通訊科技與其應用的認識，本

校參與了由香港創科發展協會主辦、粵港澳大灣區5G
產業聯盟及香港菁英會合辦，AiTLE協辦的全港中小學
生徵文比賽，本年以「先進通訊科技對生活及社會帶

來的好處」為主題。其中4A高淑怡同學獲選青年組表
揚作品，令人欣喜！

2020/21學年融和獎學金2020/21學年融和獎學金

中文科

獲 獎消息

企會財科

組員名單：

5C	林家悅
3B	翁紫悅
3C	胡慧敏
2D	楊佩嘉

第十三屆校園藝術大使

本校4A楊妍及5D杜依蔚同學獲選為第十三屆校園藝
術大使。兩位同學分別在學習視覺藝術及音樂上付出不

少努力，並善用其才能，發揚藝術的精神。她們將參與

多項活動，推廣與人分享藝術的樂趣。兩位將獲發証書，

以資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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