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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愛互助  走出「疫」境互愛互助  走出「疫」境
  本學年的上課日子，仍然不似預期。下學期剛開始不久，迎來了第五

波疫情，同學們亦要從校園回到網上學習，後來疫情日趨嚴峻，學校開始

了特別假期，直至五月初才可再次恢復面授課，師生共聚於校園。

  疫情反覆，相信令不少同學也感到困擾，在假期中，可能渴望回到校

園，但當結束了悠長的假期，又一時未能習慣回到校園的生活，不過我相

信絕大部份的同學在短時間內已能適應過來，畢竟年青人的成長過程中，

同儕的相伴相知非常重要。網課雖然可幫助老師傳授知識，但同學之間的

溝通互動，小息時可以一起聊天玩耍，卻是網絡難以取替的珍貴時刻。儒

家思想以仁德作為最高的道德標準，「仁」字以二人合成，孟子也曾說：

「仁者愛人。」簡單扼要地說明當我們關愛別人的時候，便是實踐了仁德

之心。在疫情之下，任何人也受到影響，包括我們的家人、朋友與同學，

可能一句問候、一句祝福、一個小小的幫助，已令對方暖在心頭，希望大

家也能多關顧、多體諒身邊的人，在生活中發放點點正能量。

  最後，我與大家分享在特別假期中曾參與的一個義工活動。因政府在四月初向全港市民派發抗疫物資

包，故此我亦參加了由教育局舉辦的包裝及派發物資包工作。記得當天我拿著沉甸甸的袋子走進沒有升降機

的舊式樓宇，爬上一層一層的樓梯派發物資包，過程雖然辛苦，但能為抗疫的工作略盡綿力，卻令我樂在心

頭。疫情之下，大家都要面對不同的挑戰與困難，但亦正好讓我們好好反思如何可發揮個人微少的力量，就

如同學們在中學階段，也許難以參加前線的抗疫工作，但我校有數十位同

學，早前因應教育局的號召，製作了精美的心意卡，以感謝醫護的辛勞，

學校亦在校園內展示了這些作品，潛移默化，幫助同學們培養感恩回饋的

精神，故此我們都不應小覷自己所作出的每一分貢獻呢！

  疫情未知盡頭，但只要人間有愛，定可走出「疫」境，迎來更美好的

明天！ 

鄭邵錦嫦校長
校長
的話



「鞏固法治」三天教師培訓課程「鞏固法治」三天教師培訓課程
  教育局於2022年5月30至6月1日一連三天假本校禮堂舉行「鞏固法治」教師培訓課程，由香港特別

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主持開課禮，超過一百名來自不同學校的校長或老師蒞臨參與。本校德

育、公民、國民及國安教育組統籌胡麗瑛老師亦有報讀這三天的課程，以期更有效地推動學校的公民、

國民、國家及國安教育發展。

校務
消息

  本校學校行政主任李家健先生待人誠懇有禮，敬

業樂業，仔細用心處理各項工作，盡力協助校務順利推

展，貢獻良多。李先生榮獲本年度教育局優良顧客服務

獎勵計劃季獎，以表揚他一直以來優秀的工作表現。

教育局優良顧客服務獎勵計劃教育局優良顧客服務獎勵計劃
（2022年季獎）（2022年季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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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教師發展日於2022年1月28日順利舉行，活動的主

題是「明法致知˙弘德致遠」。因第五波疫情爆發，活動改為

網上形式進行。首先由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先生致歡迎詞，接著

由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女士講解《憲法》和《基本法》的關係，

以及維護國家安全和完善選舉制度的重要性。鄭若驊司長希望

教師可透過講座內容了解《憲法》、《基本法》、《香港國安

法》和完善選舉制度的必要，從而向學生傳授正確的知識，培

育具有國家觀念的明法守禮新一代。之後再由李浩然博士分享

「總體國家安全觀」及《香港國安法》在學校的實踐方法。李

博士指出國家安全的概念並不單純針對政治上的一些行為，而

是涉及更廣泛的範圍，包括環境生態、金融秩序、科技發展、

社會穩定，以至文化領域等多方面，老師可以因應不同的課題

及活動向同學灌輸正確的國家安全價值觀。下午，本校老師按

所任教的學科分為五組，反思上午講座的內容、檢視及分組匯

報各科組在本年度推行國安教育的情況。整體而言，這次教師

發展日讓老師更明白強化學生對國情和國家安全的認識的重

要，好讓同學能提升國民身份認同，以及培育她們成為守法的

良好公民。

第二次教師發展日第二次教師發展日

  第三次教師發展日於2022年6月24日順利舉行，活動的主題是「檢視本學年

學校關注事項及討論下學年學校關注事項的計劃」及參觀專業教育學院。上午，

本校老師分成六組，檢視及討論關注事項一「樂於學習」及關注事項二「品格教

育」。老師均積極參與討論及對來年計劃給予不少有啟發性的建議。下午，全體

老師到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柴灣）參觀。首先，老師們參加學院安排的講座，了

解該學院的課程結構及特點，然後全體老師分成四組，參加不同的體驗課程，包

括：健康及生命科學、酒店及旅遊、資訊科技及工程。活動中，老師們專心聆聽

導師講解及積極參與活動。

第三次教師發展日第三次教師發展日

教師
發展

科組就本年度推行國安教育的情況分組討論科組就本年度推行國安教育的情況分組討論

分組匯報分組匯報

老師們專心聆聽律政司司長鄭若驊的講解老師們專心聆聽律政司司長鄭若驊的講解

老師體驗如何控制舞台射燈老師體驗如何控制舞台射燈 酒店及旅遊課程體驗酒店及旅遊課程體驗

介紹「香港專業教育學院」介紹「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的講座的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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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獎的同學於 5月至 6月期間的「筆

記之星分享會」中展示自己製作筆記的方

法和技巧，以及如何透過筆記提高學習成

效，其他同學亦可從中觀摩學習，改善撰

寫筆記的方法。

課程及學務發展委員會課程及學務發展委員會

  為配合學校主要關注事項一「樂於學習」的推行，本學年設立「積極學習獎」，由科任老師於每

班選出一位在學習方面積極進取的同學，予以表揚。上學期獲獎名單如下：

1A 黃詩喬 1B 程嘉晞 1C 王美芝
1D 劉家睿 2A 黃彥妍 2B 李曉彤
2C 袁銳淇 2D 陸奕竹 3A 梁千欣
3B 劉美萱 3C 龔慧珊 3D 陳煒彤
4A 陳伊潼 4B 蘇倩儀 4C 鄧依婷
4D 孔勸慈 5A 廖名洛 5B 王曉瑩
5C 洪 鑫 5D 周巧兒 6A 蕭家珍
6B 梁巧怡 6C 吳珈穎 6D 翟詠恩

  為鼓勵同學在上課前預習，並在課堂上摘錄教授的重點，在課後整理所學，提升學習成效，科任

老師於每班評選一位用心撰寫筆記的同學為「筆記之星」。獲獎學生如下：

1A 甄美育 1B 程嘉晞 1C 王美芝
1D 劉家睿 2A 黃彥妍 2B 李曉彤
2C 袁銳淇 2D 譚愷盈 3A 林嘉琪
3B 莊欣琋 3C KHAN MAHIDA 3D 陳煒彤
4A 梁綽之 4B 胡慧敏 4C 陳湘廂
4D 楊煦晴 5A 黎愛斯 5B 鄺晞晴
5C 李樂兒 5D 周小婷

「積極學習獎」

「筆記之星」

學與
教

「筆記之星」分享會「筆記之星」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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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非華語學生在學業、課外活動及社會服務方面皆有良好表現。本年度有多名學生榮獲由民政事務總署

頒發的融和獎學金，名單如下：

中文科中文科

中文作文比賽中文作文比賽

  為提升學生的寫作水平，並且發揚傳統品德情意，本學年中文作文比賽的主題為「良好品格」，獲獎名單

如下：

冠軍 亞軍 季軍

中一 1B 張欣妍 1B 洪小彬 1D 胡慧芝
中二 2C 袁銳琪 2A 黃彥妍 2D 梁坤如
中三 3B 孫貽莎 3A 何胤賢 3D 陳煒彤
中四 4A 蔣雯熙 4A 黃寶晴 4D 鄭淳欣
中五 5D 吳芷靜 5C 李樂兒 5D 周小婷
中六 6D 霍珮嘉 6A 蕭家珍 6B 車穎瑤

「網上閱讀鬥一番」（第一階段）「網上閱讀鬥一番」（第一階段）

  為培養同學每天閱讀篇章的習慣，本科設網上閱讀平台，並且舉辦「網上閱讀鬥一番」比賽。第一階段獲

獎名單如下：

各級最優秀表現獎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1D 羅靖霖 2A 柯曉霖 3C 黃心柔 4A 陳伊潼 5D 周小婷

融和獎學金融和獎學金

1C REHMAN INSHIRAH

2D SRICHANTRA SIRIRAT

3C KHAN MAHIDA

4B NADIRANIA TALITHA SOELAIMAN

4B ZAFAR RAFEHEEN ABID

5A CABANATAN RICHELLE SIAN DELA CRUZ

高中組

冠軍：中四級A班

初中組

冠軍：中一級D班

學與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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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ActivitiesEnglish Activities

  Secondary 5 students Harina Pauline Grace (5A), 
Khatoon Bisma (5A), Bibi Nadia (5A) and Richelle Ong 
(5B) joined DJ Alyson Hau on Zoom to talk about the 
silver lining of the pandemic and how their lives have 
been changing. The programme was recorded on 12 
April 2022 and broadcast live on 5 May. For those 
who have missed the live broadcast, they can listen 
to it on podcast via the following link: https://www.
rthk.hk/radio/radio3/programme/common_room/
episode/813966.

  This year, the annual event was again run by 
“Video Submission Mode”. All the contestants have 
made a great effort in training and practice to achieve 
encouraging results. Luk Kit Mei (4D) won third place 
in Solo Verse Speaking whereas Ko Shuk Yi (5A) came 
third place in the Public Speaking (Solo) competition. 
All the other contestants have earned a Certificate of 
Merit by scoring above 80 with their entries. This was 
a remarkable achievement indeed.
  Congratulations to the students on their good 
performance!

7 37 3 rdrd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English Speech)(English Speech)

Toastmasters Club activity — Recording Toastmasters Club activity — Recording 
for RTHK 3 programme “Common for RTHK 3 programme “Common 
Room Open Space”Room Open Space”

增置設施增置設施

  為了令同學能安心閱讀圖書，本學年圖書

館特別購置了圖書消毒機供學生使用。同學可

將書本放入消毒機中進行消毒，確保書籍衛

生，再行借閱。

猜燈謎活動猜燈謎活動

  為加深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圖書館與

中文學會於2022年6月1日合辦「猜燈謎」活

動。當日場面熱鬧，學生穿梭於圖書館每個角

落中，忙於搜尋隱藏的燈謎，表現雀躍。活動

深受學生歡迎。

學與
教

圖書館圖書館

學生踴躍參加活動學生踴躍參加活動圖書消毒機圖書消毒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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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與生活科科技與生活科

  余美儀老師於下學期帶領了2 2位中三及中

五同學走出校園，到旺角某烹飪教室學習甜品製

作。由於導師剛巧是本校舊生，同學們覺得份外

親切。當天同學表現雀躍，並用心學習，成功製

作了許多樣子可愛的白之戀人柴犬曲奇。

分子料理創意食品製作比賽分子料理創意食品製作比賽
  為增進同學對食品科學的知識及培育相關的興趣，科技與生活科於12月舉辦了中三級分子料理創意食

品製作比賽。各班得獎名單如下：

甜品課程甜品課程

勞曉晴、盧沛儀、盧映霖、文寶渝

3A

3C
3D

3B

何晞彤、何潔希、黃熙妍、黎卓妍 

黃心柔 、胡喆盈 、楊鍩盈 黃浩文、黃詩洛、楊佩嘉、張宛淇

學與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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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科音樂科

新城電台《他她它的都市生活》訪問 新城電台《他她它的都市生活》訪問 

  4C班王奕橋同學是一名粵曲歌唱好手，她自2013年起醉心學習中國戲曲藝術。在嚴峻的疫情下，仍無阻

她繼續積極練習，除了於第七十四屆香港學校音樂節中學高級組粵曲子喉獨唱比賽中以90分的佳績勇奪亞軍

外，更同時榮獲「華光粵曲教育獎」。最近，王同學再勇奪「扶輪香港青少年網上懷舊金曲歌唱比賽2022」

中學組粵曲金獎。

  王同學於6月29日接受了新城電台《他她它的都市生活》主持鄭啟泰先生和林伽遙小姐的直播訪問，分享

她的獲獎感受及她在粵曲音樂路上的點滴，王同學還在訪問中大展歌喉，透過大氣電波即席演唱了她得獎曲

目《雙仙拜月亭．搶傘》選段，十分難得。

  7月30日王同學將為《八和粵劇學院課程匯報》演出，她將會飾演《白蛇傳˙驚變》中「小青」一角，祝

願她演出成功！

新城電台網上重溫（訪問片段由23:00開始）
https://www.facebook.com/metroradio.com.hk/
videos/405486008182423/?extid=NS-UNK-UNK-UNK-IOS_GK0T-GK1C

中一級音樂科教師聯校學習圈中一級音樂科教師聯校學習圈

  在疫情下，本校和龍翔官立中學、香港真光

中學三校的中一級音樂科教師於6月份進行網上聯

課，並邀請龍翔官立中學校長及其他教師列席進行

同儕觀課，作專業交流。

  本活動旨在通過各校音樂教師之間的合作，共

同建立學科學習圈，以提高音樂教師的教學法和技

能，並支持教師持續專業發展所需的學科知識，以

滿足學生不斷變化的需求，其中包括使教師具備進

行評估、學習和反饋教學的知識和技能。相信日後

本校將會繼續聯繫參與學校，進行跨學校研習，建

立專業共享的文化。

王同學（左二）接受電台訪問王同學（左二）接受電台訪問

老師正進行網上聯課老師正進行網上聯課

學與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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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發展委員會學生發展委員會

何東班際盃比賽全年結果何東班際盃比賽全年結果

1A 黃詩喬 陳律宜

1B 朱雅詩 陳思希

1C 王美芝 REHMAN INSHIRAH 方天雅
1D 胡慧芝 蘇 緹

2A 李康瑤 黃彥妍

2B 李玟欣 李曉彤

2C 林栩攸 黃嘉姸
2D HARINA REBEKAH ARISTAN 夏寶加 MUKAND-KAUR  賈文晴
3A 曾穎楠 梁倩浵

3B 李凱勤 陳瀅瀅

3C 李穎嘉 羅晴晞

3D 潘柏如 區曉晴

4A 吳思茵 蔡沚澄

4B 藍楨妍 ZAFAR RAFEHEEN ABID
4C 張喜喜 陳約霖

4D 陳紫寧 冼穎翹

5A 梁穎琛 何佩穎

5B 馮彥文 吳敏瑤

5C 洪 鑫 劉碧滙

5D 潘思穎 周小婷

誠實
Honest

  為促進同學對班的歸屬感，營造健康正向的校園氣氛，學校不同科組於上學期於各級舉辦了十多項

「何東班際盃比賽」。各班同學在活動中均積極投入，努力爭取分數，盼望能奪得今年的「何東盃」殊

榮。全年比賽結果如下：

下學期「有品之星」選舉下學期「有品之星」選舉

  為推動品格教育，學校於下學期在各級舉行「有品之星」選舉，藉此表揚品德有躍進的同學。各班班

主任及同學均獲投票機會，得票最高的兩位同學獲頒發獎項。獲獎結果如下：

  為培育同學關愛的精神、愛己及人的態

度，本校中一及中二級於下學期舉辦了「愛心

行動」。透過活動，同學須用心構思及進行一

項行動，表達對家人、老師或朋友的關心，以

行動展現愛與關懷的訊息。

學生
發展

及支援

禮貌 
Polite

謙虛 
Humble

仁慈
Kind

守時 
Punctual

尊重別人 
Respectful

自律守規
Self-

disciplined

樂於助人
helpful

負責任 
Responsible

愛心行動愛心行動

愛心行動卡愛心行動卡

全年比賽項目 最高得分及班別 每項目平均得分 總冠軍
S1 20 65  (1D) 3.25 初中組

1D
S2 18 52  (2D) 2.88

S3 20 62  (3B) 3.10

S4 16 48  (4D) 3.00 高中組
5DS5 15 47  (5D)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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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導組訓導組

輔導組輔導組

品格挑戰月品格挑戰月
  訓導組今年舉辦了「品格挑戰月」活動，以提升同

學對學習、儀容和行為方面的自我管理能力和意識。活

動以班際比賽形式進行，於指定月份內獲發最少「輕微

違規紀錄」的班別就能成為冠軍。同學都積極投入活

動，互相鼓勵和提醒，甚至主動協助有需要的同學作出

改善。是次活動能加強同學的自我管理能力，同時也能

體現團隊合作的精神，達到活動目標。

反欺凌工作坊
  學校社工分別為中四各班舉行了一節反欺凌工作坊，讓同

學認識「欺凌」的定義及影響，提升她們的同理心及學習如何

與人和諧共處。

  訓導組今年推行「初中

家課政策」，幫助學生建立

準時交家課的習慣及提升她

們的責任感。自政策推行以

來，大部分同學都能準時交

齊家課，效果理想。

「生命導航」探索之旅工作坊
  活動的目的是透過遊戲讓學

生發掘個人價值觀及特質，從而

探索適合自己的工作或個人發展

方向。 

實習輔導員
  實習輔導員以視像形式為中一級同學舉行

小組活動，教導她們如何處理壓力。另外，小

組亦提供了平台給同學釋放壓力及增加她們於

疫情期間與別人溝通的機會。

大姐姐計劃
  輔導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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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視

像進行小組活動。活動的目的是希望大姐姐能

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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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一小組面談
  輔導組老師和社工定期約見中一同學，目的是

了解同學的狀況，識別需要關注的同學，以便及早

提供支援。

「星計劃」活動
  學校社工和輔導老師定時與各級重讀生進

行個別輔導，  協助同學建立正面和積極的學習

態度。

學貴有恒
  為了提升校內的學習氣氛，培養同學持久而積

極的學習態度，所有中一及中二的同學均須參加此活

動。同學可按自己的成績，選擇最少一個科目，最多

兩個科目（其中包括一科主科，即中、英或數），作

學習目標。成績有進步的同學，將可獲得獎勵。

特別小組活動
  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為中二級同學於全

方位學習課節舉辦小組活動，同學可以透過遊

戲學習如何管理情緒。

「生命教育」活動
  學校社工為中二級同學舉行了

一節生命教育活動，透過遊戲、活

動及分享，讓同學釋放負面情緒及

培養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

學生
發展

及支援 初中家課政策初中家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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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組致力舉辦不同類型的德

育、公民、國民及國家安全教育活

動，培養同學關心社區，實踐公民

責任及關愛祖國。首先，有關推動

國民及國家安全教育方面，本組於

每週一早會均會進行升旗儀式及國旗

下的講話，由本組統籌各個科組輪流負

責，讓同學更加認識我們的國家，了解國情。本組亦透過校內

展覽展板活動，介紹基本法與國家安全等知識。在11月份時更

舉辦了攤位遊戲，介紹國家憲法日。我們更積極鼓勵同學參加

國安法網上遊戲，多名學生獲得「2021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網上問答比賽嘉許狀。其次，在推廣德育及公民教育方面，同

學參加了「無煙Teens計劃2021/2022」，並於校內進行攤位

遊戲，推廣反吸煙的訊息。本組亦聯同視覺藝術科合辦中二級

敬師卡設計比賽，並將得獎作品印成心意卡，於敬師週期間派

發給學生填寫，由她們親自致送給老師。本組亦為中五級舉辦

ICAC廉政互動劇場，邀請了「夢飛行合家歡劇團」到校演出。

本組希望透過不同的德育、公民、國民及國家安全教育活動，

能夠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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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憲法日攤位遊戲國家憲法日攤位遊戲

亞軍 2B 鄧卓珈亞軍 2B 鄧卓珈 季軍 2C 黃凱筵季軍 2C 黃凱筵冠軍 2A 周希姸冠軍 2A 周希姸

「無煙Teens計劃」推廣活動攤位遊戲「無煙Teens計劃」推廣活動攤位遊戲

敬師卡設計比賽 敬師卡設計比賽 

國家憲法日攤位遊戲國家憲法日攤位遊戲

悼念南京大屠殺死難者悼念南京大屠殺死難者

每週升旗禮每週升旗禮

學生
發展

及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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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博覽2021/2022職業博覽2021/2022

  自2006年開始，何東中學每年均與商界夥伴港京扶輪社攜手合辦大型活動「職業博覽」，何東中學

校友會由上屆開始參與合辦，為活動提供更多的支援。本學年的「職業博覽」因受疫情影響，繼續以實時

網上形式進行，為本校二百七十多位高中同學（中四至中六）提供適切的輔導，協助她們帶著信心迎接升

學、選科、就業等各方面的挑戰，並引導她們規劃人生。

  「職業博覽2021/2022」的主題為「探索新世代，抓緊新機遇」，非常切合年青人需要面對的大環

境，例如數碼科技衝擊傳統行業，但同時製造大量新的就業及營商機會，而複雜多變的國際政經形勢以及

持續肆虐全球的疫情，更突顯年青人應把握當下、認清未來的重要性。

  本屆「職業博覽」已於6月8日（星期三）下午順利舉行，承蒙劉小慧女士於百忙中抽空蒞臨擔任主禮

嘉賓，並擔任主題講座的講者，分享她在工作上面對逆境的方法與感受，令同學們獲益良多。

  主題講座完結後，同學們分組參加不同行業的講座。本學年共安排了十一個行業及領域分享，包括護

理、幼兒教育、設計及形象、電競、社工、遊戲工程師、糕點甜品製作、寵物護理、創業營商、大灣區發

展機遇等。活動結束後，同學們都表示從活動中獲得更多職場資訊，對個人前路增加了認識，有助未來投

身社會工作。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於1月至5月舉辦了四項活動，詳情如下：

日期 對象 活動名稱 協辦機構

1月21日 中六 面試有SAY有WAY工作坊 聖雅各福羣會

3月10日 中六 中六重要資訊講座 —

5月 中三 選科個人輔導 —

5月20日 中五 模擬放榜及生涯規畫活動 香港小童群益會

  本活動旨在讓同學明白自己的學業情況、嘗試發掘興趣及加強對適合自己職業的認知，期盼同學能藉

此擬訂升學計劃，為未來做好準備。當天的環節十分豐富，包括利用ENOW mapping加深同學的自我認識、

模擬放榜及模擬報讀大學課程，還有講解升學的路徑及時間表。希望經過是次活動，同學能感受當中的氣

氛及心情，為文憑考試作好準備。

中五模擬放榜及生涯規畫活動中五模擬放榜及生涯規畫活動

學生
發展

及支援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主禮嘉賓劉小慧女士主禮嘉賓劉小慧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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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班際桌遊比賽初中班際桌遊比賽

  5月26日舉辦的班際桌遊比賽，初中各班派出

代表挑戰Rummikub遊戲，鬥智鬥力，緊張刺激。

同學各自為自己的班別加油，大家切磋交流，活動

在歡樂的氣氛下圓滿結束。

品格週品格週——班際尋寶大賽班際尋寶大賽

  學生會在12月7日舉辦了「有品校園班

際尋寶大賽」。同學可在課室和舊禮堂的不

同角落尋找「有品書籤」。書籤上印有與良

好品德有關的中、英文名言警句。學生會希

望通過有趣的遊戲，宣揚良好品格的重要，

讓何東學生成為「有品」之人。

聖誕聯歡活動聖誕聯歡活動

  一年一度的「聖誕聯歡會」已於12月21日舉行。當天節目豐富，既有中、西樂表演，又有由師生共同演

出的民族舞蹈，其後亦有推廣良好品格的影片播放，由學生會幹事分享影片中的意義，希望何東同學在日常

中發揮友愛互助的精神。而由學生會幹事和六社社長傾力演出的聖誕歌舞也獲同學們的擊節讚賞。

  在校長、副校長和各老師的鼎力支持下，學生會得以為同學準備不少聖誕禮物進行「幸運大抽獎」。活

動完結前，合唱團的歌聲為是次聖誕聯歡會畫上完美的句號，為何東師生送上聖誕祝福。

何東達人班際比賽何東達人班際比賽

  在4月下旬的網課期間，學生會舉辦了「何

東達人班際比賽」。活動以網上形式進行，讓

學生在家中仍可參與。遊戲問題全是環繞何東

中學，讓學生通過有趣的問答遊戲，更了解自

己的學校，加強同學的歸屬感，並成為一個

「何東達人」！

獲勝班級
中一級  1B  中二級  2A  中三級  3A

中四級  4A  中五級  5D

獲勝班級
中一級 1B

中二級 2A

中三級 3B

學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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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r Drama Club (English) has made their debut in this year’s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They joined the competition 
with the adapted play The Taming of the Shrew in March. The team 
has successful won the Award for Outstanding Director (5A Lai Irish 
Diane D.), Award for Outstanding Performer (2C Cheung Tsz Mon, 
2C Cheng Kwan Yin, 2C Cheung Wai Sum, 2C Lam Hui Yau, 3C Tang 
Ka Ying, 3D Kiang Yan Lu, 4B Nadirania Talitha Soelaiman, 5A Bibi 
Nadia, 5A Lai Irish Diane D.), Award for Outstanding Cooperation, 
Award for Commendable Over Performance. Because of pandemic, 
the show was done online. It was a really amazing experience for 
many students. Here are some excerpts of what the members of 
the team think. 

“I have no regrets joining the 
Club because it has taught me 

different things like how to express 
information with body language, how 

to communicate better in English 
and the importance of teamwork.”

2C Arie Cheng

“I prepared and rehearsed 
but I never expected my first 

performance would be an online 
one. Difficulties were everywhere 
for online rehearsing. Luckily the 

performance went surprisingly well 
on the date of the competition.”

3C Karen TangCongratulations on all the success to the team again!  

  3月11日校友會獲邀出席中六最後上課

日網上視像集會。當天校友會主席李佩儀女

士及名譽司庫曾菁女士透過網上形式代表校

友會向同學送上祝福及勉勵，並把特別設計

印有校友會徽號的精美禮物送給畢業同學，

祝願她們前程似錦！

中六最後上課日網上視像集會中六最後上課日網上視像集會

“This was my first time I’ve ever 
joined the English Drama Club. 
With zero experience, I’m very 

grateful to have supportive team 
of teachers and members!”

2C Winnie Cheung

課外
活動

校友會

Drama Club (English)Drama Club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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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戲劇學會參加一年一度由教育局主辦

的「香港學校戲劇節2021/22」，演出劇目為

《如夢初醒》。是次戲劇節共有三位同學獲大

會頒發「傑出演員獎」，包括：4B胡慧敏、

4D黃穎彤和5B黃玥瑜。因受疫情影響，同學

本年仍需透過網上實時綵排練習及演出，加添

了各方面的難度。但同學於整個活動期間，不

論創作劇本、影音效果編排、演技排練及道具

服飾設計等，均表現出色，充分發揮團隊合作

精神，故大會頒發「傑出合作獎」予本校同

學，實屬可喜可賀。

國際線上數學精英公開賽國際線上數學精英公開賽

  數學不僅是我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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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高

同學對數學的興趣，提升她們的解難能力及

自信心，本校參加了由  「上˙文化」主辦

的「國際線上數學精英公開賽」，期盼同學

能運用數學知識來展示自己的能力，並作知

識交流。其中2D班沙蘇菲亞同學獲得中二組

「優異獎」， 3 D班楊佩嘉同學獲得中三組

「銅獎」，值得嘉許！

第十四屆校園藝術大使第十四屆校園藝術大使

  4 A沈庭鈺及4 D吳若婧獲選為第十四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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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同學將獲發証

書，以茲表揚。

校外音樂比賽成績校外音樂比賽成績

  由於疫情關係，為保留一個音樂交流與切磋

的機會，「扶輪香港青少年網上懷舊金曲歌唱比

賽2022」及香港學校音樂節都以錄影模式進行比

賽，本校同學踴躍參與，並取得佳績。獲獎名單

如下：

項目名稱 獎項 獲獎者

扶輪香港青少年網上懷舊金曲歌唱比賽2022 中學組粵曲金獎 4C 王奕橋

第七十四屆香港學校音樂節2022

分級鋼琴獨奏（五級）銀獎

揚琴獨奏（中級組）銅獎

粵曲獨唱—子喉獨唱（中學高級組） 亞軍 
華光粵曲教育獎

二胡獨奏（深造組）銀獎

箏獨奏（深造組）金獎

1D 劉家睿
2B 林姸彤
4C 王奕橋
4C 王奕橋
4C 王奕橋
4D 吳凱婷

獲獎
消息香港學校戲劇節2021/22香港學校戲劇節2021/22

國際線上數學精英公開賽得獎者國際線上數學精英公開賽得獎者

扶輪香港青少年網上懷舊金曲歌唱比賽扶輪香港青少年網上懷舊金曲歌唱比賽

2022中學組粵曲金獎4C王奕橋2022中學組粵曲金獎4C王奕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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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獎項 獲獎者

全港首屆口罩擴香儀圖案設計大賽

（香港海吉雅醫療集團主辦）
優異獎

1A 邱子語 2B 鄧卓珈
3D 楊佩嘉 6C 陳天藍

2021聖誕節填色比賽
（香港環球體育文化協會主辦）

少年組冠軍暨網上

最具人氣大獎金獎
3D 湛善寧

2021都會國際青年藝術節全港繪畫大賽
（第四季）（香港競技評核總會主辦）

少年初級組銅獎 3D 楊佩嘉

2021香港青少年兒童繪畫公開賽
（香港兒童文化藝術協會主辦）

二項銀獎及一項銅獎 3D 楊佩嘉

2022豬仔錢罌設計比賽（香港文創薈主辦） 青少年組銀獎 3C 趙涵香
2022獻給醫護人員電子心意卡設計活動

（教育局主辦）
入選作品

3C李景盈 4B 蔡珈浠 
5B 曹凱琳

項目名稱 獎項 獲獎者

學界田徑比賽

女子甲組 跳遠       冠軍
女子甲組 100米跨欄      季軍
女子乙組 推鉛球                    亞軍
女子乙組 擲鐵餅                    季軍
女子乙組 1500米                    亞軍

5A 黃凱翎
5A 黃凱翎
4A 劉懿澄
4A 劉懿澄
3B 黃彥熙

學界游泳比賽

團體成績：

女子團體                      殿軍
女子乙組                      亞軍
女子丙組                      殿軍

何東中學

何東中學

何東中學

個人成績：

女子甲組 100米自由泳           冠軍
女子甲組 50米自由泳            亞軍
女子乙組 100米自由泳           亞軍
女子乙組 50米自由泳          季軍
女子乙組 50米背泳              冠軍
女子乙組 50米蝶泳              亞軍
女子丙組 50米背泳         季軍
女子丙組 50米蝶泳         殿軍
女子乙組 4X50米自由泳接力  亞軍

5B 麥凱彤
5B 麥凱彤
3B 黃彥熙
3B 黃彥熙
2D 王詠熹
2D 王詠熹
2B 溫芷裳
2B 溫芷裳
2C 鄭哲兒 2D 王詠熹
3A 鄧綺晴 3B 黃彥熙 

體育科學界比賽成績體育科學界比賽成績

獲獎
消息

銀獎  3D 楊佩嘉
銀獎  3D 楊佩嘉

3C 李景盈3C 李景盈 4B 蔡珈浠4B 蔡珈浠 5B 曹凱琳5B 曹凱琳

銅獎 3D 楊佩嘉銅獎 3D 楊佩嘉

獻給醫護人員獻給醫護人員

電子心意卡設計 電子心意卡設計 

香港青少年兒童香港青少年兒童

繪畫公開賽2021繪畫公開賽2021

 網上最具人氣 金獎 網上最具人氣 金獎

3D 湛善寧3D 湛善寧

視覺藝術科學界比賽成績視覺藝術科學界比賽成績
  本校同學參加了2021/2022年度學界視覺藝術比賽，榮獲多項大獎。獲獎名單如下：

2021聖誕節2021聖誕節

填色比賽填色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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