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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長 的 話
《關愛同行》

鄭邵錦嫦校長

在本學年開學禮的早上，一直下著濛濛細雨，風雨飄搖的感覺驟然而來，隱
隱然預示這將是一個不一樣的學年！
學校一向是社會的縮影，在大環境的影響下，難以獨善其身，數個月以來社
會躁動不休，風波未息，作為校長，我最關心的由始至終都是同學們的學習與
安全，外面世界就是紛擾多變，也希望同學們在平靜的校園中正常學習，融洽
口琴音樂會
共處。時光流逝，由去年初夏而至現在春天臨近，回望這百多天，時局的轉變
難免會影響學校的情況，讓我們遇上大大小小的挑戰與困難，感謝老師們及學校社工能與我一
起並肩前行，秉持專業的態度，以同學的福祉為依歸，除了關顧她們的學習，更留意她們在情
緒、人際關係上所面對的衝擊，仔細聆聽，了解她們的想法，用心加以輔導，讓她們明瞭學校
以和諧及關愛為大前提，但亦有制度上的局限，望能互愛互諒地走過這段非常時期。直至今天，
我深感欣慰的是同學們能與師長建立互信，校園內大體維持和平的氣氛。何東中學建校六十餘
載，自有其獨特的校情與文化，同學們在校訓「正義與真理」的教化下，培養個人成長的方向，
我亦希望與老師一同繼續努力，就如校歌的歌詞中所言，望能以耐心及適當的自由度，引領同
學們建立正確的價值觀以及正向思維，讓未來的道路可更平坦順利。
學校由不同的持份者組成，包括老師、校友、家長及學生等，因實際環境所限，或許我們
未能向校友逐一仔細解釋學校的立場與處理方法，但原來校友是在默默地關注母校的情況。在
9 月 30 日大清早，我收到兩位畢業多年的校友送來的兩大籃巧克力及感謝卡，以答謝老師們在
數月以來對學妹的支援與關愛，我在此再由衷感謝校友們送來的濃情厚愛，因送來的不只是口
中的甜蜜，更是心靈的暖意，老師在沉重的工作下，亦會感到壓力與疲累，校友們的反應正是
肯定了我們的努力，讓我們有勇氣與信心繼續未來的工作！
在這數月以來，我透過不同的機會與家長接觸，深切感受
到他們的疑慮與擔憂，幸好家長亦能信任老師，體諒及包容學
校的不足之處，樂意與我們溝通聯絡，達至家校合作，共同守
護孩子！
前路遙遙，我們都在經歷時
代的轉變，但無論世情如何，信
念常在，孩子就是我們的未來，
祝願同學們在何東的校園裡都
能 好 好 學 習， 健 康 成 長， 創 造
美好的人生！
陸運會與健
來巧
校友送

克力及

感謝卡

兒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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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消息
（一）2019/2020周年水運會
本學年的周年水運會於2019年9月13日（星期五）假維多利亞
公園游泳池舉行。當天六社健兒悉力以赴，一展所長，爭取佳績，
同時不忘享受游泳的樂趣，豁達地面對比賽勝負得失。啦啦隊落
力地為泳手打氣，多位家長及校友亦在百忙中抽空出席參與，場
內洋溢著一片熱鬧的氣氛。
學校承蒙校友會主席李佩儀女士擔任水運會頒獎典禮的主禮嘉
賓。李女士致辭時表示無論參賽的泳手或在觀眾席的同學均顯露
熱情和投入，令她深受感動，亦勾起她很多求學時期的溫馨美好
回憶。最後她祝願所有同學都能永遠保持這份對母校及其他「何
東人」的真摯情誼，創造更豐盛精采的人生。
本 學 年 水 運 會 共 有 兩 項 新 紀 錄 誕 生， 包 括 2D 陳 貝 悠 同 學 及
1D陳洛薇同學分別於初級組50米蛙式比賽和50米蝶式比賽中刷新
紀錄，可喜可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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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9/2020周年陸運會
本學年的周年陸運會初賽及決賽已分別於 2019 年 9 月 19 日（星期四）及
9 月 20 日（星期五）於灣仔運動場舉行。天公造美，一連兩天，陽光普照，
為本校運動員提供了一個理想的競賽環境，讓參賽的同學發揮水準，創出佳
績。陸運會亦喜獲眾多家長及校友的鼎力支持，撥冗蒞臨為健兒打氣或參與
親子比賽。各社的啦啦隊熱情投入，吶喊聲響徹會場，合力營造出既溫馨又
感人的歡樂氣氛。
鄭邵錦嫦校長於開幕禮致辭時，鼓勵每位同學都要投入參與，以行動展現「何東人」的團結力
量，同時要本著「贏輸不重要，體育精神最重要」的態度，使陸運會成為同學珍貴的學習機會。她
又祝願運動員全力以赴，刷新學校紀錄。
陸運會所有賽事於9月20日中午順利完結，承蒙剛卸任的港京扶輪社社長梁淑炘女士擔任頒獎
典禮的主禮嘉賓。梁女士表示她非常欣賞同學們在競技場上的拼搏、進取和堅毅的精神，亦很高興
看到她們能把「勝不驕，敗不餒」的體育精神化為行動，實踐「友誼勝過賽果」的道理。另外，她
讚揚校方悉心安排的親子及師生聯誼比賽，成功做到增進師生家長之間的感情。最後，她承諾港京
扶輪社會一如既往，全力支持學校籌辦的各種活動，扶助同學們健康成長，學業有成。
本屆陸運會共有兩項新紀錄誕生，包括 6A 何寶鈿同學及 2B 李凱勤同學分別於甲組跳遠比賽和
丙組跳遠比賽中刷新紀錄，希望同學們繼續努力，挑戰自我，創造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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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9/2020第一次教師發展日
本學年第一次教師專業發展日於2019年9月30日舉行。上午有兩個活動，首先全體老師參加由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主持的優質學校改進計劃舉行的「從觀課看『教、考、評』」講座，
讓老師了解以什麼準則及利用時間線評估課堂的成效，改善施教策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接著，
老師分成四組，科主任參加由上述機構舉行的「科主任講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工作坊
座」，內容是協助科主任如何在科組策劃及開展推動學生
主動學習的工作。另外三組老師分別參加口金包製作、導
引保健功及室內划艇的減壓工作坊。前兩個工作坊承蒙前
任校長黃燕玲校長及林鳳琼校長撥冗蒞臨擔任義務導師，
令老師們更添親切感。全體老師於下午出外參觀孫中山紀
念館，了解孫中山的革命事蹟及甘棠第的歷史。是日活動
內容豐富，讓老師可在輕鬆的氣氛中學習及互相交流，提
升專業水平及擴濶視野。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工作坊

減壓活動

黃燕玲校教導老師製作口金包

室內划艇

林鳳琼校長示範導引保健功

前任校長黃燕玲校長及林鳳琼校長撥冗蒞臨擔任義務導師

孫中山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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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姊妹學校STEAM學習交流活動
本校於 2019 年 7 月 5 日至 7 日舉辦姊妹學校 STEAM 學習交流活
動，是次活動別具意義。東莞東華初級中學副校長及老師率領該
校二十位同學親臨本校探訪，藉此進行學術、藝術及文化三方面
的專業交流和協作。
學術方面，我校二十位學生大使帶領姊妹學校師生參觀本校
校史廊，讓他們對本校有初步認識。其後，兩校同學分組到電腦
姊妹學校同學朗誦《將進酒》
室及化學實驗室參與STEAM工作坊。同學對3D製作及電腦應用程
式創作深感興趣，投入萬分。
藝術方面，我們在7月5日晚上欣賞本校口琴隊成立四十周年紀念音樂會，不同屆別的口琴隊隊
員透過音樂，分享她們的喜悅及展示超卓的技藝。姊妹學校東華初級中學的同學也即席朗誦《將進
酒》，以恭賀本校口琴隊成立四十周年，為晚會帶來喜洋洋的氣氛。
文化方面，我們分別遊覽尖沙咀星光大道，欣賞
「幻彩詠香江」，參觀海洋公園、大館，以及石板街，
藉此了解香港的本土文化及歷史。
是次活動得以順利舉行，實在有賴兩校師生緊密
合作，同學踴躍參與。期望日後再有機會與姊妹學校
合作，彼此切磋，促進兩地學校的文化和藝術交流。
參與STEAM活動

參觀大館

參觀海洋公園

（五）何東中學口琴隊40周年音樂會
何東中學口琴隊於 1979 年成立，是香港現今唯一
的女子口琴隊，於香港學校音樂節及亞太音樂節屢獲
殊榮。2017 年的德國世界口琴節中，她們更勇奪口琴
樂隊的冠軍！
為慶祝口琴隊成立 40 周年，學校與校友會牽手籌
辦慶祝音樂會。7 月 6 日在校內舉行了「何東中學口琴
隊 40 周年音樂會」。當晚口琴隊演繹了多首不同風格
與類型的樂曲，包括有古典、爵士樂、古巴舞曲、迪
士尼電影配樂等。該晚更有原創話劇表演。校友更邀
請英皇書院舊生，用全新編曲演繹「Happy Birthday」
以祝賀學校口琴隊成立40周年。
當晚音樂會得以順利舉行，除有賴台前幕後的工
作人員及口琴隊隊員的傾力演出外，更感謝校友會的
鼎力支持。祝願口琴隊隊員繼續努力，在音樂的造詣
上力臻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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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
中文科
（1）辯論比賽
中文學會主辦中五級辯論比賽，以鼓勵同學訓練辯論
技巧、加強語言表達和組織能力。比賽於 10 月 22 日舉行，
中五級的各班同學派出代表參加兩場賽事。兩項賽事的名
次如下：
第一場
第二場
第一名

5B

第一名

5A

第二名

5D

第二名

5C

（2）非華語學生「中文科評估測試」及「中文科分組教學」安排
為配合教育局「改善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與教」的政策，解決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作為第二語
言時面對的困難，本科將按教育局提供的「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從第二語言學習
者的角度出發，進一步照顧非華語學生的學習需要。本科先安排非華語學生參與「中文科評估測
試」，以了解其中文水平，然後制定學習目標及調適課程。本科採用「中文科分組教學」，以小班
形式教授經調適的中文課程，讓非華語學生更有效地學習中文。

（3）午間朋輩伴讀計劃
此計劃招募學生陪伴低年級非華語學生朗讀中文，目的為鼓勵非華語同學多閱讀中文讀物，同
時增加華語學生和非華語學生的相處機會，藉以讓她們建立友誼，營造關愛共融的學習環境。

English Language
（1）Summer Bridging Programme for S1 Students
The Summer Bridging Programme of this school year ran from 19th August to 23rd August. All the
new S1 students were required to attend two English lessons during this period. They learnt classroom
language and took part in an English fun quiz. Besides helping the students revise some basic grammar
rules, the programme also offered them the opportunity to experience the pleasure of learning English.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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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l learn and practise English through games, songs and DSE-format oral discussions.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learn in small groups as well as interact with their peers in meaningful contexts.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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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platform is now open. Students’ accounts are valid until June 2020.
6

（4）71 st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English Speech)
Students of our school will take part in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this annual event including solo verse speaking, dramatic duologue,
prose reading, as well as public speaking. 2C and 2D students will
also team up to compete against other schools in choral speaking.
The Speech Festival period is 18 th November 2019 – 18 th
December 2019.

Reading Workshop run by Typhoon Club

（5）SCOLAR English Alliance 2019/20

Saturday Oral Programme

Under this project, reading workshops were conducted by Typhoon
Club for all S1 and S2 classes during the week of 21 st October –
25th October. Participating students had the opportunity to read an
illustrated storybook called Hello From Me, Too which illustrates and
compares 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English culture, then take part in
a group discussion guided by a native English-speaking tutor.

物理科
（1）早會分享
兩 位 修 讀 物 理 科 的 同 學， 分 別 是 5A 張 念 晴 及 黎 恉 欣， 於
十月下旬分別在正、分校早會上展示了一個違反地心吸力的有趣
現象。她們把一顆球形磁石放進一支垂直的鋁管內，大家眼見球
形磁石在地心吸力的作用下，出乎意料地沒有急劇向下加速，它
竟在管內緩緩地向下移動！最後在鋁管下方跌出。展示過後，兩
位同學透過物理學「電磁感應」原理向同學解釋上述現象，並且
說明「電磁感應」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應用。

球形磁石在鋁管內
緩緩向下移動，準備
在鋁管下方跌出。

利用錄像向會眾
展示球形磁石在管內
下墜的情況。

（2）2019航天科技夏令營
中六物理科學生布旻恩及顏皓晴早前參加了由「何鴻燊航天科技人才培訓
基金會」舉辦之「2019航天科技夏令營」。為期七天（7月14日至7月20日）的
考察活動在北京舉行。活動過後，兩位同學分享了她們的感受。

6A布旻恩

本校兩位同學
在返回艙前留影

在 這 幾 天 行 程 中， 我 們 參 觀 了 中
華航天博物館、中國科學院遙感與數
字地球研究
所、中國資源
衛星應用中
心、中國空間
技術研究院及
布旻恩同學跟組員在參觀
展館時合照
中國科學技術
館，近距離看到各類火箭和航天器。
雖然不能觸摸展品，但看到的時候還
是非常震撼人心的，也能從中了解中
國航天科技與日劇新的發展。

6A顏皓晴

「2019 航 天 科 技 夏 令 營 」 確 令 我
獲 益 良 多， 更 為 我 的 暑 假 增 添 了 一 份
色 彩。 夏 令 營 不 但 加 深 了 我 對 航 天 科
技 的 知 識， 還 讓 我 認 識 了 來 自 香 港、
澳 門、 台 灣 志 同 道 合 的 朋 友。 這 七 天
六夜的行程還可以到北京各個名勝參
觀 遊 覽， 如 萬 里 長 城、 故 宮、 王 府 井
大街等這些旅
遊 勝 景， 令 我
加深了對中國
文化的認識。
顏皓晴同學跟組員在夏令營
結束時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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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
參觀「市區更新探知館」
中五地理科同學於 2019 年 10 月 9 日參觀位於中環的「市區更新
探知館」。通過館內的展覽及互動多媒體設施，同學學懂以多角
度認識和思考有關
市區更新的不同議
題， 並 把 參 觀 所 學
得的新知識應用在
地理科目中。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
（1）理財初體驗
本科邀請了香港家庭
福 利 會 的 社 工 於 2019 年
10 月 15 日 午 膳 時 間 到 校 進
行 理 財 遊 戲 咨 詢 攤 位， 提
升學生對理財概念的認知，
參與的同學表示遊戲有趣。

（2）第二十一屆消費文化考察報告獎2019-2020
2019年11月5日，消費者委員會教育部長親臨本校為同學進行「諮
詢面談工作坊」，以提問和互動形式，為每隊隊伍提供獨立的面談諮
詢時間，幫助同學發掘考察意念、整理考察焦點和設計搜證方法、組
織和呈現考察內容和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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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推廣
（1）中一暑期閱讀獎勵計劃
古語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因此，為鼓勵同學多閱讀，每一位踏入何東的中一級
新生除了要完成指定的暑期習作外，她們都必須參與暑假「閱讀獎勵計劃」。
學生在本學年的表現相當不俗，絕大多數的同學的閱讀報告能用心書寫，分享自己的閱讀心得
及從書籍中的領悟。最後我們挑選了幾位表現最為出色的同學，名單如下：
班別

姓名

1A

梁巽然、林嘉琪、黃心榆、鄧綺晴

1B

梁迦迦、劉美萱、何晞彤、孫貽莎、趙子雅

1C

Shristi Rai,蔡穎淇、周穎兒、劉芝盈、邵穎詩、李穎嘉

1D

林依鈴、林穎翹、丁柏殷、張宛淇、區曉晴、張樂霖

（2）「閱讀約章獎勵計劃2019」
學校致力於校園推動及建立優質的閱讀文化，一如以往，同學必須參與由香港教育城主辦的
「閱讀約章獎勵計劃2019」，藉此讓學生透過「我的閱讀紀錄」工具，有系統地記錄自己的閱讀歷
程。完成計劃及閱讀紀錄數量最多的學生，可獲嘉許。

（3）圖書館管理員體驗活動
為提倡閱讀文化及擴闊學生的視野，本校共有十二名學生於11月5日參加了由香港小童群益會
與香港公共圖書館合辦的「圖書館管理員體驗活動」。出席活動的學生從工作坊中學懂公共圖書館
豐富的電子資源庫及其使用方法，在活動尾聲時，更能一展所長，幫忙整理書架。同學可以身體力
行，實踐所學，實在獲益良多。

（4）「一生一卡」
學校圖書館正進行內部修繕工程，暫未能開放供師生使用，
幸好本校毗鄰就是全港藏書甚豐的中央圖書館。故此，本校與公
共圖書館合作，向未持有公共圖書證的同學派發圖書證申請表，
經學校遞交申請表，手續較自行申請省時便捷。校方舉辦是次
活動的理念是希望所有何東學生都擁有公共圖書證，即使畢業以
後，仍能堅持「終身閱讀」，提昇學養和氣質。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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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發展及支援
學生發展組
為協助同學適應新學年以及建立積極正面的生活態度，本校於開學首三天特別為同學舉辦了多
元化的活動，如「一念之間講座」、「校規講座」、「健康校園講座」、「學習技巧工作坊」、「學
會及社簡介會」及「舊生分享及升學及就業講座」等。另外，為凝聚班內的團結合作精神，本組於
9 月初開展了「班級經營」計劃，讓同學共同建立班規及班本目標，加強同學的自律精神及對校園
的歸屬感。

學習技巧工作坊

健康校園講座

中六級升學及就業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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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年將於中一至
中五級舉行共四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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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份我班之星」得獎者如下：
1A
1B
1C
1D
2A
2B
2C
2D
10

選舉準則
待人有禮
守時
守時
守時
專心上課
誠實
正面
儀容整潔

得獎學生
曾穎楠
潘卓芝
李穎嘉
周敏瑜
彭晴
孔勸嘉
何采珊
彭凱亭

3A
3B
3C
3D
4A
4B
4C
4D

選舉準則
自律
整潔
守時
整潔
守時
責任感
樂觀
樂於助人

得獎學生
金希玥
周小婷
楊妍
黃泳霖
劉詠芝
劉泳伶
林家悅
霍珮嘉

5A
5B
5C
5D

選舉準則
交齊功課
勤奮向學
守時
愛閱讀
專心上課

得獎學生
杜澤茵
黃穎晞
陳梓琪
張琪

訓導組
訓導講座 (3-9-2019)
是次講座讓同學明白及理解校規訂定的理念及其執行的原則，反思遵守校規和學習自律的重要性。

領袖生領獎及就職典禮 (4-9-2019)
校方對上年度領袖生的付出得給予肯定與欣賞，而本年度領袖生亦向全體師生承諾，來年會盡
心盡力為同學服務，與同學共建一個理想校園。

總領袖生(HP)
副總領袖生(DHP)
總領袖生助理(AHP)

5C李曉程
5D李嘉茵
5A李芷晴 5B楊芷詠

5D陸煥然

輔導組
（1）中一暑期班
本校於8月19日至23日舉辦為期五天的「中一暑期班」活動，幫助同學適應中學的學習模式和
培養她們對學校的歸屬感，活動包括：中、英文科活動、英語銜接課程（地理、歷史及科學科）、
學習資訊科技、團隊訓練、學習技巧工作坊、升中適
應 工 作 坊 等。 開 學 後， 輔
導老師和學校社工會與全體
中一同學面談和舉辦小組活
動，協助她們儘快適應中學
生活。
班主任與同學初次見面，氣氛融洽。

邵校長於開學禮致歡迎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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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實習輔導員
歡迎實習輔導員潘芷茹(Alice)加入何東中學的大家庭。Alice是香港樹仁大學輔導及心理學系四
年級的學生，本學年逢星期二、四會到校實習，除定期舉辦不同的小組活動，幫助同學認識自我，
建立自信心，Alice也會個別約見同學，提供輔導服務。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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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午間
小組活動。透過互相分享，大姐姐教導中一
同學學科知識和幫助她們瞭解校園生活。過
程中，大姐姐的領導才能和溝通技巧亦得以
提升。

大姐姐合照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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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她們管理時間，並鼓勵她們為今年的學習訂立目標。

（5）中六小組
為紓緩中六同學因公開考試帶來的壓力，學校社工和任教中六級的輔導老師特意安排小組活
動，為同學提供情緒支援和減壓良方，同時製作心意咭送贈同學，為她們打氣。

（6）「成長新動力」活動
輔導組參加由衛生署舉辦的「成長新動力」青少年健康服務計劃。活動由專業社工及註冊護士
負責，在班主任協助下進行不同形式的活動，幫助中二同學探索成長的轉變，並為將來作出裝備。

（7）「一念之間」巡迴學校講座
輔導組於9月3日邀請協青社社工到校為同學主持講座，透過「嘻哈」舞蹈表演及短片欣賞，宣
揚關注精神健康訊息，推廣「Dancing to Healthy Life」的精神。活動結束後，導師招募中三及中四
同 學 參 加 街 舞 訓 練 小 組， 透
過 學 習「 嘻 哈 」 舞 蹈， 協 助
同 學 建 立 健 康 正 面 的 興 趣，
提升自信心並加強抗逆及解
難的能力。
同學們踴躍參與「試跳」環節

舞蹈員精彩的演出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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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學期各級的活動如下：
級別
中二
中四
中六
12

活動主題
認識傳媒帶出的兩性觀念
高中護苗教育課程
性行為抉擇

日期
6/9/2019
26/9/2019-27/9/2019
11/10/2019

（9）「自我探索工作坊」
為幫助中三同學為升高中選科
作準備，輔導組與東華三院越峰成
長中心合辦「自我探索工作坊」。
透過性格測試工具及分組趣味互動
體驗，讓同學進一步了解其個人特
質及長處。

同學積極參與體驗遊戲

（10）其他支援活動
學生支援組為有學習需要的同學舉辦不同的小組訓練活動，提升她們的自信心和學習動機。
活動如下：
活動名稱
執行功能技巧訓練小組
初中功課輔導班
高中學科輔導（師姐班）

級別
中一
中一至中三
中四至中六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組
（1）早會分享「資訊素養」
9 月 9 日早上，本組兩位學生幹事 5A 張楚奇
及杜澤茵在全校集會中以「資訊素養」為題進
行分享。他們首先說明「資訊素養」是知識管
理策略的一種，然後分別就資訊搜尋能力、資
訊評量能力、資訊使用及發放能力各項說明如
何提升「資訊素養」；這樣才可辨識自己需要
的資訊、分辨資訊的真偽，最後用建基於事實
的資訊，判斷是非。

（2）國慶升旗儀式
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周年，學校於 10月2日早上，於正校禮堂舉行國慶升旗儀式，
由於是室內舉行，儀式以影片播放形式進行。

（3）班際課室壁報設計比賽
今年班際課室壁報設計比賽之題目為「正向人生」，
各班需就以上題目設計及製作壁報。比賽結果如下︰

冠軍班別

校長於分校早會中頒獎給1A及2D班代表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中四級
中五級
中六級

1A
2D
3B
4A
5C
6D

校長於正校早會中頒獎給3B、4A、5C及6D班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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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正向人生」生命教育分享會
由「香港傷健共融網絡」主辦的「正向人
生生命教育分享會」於 10 月 11 日在我校全方位
學習課時舉行，對象為中四及中五同學。主辦
單位安排了一位視障人士、一位聽障人士及一
位手語翻譯員到校分享他們如何一起跑步，排
除困難，在香港及海外完成一項又一項的馬拉
松賽事，積極面對人生！

同學戴上眼罩，分享嘉
賓（聽障人士）準備帶
她繞塲一圈，讓她體會
視障人士如何在領跑員
的帶領下跑步。

校長頒贈紀念旗給分享嘉賓

（5）班際時事問答比賽
本組於 10 月 22 日於中一至中六級舉辦「班際時事問答比賽」，加強同學對社會時事的認識及
關心。比賽結果如下：
中一級
1D
中二級
2D
中三級
3C
中四級
4C
中五級
5A
中六級
6A、6D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1）升學及就業輔導講座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於九月至十一月份舉行了多場講座，詳情如下：
日期
九月三日

對象
講題
主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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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靖楠同學、王敏彰同學及
九月四日 中六 舊生分享及香港恒生大學課程講座
香港恒生大學職員
許美賢老師及
九月五日 中六 多元出路及香港教育大學講座
香港教育大學職員
九月廿三日 中六 「大學聯招」申請辦法
許美賢老師

（2）升學及就業輔導活動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於九月至十一月份亦舉辦了多項活動，詳情如下：
日期
十月四日
十月十五日
十月十七日
十一月八日

對象
中三
全校
中五、中六
中四

活動名稱
求學選科工作坊
海外升學資訊攤位
台灣升學分享會
生涯規劃—職業體驗活動

博華海外升學中心顧問為有意到境外升學的同學解答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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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辦機構
聖雅各福羣會
博華海外升學中心
元智大學徐澤志教授
聖雅各福羣會

元智大學徐澤志教授向中五、中六有意到台灣升學的同學
講解申請程序及要注意的事項。

學生會
1. 才藝比賽
第 27 屆學生會 Polaris 於卸任前的最後一個活動為「學生會才藝比賽」，是次比賽已於2019 年
10月2日圓滿結束。參賽項目包括舞蹈和歌唱等，各隊參賽者花了不少心思，盡展所長。台下同學
都投入其中，掌聲不絕。

2. 「第28屆學生會選舉」及「學生會就職典禮」
由於 2019/2020 年度學生會候選內閣只有 Ohana 一隊，根據學生會會章，Ohana 自動當選成為
第 28 屆學生會。校方於 2019 年 10 月 25 日為順利誕生的學生會 Ohana 舉行了就職典禮。當日，在邵
校長及全體師生的見證下，第28屆學生會主席陳穎桐同學帶領其內閣完成宣誓儀式，新一屆學生會
正式就任。第28屆學生會幹事名單如下：

主 席
副主席
司 庫

5A陳穎桐
5A楊曜嘉
5A何曉彤

文
文
編

書
書
輯

5A黃卓嵐
4A彭寶儀
4A胡芷瑩

公
康
福

關
樂
利

5C梁子瑩
5A白諾韻
5D羅筠桐

美
美

術
術

5A周鈺莙
5A文洛桐

3. 萬聖節活動
本年度的萬聖節活動「鬼屋探秘」已於2019年10月28日圓滿結束。
參與同學積極投入，樂而忘返。學生會 Ohana 幹事及工作人員以不同造
型與各位同學會面，並要求參加者在鬼屋內完成一連串任務。是次活動
包括集推理和尋寶，同學除了可以參加一項深具刺激的活動外，亦能藉
此機會考驗一下自己的觀察能力。活動過後，不少同學都回味無窮，在
此感謝一眾工作人員的無私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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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
課外活動組
學會會員招募推廣日
本校課外活動主要分為五大類：「學術性學會」、「制服團體」「社會服務及宗教團體」、「音
樂、藝術及興趣學會」及「體育學會」，共35 個學會。課外活動組已於2019 年 9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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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學會的報名安排
本年9月12日至22日期間，同學已透過網上報名系統完成報名手續。中一至中五同學必須參與
最少一個學會，而中六同學則可自由參與。未成功報名的同學會根據電腦隨機抽樣安排學會。各學
會的活動已於十月中旬陸續展開。
學會分類

學術性學會

制服團體

社會服務及
宗教團體

音樂、藝術
及興趣學會

體育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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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
中文學會
英文學會
資訊科技學會
數學學會
科學學會
女童軍
聖約翰救傷隊
公益少年團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扶輪少年服務團
少年警訊
基督徒團契
視覺藝術學會
舞蹈學會
英文戲劇學會
中文戲劇學會
木笛小組
室樂團
中國樂器小組
樂器班
口琴隊
合唱團
攝錄學會
演講學會
田徑學會
長跑及越野學會
三項鐵人學會
籃球學會
排球學會
足球學會
游泳學會
欖球學會
室內划艇學會
乒乓球學會
跆拳道學會

負責導師
何玨慧老師、蔡金威老師
賴鳴莉老師、Ms. Barbara Mary Woods
司徒偉洪老師、曾炳榮老師
劉家璋老師、胡頴雯老師
陳志強老師、林耀泉老師
張妙玲老師
朱偉龍老師、梁淑儀老師
雷子恩老師
鄧愷怡老師
陳志強老師、許美賢老師
曾國柱老師
劉淑嫻老師
黃志強老師、李淑貞老師
梁韻蔚老師、吳藹盈老師
陳婉芝老師、梁韻蔚老師
古暐聞老師、何玨慧老師
胡碧施老師
胡碧施老師
胡碧施老師
胡碧施老師、鄭燕芳老師
許智盈老師
許智盈老師
溫炳霖老師、陳志強老師
朱偉龍老師
張翠霞老師
司徒偉洪老師、李巧儀老師
李巧儀老師
張翠霞老師
張翠霞老師
張翠霞老師
李巧儀老師
李巧儀老師
李巧儀老師
邵本能老師
林耀泉老師

六社會員大會
本校共有六個社，包括：信社、禮社、勤社、義社、忠社、誠社。全校同學可以個人或社員身
份參加各項課外活動。各社已於2019年9月5日召開會員大會，討論社務。2019至2020年度社導師、
正社長及副社長名單如下：

信社
禮社
勤社
義社
忠社
誠社

社導師
劉家璋老師
曾國柱老師
許智盈老師
胡頴雯老師
古暐聞老師
陳志泉老師

5A
5A
5A
5C
5A
5D

社長
文洛桐
白諾韻
陳穎桐
劉思懿
梁穎嵐
李詠恩

副社長
5B 蘇敏善
5D 羅筠桐
4C 林家悅
5C 余紫瑩
5D 張 琪
5C 吳映君

Interact Club
Interact Club's in-school community service project
The student officials of the Interact
Club were eager to contribute their part
towards helping the school with one
of its major concerns for the current
school year, namely promoting Active
Learning among Hotung girls so as
to enhance their competence and to
enable them to realize their academic
potential. During the school assemblies,
they played two music videos, entitled
Scaling New Heights in Learning and
Stay Curious, which they prepared
during the summer with the aid of their
teacher adviser Mr C.K. Chan. To their
delight, their fellow students were all
inspired by the edifying and illuminating
lyrics. Afterwards, they put up a display
board on which many practical tips on how to learn effectively and to form good habits were offered,
together with many pieces of excellent advice from several top-ranked HKDSE candidates as well as the
Interactors themselves. In addition, some of them volunteered to speak at morning assemblies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 in overcoming
obstacles and in motivating
ourselves to strive for better
grades. Lastly, we invited Mr Chan
to give a short presentation on the
importance of sleep for teenagers'
well-being and academic success
and what exactly students should
do on a regular basis to get
sufficient, good quality sl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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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
何東中學家長教師會第二十八屆周年會員大會
何東中學家長教師會第二十八屆周年會員大會已於2019年11月1日順利舉行。會員大會由邵校
長致歡迎辭揭開序幕，接著分別由第二十七屆家教會主席陳袁亦賢女士作會務報告及財務報告，繼
而大會致送感謝狀予家長義工、現任家教會委員及離任家教會委員，以感謝他們對學校的全力支持
及協助。接著由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註冊社工許姑娘簡介「健康校園計劃」。本會亦邀請學生演
唱粵劇及木笛小組演奏助興，氣氛熱鬧。最後大會宣布新一屆家長常務委員選舉順利完成，周年大
會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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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張曉燕女士
石 玉女士
幹 事
莊珈儀女士
顧 問 鄭邵錦嫦校長
甘貽芳副校長
吳惠霖副校長
鄭燕芳老師
胡麗瑛老師
委 員 鄧妙璇老師
林楚珍老師
林卓華老師
胡碧施老師
雷子恩老師

第二十八屆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合照

校友會
校友會於2019年8月23日舉辦了慈山寺半天遊。寺內寧靜莊嚴，別具書卷氣息，場內不可燃點
香火，須以水代之。其鼓樓、藏書閣，及古佛像展覽均十分吸引，七十多米高的青銅合金白觀音像
更是令人讚嘆。校友們除了參加導賞團，還到了雲泉仙館品嚐美味的齋菜，各位校友均讚賞這裏是
淨化心靈的好地方。
另外，校友會於10月5日在藍田頌恩護理院舉辦了社福活動「音樂敬老顯關懷2019」，當日由
舊生及師生作音樂演奏，為長者帶來一個溫馨愉快的周末。
此外，校友會邀請了前任校長黃燕玲女士於10月19日回到母校親自教授
校友製作口金小錢包，校友們拿起針線，坐在位於分校的縫紉室上課，如昔
日學生時代，留心地跟黃校長學習，不過
這次的學習主題是縫紉。不消三小時，一
個個色彩繽紛的和風口金包就完成了，大
家都滿足地拿著製成品拍照留念，整個縫
紉室盡是喜洋洋的笑聲。
校友會口金包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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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慈山寺活動

獲獎消息
維也納世界和平合唱節2019
學校合唱團於2019年7月25日至28日遠赴維也納，參加第十屆世界和平合唱節，並獲頒發和平
之聲獎，參與合唱團成員如下：
2D 梁諾恩
2D 梁綽之
3A 劉碧滙
3A 金希玥
3C KUNG Karina C
3D 林婕妤

3D 雷淇湞
4B 林卓加
4B 曾少悠
4B 董敏晴
4B 黃芷瑤
4D 潘思穎

6A 羅亦騫
6B 李穎琪
6B 岑芷慧
譚茵雪（2019畢業同學）
梁珈瑜（2019畢業同學）
黎穎芯（2019畢業同學）

Angel of Peace

第七屆首爾國際口琴節
香港口琴協會於2019年7月31日至8月7日率領130
多人代表團，遠赴韓國首爾，參加「第七屆首爾國際
口琴節」，本校口琴隊亦是其中之一，並在賽事中獲
得多個獎項，得獎名單如下：

樂團（中學組）第一名
小型樂團（成人組）第一名
室內樂團（中學組）第二名
室內樂團（成人組）第三名

4A胡芷瑩 4B李玥晴 4D潘曉妍
6B陳曉晴 6C酆欣桃 6C馮嘉華
6A洪愷晴
5D周靜儀 6A洪愷晴 6B陳曉晴
6A洪愷晴

5D周靜儀

6A洪愷晴

6C酆欣桃

6C馮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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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獲獎項目
項目名稱

獎項

獲獎者

2019年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灣仔區校長聯會舉辦）

灣仔區優秀學生獎

2D黃家欣

羅氏慈善基金獎學金

應用學習獎學金

6D黃美珍

職業訓練局應用學習獎學金

達標並表現優異

楊宛蓁（2019畢業同學）
劉子熒（2019畢業同學）

哈佛大學香港校友會閱讀比賽

哈佛閱讀獎

6A陳悅頤
6A呂琦欣

消費文化考察報告比賽（消費者委員會舉辦）

「消費教育 創新校園」考察報告獎 何東中學
「消費教育 卓越老師」獎

鄺寶玲老師

健康四格漫畫創作大賽2019
（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舉辦）

最高參與學校獎

何東中學

復和綜合服務中心
「和諧校園—No Bullying」嘉許活動

(2018/2019)年度銀獎

何東中學

大埔區青少年暑期活動歌唱比賽
（大埔青年協會舉辦）

粵曲組冠軍

2B王奕橋

國慶盃2019九龍城區粵曲比賽（九龍社團聯會舉辦）

冠軍

2B王奕橋

微粵曲大賽香港賽區選拔賽
（日興文化發展促進會舉辦）

冠軍

2B王奕橋

微粵曲大賽第五屆演唱賽總決賽
（廣東省曲藝家協會、南方生活廣播等機構合辦）

青少年組金獎

2B王奕橋

女子甲組團體全場冠軍
女子丙組團體全場殿軍
女子甲組4x50m自由式接力冠軍
女子丙組4x50m自由式接力季軍

何東中學

女子甲組4x50m四式接力第七名
中學校際游泳比賽（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舉辦）

南區分齡游泳比賽2019學校接力邀請賽（女子組）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

女子丙組4x50m四式接力第七名
女子甲組50米背泳冠軍

6C陸潔盈

女子丙組50米自由式冠軍

1D陳洛薇

女子丙組100米自由式亞軍

1D陳洛薇

女子甲組50米自由式亞軍

6A陳婉晴

女子甲組100米自由式季軍

6A陳婉晴

4x50m季軍

何東中學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陸運會友校接力邀賽（女子組） 4x100m冠軍

何東中學

健康四格漫畫創作大賽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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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 朱 欣 晴

2A蔣雯

熙

6A黃文琪

6A莫嘉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