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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學年轉眼已開展數月，縱然疫情尚未完全過去，但我們須在困難中逐步回復正常的生
活節奏。由9月份開始，同學們可以回到校園上課，與同儕共同學習與成長。新學年總會帶來新
的機遇、新的盼望，本學年是學校發展計劃另一個周期的開始，「樂於學習」與「品格教育」
將是我們未來三年的發展方向，希望同學們在學業與品德上均可有所進益。

孔子有云：「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學習應是令人愉快的事，但如何令同學們感受學
習的樂趣呢？我們相信能讓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建立信心與成功感是關鍵所在，故此本學年著
重培養同學們積極學習的態度，例如強調學生須在課前先作預習，以及在課堂內外進一步建立摘錄筆記的習慣，
幫助同學們較有效地掌握課程內容。而隨著疫情漸趨穩定，可讓老師舉辦多元化的學習活動，例如我們在上學
期舉辦了初中筆記摘錄工作坊，稍後將會有筆記分享會及STEAM學習活動等。記得上學年學校曾舉辦太陽能車
比賽及班際份子料理烹飪比賽等，從中可見同學們積極與投入的表現，讓學生之間交流切磋之餘，亦有效地提
升學與教的果效。

教育的目標應是學行並重，在新學年之始，學校首次舉辦「SMART計劃」，全校同學都參與其中，透過反
思自省，以訂立明確、具體的目標和實踐計劃，並嘗試身體力行，培養自律守規、誠實負責的精神；下學期將
會進行計劃檢討，我期望同學們都可以為自己的進步而感快慰自豪。在校園之內，我們希望同學們可守望相助、
關愛同行，故此上學期先從班本出發，舉辦了品格挑戰月、課室清潔比賽、課室壁報設計比賽、班際歌唱比賽
及班徽設計比賽等活動；看到同學們在班徽設計比賽中表現的心思，以及為各個班際比賽努力參與的樣子，散
發溫馨友愛的氣氛，而我更希望這份班本的凝聚力，可擴展至加強全校同學的歸屬感，一同努力建立正確的價
值觀與培養良好的品德操守，砥礪向前，讓何東中學成為名副其實的「有品校園」！

我們在生活中難免會遇上不同的問題與挑戰，知識可以幫助我們釐清問題、辨別是非，而良好的品德則可
讓我們秉持正直的態度待人處事，不致陷於迷惘困惑。願共勉！

樂於學習  有品校園樂於學習  有品校園	 鄭邵錦嫦校長校 長的話校 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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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專題講座
由Edvenue Limited的負責

人陳翰洋先生到校主持講座，

主題為「教師如何協助學生預

習及製作個人化筆記」。講座

介紹如何在課前預習和各種摘

錄和製作筆記的方法和心得，

有助老師能針對不同的課題教

授適切的製作筆記的方法，以

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中一資訊日
為了讓小學家長和同學更了解學校的最新情況，故

此本校於11月27日（星期六）透過網上視像直播舉行「中
一資訊日」，當日由鄭邵錦嫦校長簡介本校歷史，鄺子

建副校長及曾羅婉芬副校長分別講解學與教及學生成長

支援的概況。

3.國家安全教育聯校工作坊
我校與金文泰中學及上水官立中學邀

請教育局為三所學校的老師舉辦國家安全

教育聯校工作坊。當天由總課程發展主任

梁偉傑先生主講及課程發展主任吳俊燁先

生帶領分組活動。在工作坊中，梁先生清

楚介紹了國安教育所包含的範疇，包括國

土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人民安

全、國際安全等。對於老師如何推行國安

教育，裨益良多。

2.危機演習工作坊
由於疫情影響，學生的

壓力比往日更巨大，為了提

升老師處理學生突發情緒時

的信心，第一次教師發展日

特邀教育心理學家譚彩姍女

士，為全校老師舉行「危機

演習」工作坊。

教育局優良顧客服務獎勵計劃
（2021年季獎）

本校學生發展委員會余美儀老師獲本年

度優良顧客服務獎勵計劃季獎，以表揚她在

學校積極推動正向及關愛校園文化。

三所官校同工與教育局嘉賓合照三所官校同工與教育局嘉賓合照

校 務消息
第一次教師專業發展日
本學年第一次教師專業發展日於10月28日舉行。當天內容豐富，共分為三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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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畢業頒獎典禮
本校於2021年12月3日下午舉行周年畢業典禮。由於防疫措施下，當日只有

畢業同學、得獎同學、嘉賓、家長及校友到正校禮堂現場觀禮，其餘人士可透過

網上視像平台觀看直播。學校邀請了校友陳念慈太平紳士擔任主禮嘉賓，她現任

職香港賽馬會賽馬培訓發展委員會高級經理及見習騎師學校校長。畢業典禮於下

午三時正式開始，首先由邵校長致歡迎辭及校務報告，然後由各嘉賓頒獎授憑予

同學。接著主禮嘉賓陳念慈太平紳士致辭，她感謝學校的培育，並鼓勵學妹們

要努力向上，學習時間管理、早日訂立目標、培養良好習慣及與人溝通技巧。

陳校友希望學妹能以「天道酬勤」為座右銘，努力奮鬥，將來必然會有成就。本校合唱團隨後演唱「Three 
Little Maids From School Are We」，同學們悅耳輕快的歌聲及別致的服裝與佈景，獲得全場掌聲。最後畢
業禮亦隨著全體師生合唱校歌作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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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與教

學生發展委員會
何東SMART計劃

本校於新學年推行「何東SMART計劃」，藉此落實周年計劃中的重點關注事項「品格教育」，培養學
生守規自律的精神，並教導她們訂定目標，建立良好習慣。於開學首日，負責老師向同學詳盡講解計劃並

派發小冊子，由同學進行第一次自評，了解自己的強項和弱項。班主任及副班主任將定期與學生進行面談

及反思。計劃亦會安排同儕之間進行檢討，藉此培育互相砥礪的校園文化。

學 生發展及支援

課程及校務發展委員會
中一暑期學習技巧工作坊
本校於8月17日至18日的「中一暑期班」舉辦「主打好習慣」工作坊，

協助中一新生培養良好的學習態度及習慣，適應中學的學習模式。

中文學會
辯論比賽

中文學會於10月18日舉行了中五級辯論比賽，中
五級各班同學派出代表參加兩場賽事，名次如下：

News from the English Department:
Saturday Oral Programme
The English Department will continue to work 
with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School in offering 
the Saturday Oral Programme. Lessons will take 
place on Saturday mornings and after going online 
for two years, the lessons will now be returning 
to the face-to-face mode. During the lessons, 
students will practise English speaking and 
presentation skills through games, videos, songs 
and presentation tasks. It is expected to be a lot of 
fun.

The first four lessons are scheduled for 20/11/2021, 
27/11/2021, 29/1/2022 and 19/2/2022, intended for 
S3 students.

English Online Exercises (English Builder)
English Online exercises are now accessible to 
all S1 to S6 students. Articles and exercises are 
organize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themes and hot 
topics. Through these articles and exercises, 
students can practise reading comprehension, 
vocabulary, grammar and listening skills. Lessons 
for S4-S6 students contain HKDSE-type questions 
so as to brush up their exam skills. Scores will be 
recorded and the best performers of each level will 
be awarded with a certificate.

第一場
辯題：香港中學文憑試中文科應
保留「聽說讀寫」四個考核元素。

第一名 5B
第二名 5D

最佳辯論員 5B黃玥瑜

第二場
辯題： 香 港 小 學 應 改 為 半 
日制。

第一名 5C
第二名 5A

最佳辯論員 5A何甄穎

學習技巧工作坊學習技巧工作坊

全方位學習活動
為迎接新學年的開始，中一至中六級

的班主任於9月3日的全方位學習活動上與
同學分享有效的學習方法，以提升學生的

學習動機、建構及應用所學知識的能力。

初中學習技巧工作坊
為配合本年度的重點關注事項「樂於學習」的推行，

本校於9月至10月份為中一至中三各班舉辦了三場工作坊。
中一級的主題為「筆記節錄及製作」；中二及中三級的主

題分別為「課前預習」及「課前預習及主動溫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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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東班際盃比賽
學校為凝聚班內同學的積極性及合作精神，今年將繼續舉辦「何東班際盃比賽」。由於今年有更多科

組參與及籌辦活動，因此比賽項目將較去年更豐富及多樣化。比賽會以龍虎榜壁報顯示各班表現，鼓勵同

學努力爭取佳積。

班級經營活動
為促進老師與同學之間的關係及提升同學對班的歸屬感，本校中一至中五級於9月中進行了「班級經營

活動」。由兩位班主任帶領班內同學共同商議了三份計劃書，包括：訂定班規、課室壁報設計及策劃班本

活動。另外，今年亦增設了班內「1分鐘分享」活動。由班主任及同學輪流分享自己的難忘事，藉以促進
班內同學的溝通。

中一級 中四級
冠軍 1D 冠軍 4D
亞軍 1C 亞軍 4B
季軍 1B 季軍 4C
殿軍 1A 殿軍 4A

班徽設計比賽
本組為增強班內的團

結精神及提升歸屬感，今

年特別在中一及中四級舉

行「班徽設計比賽」。比

賽結果如下：

「有品之星」選舉
學校為表揚品格優異的學生，於上、下學期在各級舉行「有品學生」選舉。班主任及同學均可參與投

票，藉此提升校園內互相欣賞的文化。上學期各班得獎者如下：

中四組冠軍：4D中四組冠軍：4D中一組冠軍：1D中一組冠軍：1D

1A 郭慧晴 譚苡澄1A 郭慧晴 譚苡澄
1B 程嘉晞 孔睿喬1B 程嘉晞 孔睿喬
1C 王美芝 李筠樺1C 王美芝 李筠樺
1D 劉家睿 羅靖霖1D 劉家睿 羅靖霖

2A 陳家琳 朱德欣2A 陳家琳 朱德欣
2B 李玟欣 鄧芷言2B 李玟欣 鄧芷言
2C 袁銳淇 王樂霖2C 袁銳淇 王樂霖
2D 陳詠妍 2D 陳詠妍 MUKAND-KAURMUKAND-KAUR

3A 曾穎楠 文寶渝3A 曾穎楠 文寶渝
3B 陳瀅瀅 李綽庭3B 陳瀅瀅 李綽庭
3C 李穎嘉 鄺煒婷3C 李穎嘉 鄺煒婷
3D 楊佩嘉 陳煒彤3D 楊佩嘉 陳煒彤

4A 彭 晴 劉懿澄4A 彭 晴 劉懿澄
4B 陳卓琳 譚焯琳4B 陳卓琳 譚焯琳
4C 李靜宜 陳湘廂4C 李靜宜 陳湘廂
4D 孔勸嘉 孔勸慈4D 孔勸嘉 孔勸慈

6A 陳6A 陳㬢㬢桐 吳志美桐 吳志美
6B 劉泳伶 6B 劉泳伶 Khan MomnaKhan Momna
6C 吳珈穎 鍾凱晴6C 吳珈穎 鍾凱晴
6D 羅雁喜 黃勃旋6D 羅雁喜 黃勃旋

5A 何甄穎 高淑怡5A 何甄穎 高淑怡
5B 黃泳霖 庾展嫺5B 黃泳霖 庾展嫺
5C 李樂兒 黃諾希5C 李樂兒 黃諾希
5D 梁斯雅 周小婷5D 梁斯雅 周小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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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校園計劃
1.校園測檢計劃
本校為了推動建立健康和無毒校園文化，於

2021年9月3日及11月5日分別為中一新生及家長
舉辦校園測檢計劃講座，由東華三院心瑜軒註冊

社工向同學及家長簡介計劃的目的及測檢流程。

何東中學扶輪少年服務團與同學分享成功之道
扶少團以「服務至上」為座右銘，所以新一屆幹事特別利用暑

假製作了兩齣短片，與同學分享如何達致成功的竅門及關鍵。首齣

短片以港隊運動員為主角，另一齣短片則重溫了我校歷年來八位卓

越校友與師妹們分享成功之道的片段。此外，扶少團幹事亦利用展

板列出成功之道的要點，以供同學參考。

德育、公民、國民及國家安全教育組
「德育、公民、國民及國家安全教育組」除了逢星期一進行的升旗禮外，

亦於上學期舉辦了不少活動，包括9月1日進行的開學日升旗禮，國慶日升旗
禮、旗下講座、升旗禮步操訓練，及以「有品校園」為題的課室壁報設計比賽

等。而在中一至中三級德育課中，亦會舉辦不同的活動，其中，本組派出兩隊

同學參加了「無煙Teens計劃2021-2022」，也邀請了香港世界宣明會蒞臨本校
舉行「貧富宴」及「病毒無邊界」講座及互動遊戲比賽等，藉此培養學生正面

的價值觀。

2
B

1
A

4
B

3
D

6
C

5
D

2.「健康達人健康生活講座」
本校於本年9月24日為中四至中六同學舉辦了

「網絡的謊鄰」講座，以提升同學網上交友的技

巧。是次講座的主講嘉賓為東華三院心瑜軒註冊

社工鄭依玲女士。

3.「SUN-WEB」社區關懷及探訪
本校「健康校園計劃」及「生活與社會科」很

高興與「東華三院心瑜軒」合辦了「SUN-WEB」社
區關懷及探訪活動。活動於2021年10至12月舉行，
主題配合了「生活與社會科」有關「貧富懸殊」的

課題，讓中二同學透過活動關心社會上有需要人士。

「有品校園」課室壁報設計比賽獲獎班級及各級冠軍作品

九月一日的開學日升旗禮九月一日的開學日升旗禮

sun web社區關懷及探訪sun web社區關懷及探訪

邵校長為新一屆扶少團幹事們舉行就職儀式。邵校長為新一屆扶少團幹事們舉行就職儀式。

學 生發展及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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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導組
領袖生訓練日
訓導組於2021年8月20日透過領袖生訓練幫助領袖生了解她們在 

學校中的角色，讓她們明白領袖生的使命是在何東中學建立一個更有 
利的學習環境。經過訓練後，相信一眾領袖生都能成為積極和盡責的模

範生，成為同學的榜樣。

訓導主任
正校：楊冠紅老師

分校：張翠霞老師

領袖生頒獎及就職典禮
「領袖生頒獎及就職典禮」已於2021年9月2日舉行，邵校長為本年度領袖生頒發領袖生徽章並進行監

誓儀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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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導講座訓導講座
訓導組於 2021年 9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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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席領袖生

5D 梁斯雅

副首席領袖生

5B 黃泳霖

助理首席領袖生

5A  KHATOON BISMA    5D  林  浠

訓導老師
正校：朱偉龍老師、張妙玲老師、林慧萍老師

分校：陳瑜勳老師、韓佩衡老師、許智盈老師、李巧儀老師、吳芷寧老師、王博恩老師

66 77



輔導組
1. 中一暑期班
輔導組安排大姐姐與中一級小妹妹進行遊戲及分享活動，希

望幫助中一同學認識校園及為新學年做好準備。社工姑娘亦透

過多元化的協作活動讓同學互相認識。

2. 中一小組面談
輔導組老師和社工定期於課後，利用網上教室約見中一同

學，了解同學的適應情況及朋輩關係，同學亦可互相分享升中

後的感受，交流讀書及解決困難的方法。

3. 實習輔導員
歡迎實習輔導員徐子盈 (Clio)加入何東中學的大家庭。Clio是香港樹仁大學輔導及心理學系的四年級學

生，本學年逢星期二、四會到本校實習，為同學舉辦不同的活動及約見同學，為同學提供輔導。

4. 「星計劃」活動
學校社工和輔導老師為協助各級重讀生建立正面和積極的學習態度，分別與各級同學進行小組活動或

個別輔導，鼓勵學生學習時間管理，為今年的學習訂立目標。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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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她們

進行選科分析。如同學需要情緒支援，輔導組老師及社工亦會協助跟進，幫助同學紓緩考試壓力。

6. 「健康校園計劃」：領袖訓練
由東華三院與本校輔導組及課外活動組合辦的2020/21年度「領袖訓練」活動已於9月24日完成了最後

一節的培訓。培訓目的是讓各學會主席透過桌上遊戲學習團隊合作，讓她們勇敢地面對挑戰。而2021/22
年度「領袖訓練」活動已於2021年10月22日完成了首節的培訓，活動的目的是讓同學體驗團隊合作、認識
不同的領導風格和人際溝通技巧。

7. 班本小組活動
本組為幫助同學舒緩壓力，提升同學的正

能量，特別安排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於本學

年會為 5D班同學於「全方位學習活動」時段
舉辦三節班本活動，第一節活動已於 10月 22
日完成。

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亦會為1B班同學舉
辦四節興趣小組活動，希望幫助同學建立正向

思維，第一節活動已於10月15日完成。

本校社工為1A及1D班同學安排了不同的小組活動，希望同學能了解自己的情緒感受，提升她們處理壓
力的能力，而第一節活動已於10月15日完成。

8. 教師培訓講座
輔導組於10月27日為老師安排了一次培訓講座，內容有關

「如何與家長及學生溝通」及「保護兒童條例」。

輔導技巧培訓講座輔導技巧培訓講座

學 生發展及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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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聖節密室逃脫活動
本年度的「萬聖節密室逃脫」活動已於2021年10月

26日進行並圓滿結束，參與的學生全都樂而忘返。學生
會Marmoris幹事及工作人員以不同造型與各位同學會面，
並要求參加者在密室內完成一連串任務。是次活動集推

理、解難和中國文化元素於一身，結合多媒體驚慄效果，

同學除了得到感觀上的刺激外，亦能考驗自己的觀察力。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於2021年9月至11月期間舉行了多場講座，詳情如下：

日期 對象 講題 主講者

9月2日 中六
「聯招額外資料及個人學習檔案個人自述」及

多元出路講座
許美賢老師及周惠文老師

9月3日 中六 香港教育大學及香港恒生大學課程簡介 香港教育大學及香港恒生大學代表

10月5日 中六 學校推薦直接錄取計劃簡介會 許美賢老師

11月24日 中三 中三選科座談會 邵校長及老師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於9月至11月期間亦舉辦了以下活動，詳情如下：

日期 對象 活動名稱 協辦機構

9月24日 中四 生涯規劃—職業體驗活動(4A及4C) 聖雅各福羣會

10月8日 中四 生涯規劃—職業體驗活動(4B及4D) 聖雅各福羣會

10月22日 中六 模擬放榜活動 香港小童群益會

10月29日 中三 求學選科工作坊 香港青年協會

中六模擬放榜活動
「模擬放榜活動」旨在讓同學明白自己的學業情況及認識升學

就業出路的不同選擇，期望同學能藉此擬訂升學計劃，為未來做好

準備。當天的環節包括「性向測試」、「過來人分享」、「模擬放榜」

及「壓力管理」等。

「第30屆學生會選舉」及「學生會就職典禮」
本學年共有四個候選內閣角逐第30屆學生會選舉，2021年9

月23日為投票日，Marmoris當選為本年度的學生會。就職典禮於
2021年10月15日舉行，新一屆學生會主席何甄穎同學代表其內閣
宣誓就任第30屆學生會。第30屆學生會幹事名單如下：

Marmoris（浮光）
職位 姓名 班別

主 席 何甄穎 5A

副主席
Harina 

Pauline Grace 5A

文 書 何佩穎 5A
文 書 高天恩 5A
財 政 盧穎晴 5A

學 生會

職位 姓名 班別

公 關 曾業喬 5A
康 樂 高淑怡 5A
編 輯 張心嵐 5A
福 利 梁思慧 5A
美 術 楊 姸 5A
美 術 譚焯琳 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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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社 導師 社長 副社長

Confidence (Red) 信社 連加敏老師 5A曾業喬 5A HARINA PAULINE GRACE
Courtesy (Blue) 禮社 莊倩清老師 5C關嘉欣 4B胡慧敏

Diligence (Orange) 勤社 許智盈老師 5A楊 姸 5B郭芯僑
Justice (Green) 義社 胡頴雯老師 5A黃凱翎 5B張煒研
Loyalty (Yellow) 忠社 陳瑜勳老師 5C吳寶琪 5B蘇子珊
Truth (Purple) 誠社 陳志泉老師 5B鄺晞晴 5B李鎧藍

何東中學口琴隊

自1979年至今，何東中學口琴隊已踏入第四十二個年頭，今
年暑假，何東口琴隊接受了香港電台《學界創造》主持唐書堯先

生訪問，他特別邀請了何東口琴隊歷年來的多位前任及現任隊員

分享音樂路上的點滴，包括同樣是前任口琴隊員的林秀婷指揮、

許智盈老師、田紫薇老師、潘倩衡校友、洪愷晴校友、現任隊員

李玥晴同學及胡芷瑩同學。

這次全部受訪嘉賓皆為何東中學現時的學生或校友。在訪問

過程中，主持人表示能感受到何東中學口琴隊於音樂文化的道路

上薪火相傳。每當她們在比賽中獲獎，她們臉上那份發自內心的喜悅，總能讓人感受到那一份單純的、對

音樂的熱愛。

網上重溫：https://www.rthk.hk/radio/radio2/programme/madeincampus

第三十屆周年會員大會
何 東 中 學 家 長 教 師 會 

第三十屆周年會員大會已於

2021年11月5日順利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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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個學會。課外活動組已於2021年9月3日舉行了「課外活動推廣日」，向全校學生宣傳
及提供有關課外活動的資料，讓她們對各學會加深了解，從而選擇適合自己能力及興趣的課外活動。

學界創造第28-29集（10月9日及16日於香港電台第二台播出）

主 席：吳茵茵女士
副主席：鄧詩韻女士

司 庫：鍾雅儀女士
核 數：古詩韻女士
秘 書：關慧芬女士

幹 事：柯惠惠女士、莊珈儀女士、洪艷芬女士
顧 問：鄭邵錦嫦校長
委 員： 吳惠霖副校長、曾羅婉芬副校長、鄺子建副校長、鄭燕芳老師、胡麗瑛老師、 

鄧妙璇老師、林楚珍老師、曾國柱老師、鄧愷怡老師、雷子恩老師

第三十屆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名單

香港電台《學界創造》訪問何東中學口琴隊香港電台《學界創造》訪問何東中學口琴隊

課 外活動組

家 長教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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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視覺藝術科學界比賽成績
本校同學參加了2021年度

學界視覺藝術比賽榮獲多項大

獎，包括2B鄧卓珈同學參加第
3屆 Draw My Watch錶 面 設 計
比賽，榮獲銀獎。3C周穎兒同
學參加第11屆當代青少年及兒
童藝術節新春繪畫比賽，榮獲

季軍。3D楊佩嘉同學參加都會
國際青年藝術節全港繪畫大賽

（第三季），榮獲金獎。4B王
奕橋同學榮獲2021年葛量洪視
覺藝術獎。3A黃心榆同學參加
第四屆新藝潮博覽會現代水墨

畫，獲入圍獎並展出17幅水墨
畫。黃心榆同學參加2021年大
華銀行年度水墨藝術大獎，於

高級學生組榮獲金獎，得獎作

品＜冰壁月影＞更被納入大華

銀行藝術收藏系列。

校友會周年會議
校友會於2021年11月20日（星期六）假本校

分校禮堂舉行周年會議，鑑於疫情，會議同時以

網上形式進行。當天，校友會主席李佩儀女士主

持會議，顧問莫柳眉女士及校友會委員親臨學校

出席會議。周年會議得以順利舉行，實有賴校友

會主席及各委員付出時間和心思，以及校友們的

出席及支持。

校 友會

化學科獲獎消息
本校修讀高中化學科的同學參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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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021，共有七位同學獲得獎項。

 鑽石獎
6B張嘉賢 6C曾頌恩
 銀獎
5D吳芷靜
 銅獎
5D周小婷 5D成佩樺 5D曹芷茵 6A彭寶儀

獲 獎消息

黃心榆＜冰壁月影＞2021水墨設色紙本黃心榆＜冰壁月影＞2021水墨設色紙本

2021年度學界視覺藝術比賽獲獎同學合照2021年度學界視覺藝術比賽獲獎同學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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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學業成績優異獎名單
各級全班第一名獎

中一級

1A 1B 1C 1D
陳家琳 李玟欣 袁銳淇 陳詠妍 

中二級

2A 2B 2C 2D
梁千欣 陳瀅瀅 薛可鍒 丁柏殷 

中三級

3A 3B 3C 3D
陳伊潼 孔勸慈 陳泳彤 陳綺妮 

全級優異獎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一 1C袁銳淇 1C王樂霖 1C蕭蒨瑤
中二 2D丁柏殷 2D陳煒彤 2D林穎翹
中三 3B孔勸慈 3A陳伊潼 3C陳泳彤
中四 4B王曉瑩 4B王曉彤 4A梁思慧
中五 5B梁巧怡 5B劉泳伶 5B PHAGAMI MICHELLE 
中六 6A杜澤茵 6C李曉程 6C吳樂雯 /

各科全級第一名獎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英國語文 1D陳詠妍 2C鄧家盈 3C黃棨渝 4B王曉瑩 5B PHAGAMI 
MICHELLE

6A PHAGAMI 
JOYCE

中國語文 1C袁銳淇 2D丁柏殷 3A蔣雯熙 4D周小婷 5A蕭家珍 6B蘇敏善
數學 1B李玟欣 2C薛可鍒 3B孔勸慈 4A梁思慧 5B梁巧怡 6D李詠恩
生物 4C洪 鑫 5B梁巧怡 6C吳樂雯
物理 6D李詠恩
化學 4D曹芷茵 5A麥穎芝 6A張念晴
科學 1C袁銳淇 2C薛可鍒 3B孔勸慈

普通電腦／
資訊及通訊科技

1D陳詠妍 2C黃心柔 3A彭 晴 6D黃思晴

地理 1B李曉彤 2A梁千欣 3A何佩怡 4D潘思穎 5B梁巧怡 6A張楚奇
中國歷史 1C李彥澄 2D丁柏殷 3C陳泳彤 4D陳巧玲 5B車穎瑤 6A張煒琪
歷史 1C袁銳淇                                         2A梁千欣 3A潘帥澄 6A周鈺莙

基本商業／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3A潘帥澄
4D陳巧玲 5A蕭家珍 6A張煒琪

4A胡翁詠 5B劉泳伶 6A張念晴

生活與社會／
通識教育

1C王樂霖 2D丁柏殷 4A何佩穎 5B梁巧怡 6A張念晴

經濟 4C洪 鑫 5A陳曦桐 6C李曉程
普通話 1B木雪婷 2B林婧妍 3A蔣雯熙
音樂 1C林栩攸 2B陳瀅瀅 3B孔勸慈 4C金希玥 5B董敏晴 6A杜紫怡

體育 1A施靜儀 2A曾穎楠 3C胡慧敏

視覺藝術 1B鄧卓珈 2D陳煒彤 3A蔣雯熙 4B王曉瑩 5C馬致穎 6B蘇敏善
科技與生活（食品）／

科技與生活（食品科學與科技）
1C蕭蒨瑤 2D丁柏殷 3A潘帥澄 4D陳筠雅

科技與生活（服裝） 1B李玟欣 2D黃詩洛 3A吳思茵 5B譚珈妍

中四級

4A 4B 4C 4D
梁思慧 王曉瑩 洪 鑫 曹芷茵 

中五級

5A 5B 5C 5D
陳曦桐 梁巧怡 羅玉霞 羅雁喜 

中六級

6A 6B 6C 6D
杜澤茵 蘇敏善 李曉程  李詠恩

 吳樂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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