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長 的話 《樹人七十載  同心建未來》《樹人七十載  同心建未來》

這年的暑假特別短，只有匆匆三數周，然後師

生們又要抖擻精神，回歸校園，迎接新學年的來臨，

尤幸開學至今，疫情漸趨穩定，讓我們可以好好準

備，迎接「校慶年」。

學校於一九五三年創校，本學年將會慶祝 70
周年校慶，藉此良機，讓何東人又可再連繫一起。

走進正校大堂，璀璨亮麗的「蛋糕森林」映入眼簾，

三棵水晶樹上放滿精巧細緻的布藝蛋糕，乃全校師

生用心製作的成果，在閃爍燈影下，更添歡樂溫馨

的氣氛﹗而水晶樹成林，亦寄寓學校「十年樹木，

百年樹人」，生生不息，育人不倦﹗

正校建於五十年代，建築上保留典雅傳統的

特色，兩旁課室中的小花園，種植了數棵大樹，樹

下設置數十張小石凳，是同學們休憩談天的好地

方，欣逢校慶，石凳亦化身為何東人展現心意的小

舞台，全校超逾四十個科組，再加上老師、校友及

家長等不同持份者，為石凳披上新衣，共賀生辰，

再加上綠油油的草地與繽紛花兒，吸引學生駐足觀

賞，笑語連連，令校園頓時變得生氣盎然。

學校可以持續發展，有賴不同持份者的共同努

力與學校友好一直以來的愛護支持。何東爵士創立

本校，其家族一直與本校保持密切聯繫，家族成員

何翁晶靜博士了解學生的成長需要，成立「夢想成

真助學金」，每學年設五個名額，成功申請者各可

獲贈一萬港元，幫助她們達成夢想，此外，翁博士

設立「學生全面發展獎學金」，鼓勵全人發展。創

校校長張謝琮賢校長的兒子張紹成先生，亦慷慨捐

贈一百萬港元，成立「張謝琮賢校長紀念體藝獎學

金」及「體藝發展基金」，足證謝校長與其家人對

本校的深厚情誼。現任校友會主席李佩儀校友及副

主席余雪蘭校友，亦分別成立「陶藝獎學金」及「群

育獎學金」，她們對師妹的關顧之情，溢於言表。

以上各項獎學金、發展基金及助學金的成立，讓學

校於創校七十周年之際，深刻領會大家對我們的關

愛，更幫助同學們培養感恩回饋的精神，他日望能

成為熱愛母校、樂於服務社群的何東人﹗

學校的名稱由創校時的「何東女子職業學

校」，至七十年代易名為「何東官立工業女中學」，

再到九十年代後期定名「何東中學」，正好反映了

學校與香港共同成長，回應了不同時代的教育任

務，展望未來，我們定會繼續努力培育下一代，邁

步向前，開創更美好的未來﹗

高中開學禮，迎接校慶年高中開學禮，迎接校慶年

鄭邵錦嫦校長

何東中學何東中學
二零二二至二零二三年度學校通訊二零二二至二零二三年度學校通訊

（第一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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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號
電話：2890 4709
傳真：2805 6966

網址：https://www.hotungss.edu.hk

Hotung Secondary SchoolHotung Second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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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教師專業發展日第一次教師專業發展日
第一次教師發展日於 10月 28日順利舉行，當日內容豐富。

專題講座專題講座

我們邀得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學龔萬聲博士，為老師講解如

何透過預習提升學與教的效能。龔博士認為強化學生備課，為學

生製造成功的經驗，以低起點、小步子、多活動及快回饋等方法

能激發學生學習動力。龔博士又以畫貝殼的工作紙，讓老師體驗

小步字及快回饋的學習樂趣。

「守門人介入模式」工作坊「守門人介入模式」工作坊

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馮澤棠先生以「五大人格特質測試」表格，讓老師初步認識壓力有不同

的類型，又介紹「知覺量表」及以短劇讓老師可以用作測試及辨識學生的感受和想法。每位老師均

製作一個能療癒心靈的「海洋瓶」，為繁忙的教學工作增添正能量。

教育局優良顧客服務獎勵計劃 (2022 年季獎 )教育局優良顧客服務獎勵計劃 (2022 年季獎 )
曾羅婉芬副校長統籌學生發展事務，她用心關顧學生所需，管理各個學

生支援組別的工作，策劃多元學生成長活動，敬業樂業，足為典範。羅副校

長榮獲本年度教育局優良顧客服務獎勵計劃季獎，以表揚她一直以來優秀的

工作表現，並感謝她對學校貢獻良多。

中一資訊日中一資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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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7日 (星期六 )舉行「中一資訊日」，當日由鄭邵錦嫦校長簡介本
校歷史、學與教及學生成長支援的概況，之後學校安排學生大使帶領

家長和同學參觀校園，最後同學分組參加體驗課，親身體驗本校特色

科目的上課情況。

參觀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參觀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下午，全體老師到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參觀，增加老師對中華文化的認識。

校務 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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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東中學
何東中學 7070 周年校慶周年校慶專頁專頁

為慶祝創校 70周年，各項校慶活動陸續展開。在過去半年，本校學生、教師及家長均踴躍參與及
支持校慶活動，為這個盛事增添色彩及歡樂氣氛！

人人盡顯創意，色彩繽紛，美輪美奐。人人盡顯創意，色彩繽紛，美輪美奐。

1A1A

3B3B

5A5A

2D2D

4D4D

6C6C

70 周年校慶班際課室壁報設計比賽
雖然因疫情緣故，上學期初只能半天上課，但沒有窒礙同學們用心佈置課室壁報的

熱情，她們利用小息甚至放學後的時間，成功在限期前完成創意滿溢的傑作。

各級冠軍壁報作品：

全校師生傾力製作「蛋糕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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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少團何東班際盃校慶標誌拼圖比賽
扶少團幹事團為了讓同學認識不同年代的校慶標誌，特別籌辦了拼圖比賽與中四、五級同學分享箇

中樂趣。比賽期間各班代表全力以赴，士氣高昂，奮鬥至最後一刻，同學亦非常享受參賽過程。

70 周年校慶 3D 壁畫創作
正校大堂設置以天空為主題的 3D壁畫，加上印有校慶標誌

的熱氣球，寓意學校不斷進步，校務蒸蒸日上。

何東歷史問答比賽
新一屆學生會 EMUNAH（夢蝶）透過緊張刺激的百萬富翁問答比賽，讓同學認識學校歷史，增強

對學校的歸屬感。

扶少團「何東時裝達人」挑戰賽
「何東人」素來善於設計和縫製時裝，為了讓同學能欣賞師姐的才華及魅力，扶少團舉行

了一個名為「何東時裝達人」挑戰賽，考驗同學的眼光，能夠把多達七十張相片和名稱配對成

功數目最多的參賽者，便能贏得「何東時裝達人」的美譽！

70 周年校慶藝術角
學校在正校小花園旁邊設置藝術角，既可展示

同學們優秀畫作，為校園增添藝術氣氛，亦為同學

提供休憩場所。

70 周年校慶石凳藝術創作
中一至中六各班、六社以及十三個不同組別，一同參加這個別出心裁的活動，以藝術創作活化

正校小花園的小石凳，作為送給學校的生日禮物。創作多元化，作品琳琅滿目，令人目不暇給！

不同年代的校慶標誌不同年代的校慶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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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 12月 2日下午舉行周年畢業頒獎典禮。今年適逢學校七十周年校慶，為了隆重其事，於典禮
中同時舉行七十周年校慶啟動禮暨 STEAM學習中心啟用禮。當日承蒙何東（大中華）集團副總裁暨何東
文化發展基金主席何翁靜晶博士擔任主禮嘉賓，主禮團成員包括：學校管理委員會主席沈穗美女士、何

東家族代表何猷彪先生、黃燕玲校長、林鳳琼校長、港京扶輪社社長林啟華先生、馬張若蘭紀念獎學金

執行人馬維驊先生、家長教師會主席鍾雅儀女士及校友會主席李佩儀女士撥冗光臨，使典禮生色不少。

周 年 畢 業 頒 獎 典 禮
周 年 畢 業 頒 獎 典 禮

七 十 周 年 校 慶 啟 動 禮 暨七 十 周 年 校 慶 啟 動 禮 暨
S T E A M 學 習 中 心 啟 用 禮S T E A M 學 習 中 心 啟 用 禮

七十周年校慶啟動禮七十周年校慶啟動禮

主禮嘉賓何翁靜晶博士主禮嘉賓何翁靜晶博士 頒發無名女俠金章頒發無名女俠金章

畢業典禮於下午三時正式開始，首先由鄭邵錦嫦校長致歡迎辭及報告校務，然後由各嘉賓頒獎授憑

予同學。接著主禮嘉賓何翁靜晶博士致辭，她與同學分享做課堂筆記的心得。翁博士認為做筆記必須寫

字要快、字體清楚及版面整潔。寫好筆記就等同為讀書及將來安排一個好的策劃。近年香港飽受疫情困

擾，同學要在家中上網課。翁博士坦言這樣對同學的學習有影響，不過也是同學提升專注力的好機會，

也能體會「慎獨」的重要，為將來投身社會做好準備。

頒發夢想成真助學金頒發夢想成真助學金 STEAM 學習中心啟用禮STEAM 學習中心啟用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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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猷彪伉儷一向關心及重視社會上默默耕耘及對社會作出的女士，他們趁著這個典禮頒發「無名女

俠金章」予前任副校長甘貽芳女士，以肯定她在音樂領域上盡心盡力培育何東中學的學生。

本校同學多才多藝，表演節目豐富包括有粵劇表演、長笛四重奏及合唱團表演。表演完畢後，就由

主禮團嘉賓舉行簡單而隆重的七十周年校慶啟動禮暨 STEAM學習中心啟用禮，整個典禮亦隨著全體師
生合唱校歌圓滿作結。

長笛四重奏長笛四重奏
粵曲表演粵曲表演

合唱團表演合唱團表演

學 與 教

課程及學務發展委員會課程及學務發展委員會

中文學會中文學會

辯論比賽辯論比賽

為訓練同學辯論技巧、加強語言表達和組織能力，中文學會

於 10月 25日舉行中五級辯論比賽。中五級各班同學悉力以赴，
比賽名次如下：

初中學習技巧工作坊初中學習技巧工作坊

為配合本年度的重點關注事項一：「樂於學習」的推行，

本校於九月至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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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以不同科目的學習

素材為示範材料，教導學生在課堂內摘錄筆記的技巧及如何於

課後再加以整理，成為鞏固學習和溫習時的重要工具。至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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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除了能讓同學了解課前預習的益處及學習有效的

溫習技巧，亦有助她們建立自學精神。

教師專業發展教師專業發展

本校於 9月 2日舉行講座，以促進教學上的專業發展。講座的目的是為老師介紹各種撰寫筆記、預
習及溫習的方法，講者為 Edvenue Limited 的負責人陳翰洋先生，令本校老師獲益良多。

學習技巧工作坊學習技巧工作坊

第一場
辯題：企業用人才為先

第一名 5D（反方）
第二名 5B（正方）
最佳辯論員 5B 蔡珈浠

第二場
辯題：人和自然可以和諧相處

第一名 5A（反方）
第二名 5C（正方）
最佳辯論員 5A 沈庭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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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from the English DepartmentNews from the English Department

Saturday Oral ProgrammeSaturday Oral Programme
This year's Saturday Oral Prpgramme kicked off to a good start on 21st  October 2022, with more than 40 students 

in S2 and S3 attending the first lesson.  Student leaders from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School will conduct speaking 
classes on Saturday mornings and after being suspended for most time in the last school year, in-person lessons have 
resumed.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learn through games, videos, songs and presentation tasks.  Much fun is expected and 
these lessons will definitely boost students' confidence in using English in daily communication. 

English Online Exercises (English Build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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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慶回歸「明曦．資優杯」首屆京港中小學生慶回歸「明曦．資優杯」首屆京港中小學生
徵文大賽徵文大賽

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五

年，本校中二及中六級學生參加了「慶回歸『明曦．資

優杯』首屆京港中小學生徵文大賽」。是次比賽由「明

曦公益義工聯盟」及「香港資優教育教師協會」主辦，

透過參與這項比賽，讓學生抒發愛祖國和愛香港的情

懷，並增加學生對寫作的興趣。

中六級中國語文科「飛躍計劃」中六級中國語文科「飛躍計劃」

本科於 2022年 11月至 2023年 1月期間，
逢星期四，下午三時四十五分至五時正為中六

級同學開辦「飛躍計劃」。課程旨在提升同學

的中文水平，教導她們掌握應試技巧，以助她

們加強應考的信心，得以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中取得較佳的成績。

體育科體育科
體育科於本年十月份參加由香港精英運動員協會推出的「動感

校園計劃」，目標是透過推廣充滿趣味的專業運動訓練及全人發展活

動，為校園注入活力及正能量。活動推廣包括地壺球及競技疊杯運

動。同學在課堂中樂於體驗富趣味性的體育活動，表現非常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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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班之星」選舉「我班之星」選舉

為表揚有出眾表現的同學及培育互相欣賞的文化，本校於上學期於各級舉行「我班之星」選舉。是次選舉以

「最能提升班內合作及團隊精神」為主題。班主任及同學均可參加投票。上學期各班得獎者如下：

「我班之星」選舉 (2022-23上學期 )得獎名單
「最能提升班內合作及團隊精神」

學生發展及 支援
學生發展委員會學生發展委員會

何東 SMART 計劃何東 SMART 計劃
今年是本校第二年推行「何東 SMART 計劃」。為鼓勵同學提升自我要求，今年將在「禮貌」、「守規自律」

及「勤奮」三方面為關注項目。開學周，同學已進行第一次自評，了解自己的強項和弱項。之後，班主任定期與

學生進行面談及反思，亦會安排同儕之間進行檢討，創造互相砥礪的校園文化。

班級經營活動班級經營活動

為促進師生關係及提升班內團隊精神，各班於開學周分別進行了「班級經營活動」。由班主任帶領班內同學

共同商議三份計劃書，包括 : 訂定班規、課室壁報設計及策劃班本活動。另外，今年各班將繼續進行「1分鐘分享」
活動，由班主任及同學輪流分享自己一件難忘或一件感恩的事情，藉此增強同學之間的了解及溝通。

何東班際盃比賽何東班際盃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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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學校 70周年校慶，
今年各科組將籌辦多項特別活動，為校園增添歡樂氣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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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徽設計比賽班徽設計比賽

為增強班內的團結精神及提升歸屬感，學校

今年在中一及中四級舉行「班徽設計比賽」。班

徽將展示在課室門外，展現同學的共同目標及理

念。得獎班別如下 :

中一級 中四級

冠軍 1C 4C

中一級冠軍中一級冠軍 中四級冠軍中四級冠軍

2A 郭慧晴 夏思思2A 郭慧晴 夏思思

2B 張欣妍 盧衍彤2B 張欣妍 盧衍彤

2C 王美芝 陳佳希2C 王美芝 陳佳希

2D 羅靖霖 劉家睿2D 羅靖霖 劉家睿

3A 陳家琳 施靜儀3A 陳家琳 施靜儀

3B 李曉彤 李玟欣3B 李曉彤 李玟欣

3C 鄭鈞賢 蔡詠恩3C 鄭鈞賢 蔡詠恩

3D 陳詠妍 王詠熹3D 陳詠妍 王詠熹

4A 楊佩嘉 李穎嘉4A 楊佩嘉 李穎嘉

4B 鄺煒婷 林依鈴4B 鄺煒婷 林依鈴

4C 吳湘霖  李綽庭4C 吳湘霖  李綽庭

4D 曾穎楠 孫貽莎4D 曾穎楠 孫貽莎

5A 嚴雪銀 朱欣晴5A 嚴雪銀 朱欣晴

5B 蔡珈浠 胡慧敏5B 蔡珈浠 胡慧敏

5C 張   穎 王彥婷5C 張   穎 王彥婷

5D 陸潔湄 孔勸慈5D 陸潔湄 孔勸慈

6A 曾業喬 楊6A 曾業喬 楊   姸   姸
6B 蘇子珊 麥凱彤6B 蘇子珊 麥凱彤

6C 黃諾希 關嘉欣6C 黃諾希 關嘉欣

6D 吳芷靜 梁斯雅6D 吳芷靜 梁斯雅

1A 歐卓琳 陳珮慈1A 歐卓琳 陳珮慈

1B 黃珺汝 張凱婷1B 黃珺汝 張凱婷

1C 李嘉慧 丁    慧1C 李嘉慧 丁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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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校園計劃

德育、公民、國民及國家安全教育組

健康校園計劃健康校園計劃

東華三院心瑜軒為中一新生及家長舉辦了校園測檢計劃講座，由註冊社工向同學及家長簡介計劃的

目的及測檢流程。

「SUN-WEB」社區關懷及探訪「SUN-WEB」社區關懷及探訪
本組與生活與社會科及東華三院心瑜軒合辦

「SUN-WEB」社區關懷及探訪活動，以加強同學對校
園中不同群體的了解。活動於十月至十二月舉行，主

題配合生活與社會科「香港的多元共融」的課題，讓

中二同學擔任推廣校園共融文化大使，透過活動提升

同學對學校的歸屬感和凝聚力。

為加強本校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及國家安全教育，本組透過升旗禮、「悼念抗日英雄」默

哀儀式、「國旗下講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3周年慶祝活動」及「《基本法》學生校
園大使培訓計劃」等，以提升學生的國民身份和國家安全觀念。

開學日升旗禮開學日升旗禮 「《基本法》學生大使培訓計劃」「《基本法》學生大使培訓計劃」
簡介暨委任儀式簡介暨委任儀式

健康教育組 健康教育組 —— 性教育工作坊 性教育工作坊
為加強同學的自我保護意識，提升她們對性教育

相關的認知，健康教育組為同學舉辦了性教育工作坊，

幫助同學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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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導組訓導組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輔導組輔導組

領袖生訓練領袖生訓練

訓導組於 8月 22日舉辦了領袖生訓練活動。是次活動讓領袖生
更了解她們在學校中的角色，明白領袖生的使命在於協助我校建立良

好的學習環境。活動當日，透過一系列團隊建立活動，提升了領袖生

的解難能力及協作能力，並建立她們的團隊使命感。

大姐姐計劃及中一暑期班大姐姐計劃及中一暑期班

輔導組安排大姐姐於中一暑期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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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校園環境學習做好準備。 學校社工亦透過團隊活動讓
同學互相認識，提升同學的凝聚力及團隊合作精神。

「健康校園計劃 」: 「Sun動力」「健康校園計劃 」: 「Sun動力」
領袖培訓及「快樂由我創 Better me」領袖培訓及「快樂由我創 Better me」

由本校及東華三院合辦的『領袖訓練』活動已於 9月
23日及 10月 7日完成了兩節的培訓。培訓的目的是讓各學
會主席透過集體遊戲學習團隊合作，認識不同的領導風格

和人際溝通技巧。使她們了解自己在團隊中的角色及如何

能勇敢地面對困難和挑戰。

『快樂由我創』的

活動已於 10月及 11月
期間完成了三節活動。透

過製作酒精墨水寶盒和永

生花瓶等，讓中一同學認

識自己的個性和了解自己

的情緒變化，並學習照顧

自己的心靈需要。

思動計劃思動計劃

此聯校活動由香港大學精神醫學系、思

覺基金及本校輔導組合辦。參加學校包括嘉諾

撒書院及聖類斯中學等。本校 8位中四級的精
神健康大使已參與了三節在 10月和 11月於
聖類斯中學和香港大學舉行的工作坊和體驗活

動，有助以後在校園建立正面精神健康文化。

領袖生頒獎及就職典禮領袖生頒獎及就職典禮

本年度的「領袖生頒獎及就職典禮」已於

9月 2日舉行。典禮上，邵校長向本年度領袖
生頒發領袖生章並監誓，並訓勉領袖生要克盡

己任，盡心盡力為同學服務。

訓導講座訓導講座

訓導組於 9月 2日於學校禮堂舉辦新學年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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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欺凌及滅罪講座防欺凌及滅罪講座

灣仔區警民關係組學校聯絡主任（中學）林警長

及吳警長分別於 9月 16日及 10月 7日到校為初中及
高中學生進行講座，為同學提供防欺凌及滅罪資訊，

提升同學的自我保護意識。

職位 姓名 班別

首席領袖生 潘帥澄 5A
副首席領袖生 楊煦晴 5D
助理首席領袖生 孔勸嘉 5D
助理首席領袖生 韓芷茵 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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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中六模擬放榜活動中六模擬放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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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性向測試、過來人分享、模

擬放榜及壓力管理等。經過是次活動，

同學能感受當中的氣氛及心情，提升她

們對文憑考試的信心和鼓勵同學及早規

劃多元化的升學出路。

生涯規劃 - 職業體驗活動生涯規劃 - 職業體驗活動
本校升學及就業輔導組與聖雅各福群會合辦「職業體驗活

動」。中四同學有機會參觀首間青少年生涯規劃體驗館並參與

不同的職業體驗。場館設有多個主題體驗區域，體驗區域的工

作場景真實、多樣化，並備有專業優質的器材硬件，好讓學生

投入工作體驗活動。活動模擬職場環境及工作要求，透過工作

體驗、行業短片分享及小組解說，不但能令學生了解各行業的

工作特質和情況，更重要是讓她們探索個人志趣及能力，為未

來升學及職業訂立目標。

「第 31屆學生會選舉」及「學生會就職典禮」「第 31屆學生會選舉」及「學生會就職典禮」
本學年共有兩個候選內閣，分別為 EMUNAH（夢蝶）和MERAKI（燦然 )角逐第 31屆學生會選舉， 經

全校同學投票後，由 EMUNAH當選。 校方於 10月 14日為新一屆學生會舉行就職典禮。 當日在邵校長及
全體師生的見證下，由學生會主席陸潔湄同學代表其內閣宣誓。第 31屆學生會正式就任，幹事名單如下：

萬聖節密室解謎活動萬聖節密室解謎活動

本年度的萬聖節密室解謎活動已於 10月 31日及 11月 1日圓滿
舉行，參與同學全都樂而忘返。學生會幹事及工作人員以獨特造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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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驚慄、推理和解難元素於一身，同學除了得到感觀上的刺激外，亦能

藉此機會考驗一下自己的膽量和推理能力。

EMUNAH（夢蝶）EMUNAH（夢蝶）
職位 姓名 班別

主席 陸潔湄 5D
副主席 黃穎彤 5D
文書 歐陽子晴 5D
文書 楊佩嘉 4A
財政 嚴雪銀 5A
公關 張穎 5C
康樂 胡慧敏 5B
編輯 冼穎翹 5D
福利 翁紫悅 5C
美術 陳湘廂 5C
美術 沈庭鈺 5A

學生 會

萬聖節活動萬聖節活動 1111



口琴隊出席灣仔節開幕禮 2022 暨大滙演口琴隊出席灣仔節開幕禮 2022 暨大滙演
本校口琴隊於 7月 30日在伊利沙伯體育館舉行

之「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五周年暨 2022灣
仔節和諧、共融、再出發大滙演」作表演嘉賓，這是

兩年疫情以來口琴隊首次公開表演，口琴隊隊員演出

高水準，以美妙的琴音為當晚慶祝活動揭開序幕。

中一及中二級中國文化體驗活日—唐代婦女的生活面貌與地位中一及中二級中國文化體驗活日—唐代婦女的生活面貌與地位

學生透過古代市集體驗活動，親身感受唐代的社會生活及娛樂風俗。學生更可穿上唐代

服飾，維肖維妙，全情投入古代長安城的繁華氣氛之中。

西九茶館劇場西九茶館劇場——陳廷驊基金會教育專場陳廷驊基金會教育專場

10月 6日，本校 40位學生參加了「西九茶館劇
場—陳廷驊基金會教育專場」音樂會，是次活動由

西九文化區舉辦。學生於最新的場地欣賞了一系列粵

劇折子戲及廣東音樂，還有古腔演唱及牌子演奏，內

容十分精彩。疫情下仍能參與音樂文化活動，實是難

能可貴，學生獲益良多。

學校近年新增的學會，同學們投入參與學習沖調

咖啡及拉花技巧。

咖啡拉花班咖啡拉花班

課外 活動

學生 發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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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級團隊訓練

多元化的團隊訓練活動能激發學生的思考與解難能力，培養她們的團結精神及對校園

的歸屬感。當天學生們難得相聚，呈現出一片溫馨和諧的景象。

中四級生涯規劃活動中四級生涯規劃活動

在不同的分組任務遊戲中，導師們引導學生在團隊中擔任的不同角色，帶出團隊合作

的重要元素，強化學生們的溝通及「抗逆」能力，從而加深自我認識，為成長之路作好準備。

中五級歷奇訓練中五級歷奇訓練

分班緣繩下降活動能鍛鍊學生的決心，讓她們挑戰自

我。縱使前路滿途荊棘，同學仍能迎難而上，勇闖人生的

高峯。

中六級香港迪士尼樂園學習之旅中六級香港迪士尼樂園學習之旅

中六學生難得走出校園，在風和日麗的

天氣下暢遊樂園，進行戶外學習體驗。除了

能舒展身心，最重要是把握機會，珍惜相聚

時光，互勵共勉，為來年文憑試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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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屆周年會員大會第三十一屆周年會員大會

何東中學家長教師會第三十一屆周年會

員大會已於 11月 4日順利舉行。會員大會
由鄭邵錦嫦校長致歡迎辭後，揭開序幕。首

先由第三十屆家教會主席吳茵茵女士作會務

報告，司庫鍾雅儀女士作財務報告。及後主

席吳茵茵女士致送感謝狀予家長義工，鄭邵

錦嫦校長致送感謝狀予各常務委員及感謝座

予離任副主席鄧詩韻女士，感謝她們對學校

的全力支持及協助。接著由東華三院心瑜軒

社工文姑娘簡介「健康校園計劃」。在宣佈

「家長教師會家長常務委員」選舉投票結果

後，獲選者隨之上台自我介紹，會員大會正

式圓滿結束。

校友會主席李佩儀校友及副主席余雪蘭校友增設校友會主席李佩儀校友及副主席余雪蘭校友增設
兩項獎學金兩項獎學金

「何東中學校友會學業進步獎學金」成立多年，鼓勵了不

少在學業上大有進步的同學。今年適逢創校 70周年，校友會除
了增加既有之獎學金金額外，主席李佩儀校友及副主席余雪蘭

校友分別捐贈「創校 70周年李佩儀校友陶藝獎學金」及「創校
70周年余雪蘭校友群育獎學金」。前者每年設名額 3名，頒發
給在校內陶藝課或陶藝學習活動方面積極參與或表現優秀的學

生。後者則每年設名額 4名，頒發予積極參與校內或校外服務，
並表現優秀的學生。

校友會七十周年校慶石凳藝術創作校友會七十周年校慶石凳藝術創作
校友會邀請了鄺明莉校友為校友會設計

七十周年校慶石凳藝術創作。成品已設立於

正校小花園，校友們可在校友日親臨欣賞及

拍照留念。

校友會委員訪問邵校長校友會委員訪問邵校長
9月 5日，校友會委員親臨學校訪問

邵校長，校長分享了她教學生涯以來難忘

的事與在何東擔任校長的感受。

校友會義工服務校友會義工服務
校友會委員一直關心社會並定期舉辦

義工服務協助社會基層與弱勢社群，校友們

於 10月 12日到銀杏館派飯給有需要人士，
希望能為弱勢社群送上點點關懷。如大家有

興趣參加我們的義工隊，歡迎聯絡校友會。

「校友會周年會議」「校友會周年會議」
校友會於 11月 12日（星期六）舉

行了周年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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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校友們的出席支持。

校友會中醫講座校友會中醫講座—— <九型體格 <九型體格
知多啲 > Zoom 分享會知多啲 > Zoom 分享會

由豐富中醫經驗的李美美校友主講的網上中

醫講座，向大家分享認識自己的體質，透過認識

「九型體格」去選擇適合自己的養生方法，從而

改善健康。

家長 教師會

校友 會

第三十一屆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名單

主    席：鍾雅儀女士
副主席：莊珈儀女士

司    庫：吳茵茵女士
核    數：關慧芬女士

委    員：吳惠霖副校長、曾羅婉芬副校長、鄧愷怡老師、
                 鄭燕芳老師、莊倩清老師、鄺子建老師、
                 林楚珍老師、雷子恩老師、陳慧莊老師、胡麗瑛老師

秘    書：洪艷芬女士
幹    事：李燕娟女士、朱彤霞女士
顧    問：鄭邵錦嫦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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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 消息
類別 比賽名稱  獎項 獲獎者

中文 慶回歸「明曦‧資優杯」首屆京港中小學生徵文大賽 中學組三等獎 6A 胡翁詠

音樂

「2022第 26屆中國少兒戲曲小梅花薈萃」 「小梅花」獎

5C王奕橋第 47屆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全港青年粵曲比賽
（2021-2022年度）彩唱組 優異獎 

中樂團於匯盈全港中樂大賽（中樂組合奏）中樂組 銅獎 何東中學中樂小組

聯校音樂大賽 2022中學合奏口琴項目 金獎

何東中學口琴隊

國際網上音樂比賽Music @ e-Contest 2022
口琴合奏組別

金獎

臺灣口琴大賽 2022（網絡賽） 銅獎

第 13屆亞太口琴節公開組小合奏 冠軍

視藝

2022歡聚一堂慶中秋設計繪畫比賽（青年組） 冠軍

5A吳思茵
2022展我繽紛國際兒童及青少年繪畫大賽
（少年高級組）

金獎 

2022展我繽紛國際兒童及青少年繪畫大賽
（少年組評審團）

冠軍

香港生物繪畫比賽 2021 高度評價獎 5A黃寶晴、5B蘇倩儀

2022暑假難忘的回憶繪畫比賽（青年組） 冠軍 5A沈庭鈺

2022《我的寵物》繪畫比賽亦勇奪（中學組） 冠軍 5A蔣雯熙

2022《我的寵物》繪畫比賽亦勇奪（中學組） 金獎 5D鄭淳欣

2022《我的寵物》繪畫比賽公開組 創意大獎 5A吳思茵

九龍倉全港中學生繪畫比賽 2021-2022 傑出表現獎 6B王曉瑩

化學 「化學家在線」自學計劃 2021-2022

鑽石獎 5A劉懿澄、5D冼穎翹

白金獎 5A潘帥澄、5D吳凱婷

銀獎 5B譚熙瑜

銅獎
5A梁綽之、5A葉慧玲
5B左美莎、5D陳紫寧

科學 初中科學線上自學計劃 2021-2022
金獎 4A楊佩嘉

銅獎
3C王樂霖、4D黃心榆
4D羅嘉文、4D徐思汶

5C王奕橋榮獲「小梅花」稱號5C王奕橋榮獲「小梅花」稱號 5A吳思茵同學榮獲多項藝術比賽獎項5A吳思茵同學榮獲多項藝術比賽獎項
6B王曉瑩同學的作品於6B王曉瑩同學的作品於
港九各商場巡迴展出港九各商場巡迴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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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二年度學業成績優異獎名單

中一級
1A 1B 1C 1D
夏思思 朱雅詩 王美芝 劉家睿 

中二級
2A 2B 2C 2D
陳家琳 李玟欣 袁銳淇 林翊珈 

中三級
3A 3B 3C 3D
梁千欣 劉美萱 龔慧珊 黃詩洛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一 1D 劉家睿 1C 王美芝 1B 朱雅詩 
中二 2C 袁銳淇 2C 林栩攸 2C 王樂霖 
中三 3C 龔慧珊 3C 羅晴晞 3D 黃詩洛 
中四 4D 孔勸慈 4A 陳泳彤 4B 吳凱珊 
中五 5D 潘思穎 5B 王曉瑩 5A 何甄穎 
中六 6B 梁巧怡 6B 劉泳伶 6A 胡芷瑩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英國語文 1D劉家睿 2D陳詠妍 3C蘇怜礼 4B黃棨渝 5A陸絲雁 6B劉泳伶
中國語文 1D劉家睿 2C袁銳淇 3D湛善寧 4A蔣雯熙 5D周小婷 6B蕭家珍

數學 1B朱雅詩 2D林翊珈
2C袁銳淇 3C龔慧珊 4A吳思茵 5D曹芷茵 6B梁巧怡

生物 4A黃寶晴 5D鄭茵琪 6B梁巧怡
物理 4D孔勸慈
化學 4A黃寶晴 5D曹芷茵 6A麥穎芝
科學 1D劉家睿 2C袁銳淇 3C龔慧珊

普通電腦 /
資訊及通訊科技

1D劉家睿 2C袁銳淇 3D黎琰盈 4D鄺靜欣

地理 1D劉家睿 2C 林栩攸 3C KHAN 
MAHIDA 4A沈庭鈺 5D潘思穎 6B梁巧怡

中國歷史 1C王美芝 2C李彥澄 3C龔慧珊
3D黃詩洛 4D鄭淳欣 5D陳巧玲 6B車穎瑤

歷史 1D劉家睿 2C袁銳淇 3A梁千欣
基本商業 /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3B何晞彤 4A嚴雪銀

4D孔勸慈
5A胡翁詠
5D陳巧玲

6B歐令宜
6B劉泳伶

生活與社會 /
通識教育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1D劉家睿 2C袁銳淇 4D孔勸慈 5A何佩穎 6B梁巧怡

經濟 4A鄧孜敏 5A胡翁詠 6A陳曦桐
普通話 1B朱雅詩 2C周子詠 3D施佩君
音樂 1D劉家睿 2B李玟欣 3A徐思汶 4D吳若婧 6B董敏晴
體育 1A黃詩喬 2A施靜儀 3B李凱勤 

視覺藝術 1A邱子語 2B鄧卓珈
3D湛善寧
3D陳煒彤 
3D楊佩嘉 

4A吳思茵 5B王曉瑩 6C馬致穎

科技與生活 (食品 )/
科技與生活 (食品科學與科技 ) 1D劉家睿 2C 林栩攸 3B何晞彤 5D陳筠雅

科技與生活 (服裝 )/ 
科技與生活 (服裝、成衣與紡織 ) 1C王美芝 2B李玟欣 3C龔慧珊 6B譚珈妍 

6C吳珈穎
數學延伸部分單元二 4A陳伊潼
旅遊與款待 4A陳伊潼

中四級
4A 4B 4C 4D
陳泳彤 吳凱珊 鄧依婷 孔勸慈 

中五級
5A 5B 5C 5D
何甄穎 王曉瑩 洪鑫 潘思穎 

中六級
6A 6B 6C 6D
胡芷瑩  梁巧怡 吳珈穎 羅雁喜 

各級全班第一名

全級優異獎

各科全級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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