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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家長、各位同學：

　　今年有幸成為家長教師會主席，實在有賴校長、各老師
及各委員的愛戴。也多謝家長對我的信任和支持，讓我有這
個榮幸參與會務及進一步推動家校合作。

　　家教會在這一屆繼續秉承本會的宗旨，以增進老師與家
長之間的聯繫，透過參與學校的各項活動，例如中一家長迎
新活動、家長義工聚會、家教會委員與家長聯絡傾談、親子
旅行日等，加強了家長和學校的溝通及了解。

　　去年適逢學校65周年校慶，家教會也積極響應和支持學
校舉辦的各項慶祝活動，包括65周年校慶晚會、65周年開
放日，與全校師生，家長、校友、學生們一起慶祝這個非常
值得紀念的日子，實在高興！家教會在參與活動的過程中，
也深深體會到師生和校友的努力、投入和緊密的聯繫，好讓
每一個項目都能須利進行。

　　家教會今年已是第四年支持中三營商活動 – 小老板大作
戰，每年的營商活動都很有特色，喜見同學們創意無限，且
具時尚觸角，小小年紀已有商家的頭腦，最重要是每班同學
都很有合作精神，大家不論勝敗都傾盡全力參與比賽，深信他們必定獲益良多！

　　為鼓勵學生努力學習，積極參與學校活動，家教會每年都會設立獎學金來獎勵一些成績優異
或在學年有最佳進步的同學。同時也設立學生褔利基金，幫助有緊急需要的同學。

　　最後，我想藉此感謝邵校長、兩位副校長、各位老師，以及各位委員對家教會的支持，好讓
家教會的各項活動得以順利進行。我在此謹向各位致深厚謝意，希望未來的日子，各位繼續支持
家教會，使本會能力臻完善，並祝願何東中學的同學在學業成績上更上一層樓，在各項比賽中再
創佳績！

　　祝願各位

身體健康、工作順利、生活愉快！

陳袁亦賢
第二十七屆家長教師會主席

主席的話



　　古往今來，為人父母從來不易，正是「養兒一百

歲，長憂九十九」，尤其在今天的香港，社會環境比以往複

雜，父母須掛慮憂心的問題更是罄竹難書，單是子女的教育問題已

令家長們苦惱不已。不少家長們希望子女能贏在起跑線，故此及早為子

女部署了長遠的培育計劃，付出巨大心力在所不惜，但當子女日漸成長，踏

入中學階段以後，我們會驚覺她們除了長高了，原來思想行為上亦與小時候對父

母的教導言聽計從有所不同。她們有自己的主意與見解，有些想法甚至是父母難以

明白的，一方面由於世界瞬息萬變，她們會受社會的大氛圍所影響，建立自己一套的

價值觀，又因正值青春期，她們在個人成長的過程中，亦會經歷很多急速的轉變。在這

跌宕的階段，作為父母的，只有付出更多的耐心與她們好好溝通，從旁輔助她們成長。曾

有人以放風箏比喻與青春期子女的相處之道，父母握在手裡的線應一放一收、疾徐有致，

令子女如風箏般可在天際翱翔又不會放任胡為。這個比喻本也不俗，但如再細想，令風箏

可飛往天上的最重要元素是什麼？不就是那陣陣清風嗎？我覺得放風箏的技巧只可比喻為

教導子女的方法應鬆緊合宜，但父母的愛卻是那吹拂大地的柔柔和風，其中包含了無比的

愛護、忍耐與體諒。試想在沒風的時侯，風箏不能起飛，就像沒愛的孩子亦難以成長；

但如父母的管教方式過激，亦如將風箏置身於暴風之中，也許亂舞、甚至失控難追，又

如何可令風箏自信滿滿地迎風向前？

　　孩子的成長須經歷很多的曲折，當她們遇到挫敗或感軟弱無力的時候，希望

各位家長能多與女兒溝通，建立信任與融洽的關係，令她們以正

面積極的態度面對困難，父母不離不棄的愛護正是她們努力

向前最大的動力。此外，何東中學正是一個大家庭，讓我

們家校一同努力，為孩子們締造和煦春風的環境，讓

她們健康成長，創出自己的美好前路！

鄭邵錦嫦校長

校長的話



張漢生先生
第二十七屆家長教師會副主席

　　時光飛逝，不經不覺我和小女澤茵已經在何東大家庭一起成長四年多。小女在何東的大家庭裏

過著非常貼心的校園生活，一步一步，不徐不疾，不急不趕，過著愜意的生活。有些同學也和我們

一樣，悠閒地在看風景，一邊享受周邊的美麗環境，一邊尋找自己的生活方向。然而他們身邊的父

母則乾著急地對她們說：「要贏在起跑線。」可是，她們有她們自己的想法，起跑線在哪兒開始，已

經不是由父母決定了。不過我相信如果由她們自己決定人生的路向，每一個決定，每一個挑戰，她

們都會勇於承擔，她們必然會有很強的動力去面對將來的困難，努力地創造自己的一片天地。

　　過去三年，我參加了家教會的工作，今年則有幸能夠擔當家教會司庫一職。在家教會的會議

中，透過校長的講解，令我明白到學校的發展方向，和了解學校的校務管理。而家長委員亦透過此

渠道向校方反映家長們的意見，讓校方能因應學生的需要作出適切的改善，共同為我們的小朋友創

造更美好的校園生活。

　　在此，本人非常感謝何東中學各位老師讓學生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給予他們一個充滿愛心溫暖

的校園。本人亦特別感謝邵校長過去一年為了加強學生的學習能力及改變她們的學習態度，努力為

學生們創造良好的學習環境，並豐富她們的學習經歷，讓她們能夠掌握更多的學習方

法和技巧。校長的遠見與毅力，令我們的同學有莫大的裨益，令何東的優良

傳統得以承傳。邵校長真是一個充滿愛與關懷的校長，她的笑容永遠都

給予學生及家長一種親切的感覺。

　　最後，本人在此感謝家教會主席陳袁亦賢女士及各位委員的支

持，加上老師們的協助，令本人得以順利完成司庫的職務！

鄧慧思
家長教師會司庫

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二日，晴

　　這天對於何東中學家長們來說，是年中一個大日子，對於學生們而言，則是戰戰兢兢的日子 － 
這一天是一年一度的家長日。這天家長們陪同學生一起回校，與班主任面談和領取該學期的成績

表。家長教師會亦一如以往，在分校操場設立本會的攤位，一眾執委作好準備與家長會面，解答一

些家長的問題和收集他們對學校或本會不同的意見，包括對家教會角色的了解、學校設施、環境及

教學各方面的問題及建議⋯⋯等等。之後，我們把那些關於學校的意見和問題，交給學校跟進。藉

着這個傾談機會，增加家長們對學校及家教會的認識和了解，發揮家教會作為學校與家長溝通橋樑

的作用。

　　到了午膳時間，便是每年家長日的「校長與家長義工茶聚」時刻，今年已是第四年舉辦。在席

間，邵校長向大家自我介紹和簡介學校的發展，讓今屆的家長義工們，對校長和學校有更多認識和

了解。大家一面享用美食，一面聽着校長的演說，當然少不了家長義工們向校長熱烈提問、查詢和

建議，校長亦一一回應。在席間部份家長義工互相交談認識，並交換教導女

兒的心得。時間飛逝，轉瞬間這茶聚在一片熱鬧氣氛中完結。

　　在此，我們非常感謝校長、副校長和各位老師委員的支持，提

供了一個家長義工與學校溝通的好機會。

張漢生
家長教師會副主席

家長日的一天

不需贏在起跑線

委員心聲



家教會委員合照

（由左至右）胡碧施老師、林卓華老師、劉永雄老師、郭偉良老師、吳惠霖副校長、甘貽芳副校長、鄧慧思女士、 
葉麗媚女士、張漢生先生、鄭邵錦嫦校長、陳袁亦賢女士、鄧詩韻女士、莊珈儀女士、鄭燕芳老師、石玉女士、黃芳貞女士、
林楚珍老師、鄧妙璇老師。

第二十七屆家長教師會周年會員大會

 
　　何東中學家長教師會第二十七屆

周年會員大會已於2018年11月2日順利舉行。當晚在禮堂內
擺放了一些展板，由「家樂有方」的社工介紹展板內容。此

外，老師和家長互相交流同學在學校及課餘的學習情況。首

先，由鄭邵錦嫦校長致歡迎辭揭開序幕，接著由第二十六

屆家教會主席張漢生先生滙報家教會全年工作狀況及財務

報表，然後各位家長候選人宣讀宣言，並以投票方式選出

第二十七屆家教會常務委員會成員。繼而由大會致送感

謝狀予家長義工、現任家教會委員及離任校長林鳳琼女

士、離任副校長葉榮昌先生及離任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

陳榮東先生、王國華先生和傅澤民先生，以感謝他們

多年來抽出寶貴時間協助家教會推行活動，對本校家

長教師會貢獻良多。

　　之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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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大會在學生古箏獨奏

及揚琴獨奏的精彩表演和新一屆家長常務委員選舉

完成後圓滿結束。



家長日家長委員與家長傾談

班別 學生姓名 委員姓名 職銜

4A
陳紀臻

陳袁亦賢女士 主席
陳紀彤

4A 張澄茹 張漢生先生 副主席

4A 杜澤茵 鄧慧思女士 司庫

3C 董敏晴 鄧詩韻女士 核數

1A 歐陽子晴 石玉女士 文書

1C 容梓惠 黃芳貞女士 幹事（聯絡）

1B 王奕橋 莊珈儀女士 幹事

6B 王海林 葉麗媚女士 幹事

第二十七屆家長教師會委員

班別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1B 韓芷茵 陳淑明
1B 梁家欣 何麗儀
1D 陳綺妮 杜少霞
1D 朱欣晴 鄭敏儀

特別多謝以下家長義工協助家教會各項活動：

家長義工聚會

班別（17-18） 中文姓名 獎學金

3A 劉欣銘 傑出運動員獎（初中組）

4A 何寶鈿 傑出運動員獎（高中組）

1A 金希玥 最佳音樂獎（初中組）

5D 楊宛蓁 最佳音樂獎（高中組）

2C 彭寶儀 最佳學業獎（初中組）

5A 馬靖楠 最佳學業獎（高中組）

3D 張澄茹 最佳操行獎（初中組）

5C 黃寶柵 最佳操行獎（高中組）

何東中學家長教師會獎學金（2017-2018年度）

班別（17-18） 學生姓名

1A

1B 陳恩霖

1C 黃泳霖

1D 高淑怡

2A 張永茵

2B 林紫玲

2C 陳梓慧

2D

3A 劉思懿

3B 邱家鈺

3C 盧映彤

3D 陳穎桐

4A 何秋璇

4B 林佩柵

4C 李伊玟

4D 潘莉妍

家長教師會最佳進步獎（2017-2018年度）



家 教 會 親 子 旅 行 日

　　這天，我們一早便在學校集合，然

後乘坐旅遊巴到元朗恆香製餅廠參觀。

　　到達後我們在廠內逛了一圈，認識一下各種酥餅、蛋

卷和其他食品的製造過程，之後我們還試吃了新鮮出爐的老婆

餅和飲清熱解毒的三和茶。

　　接着我們便前往流浮山的海邊看海，之後便在一間海鮮酒家吃午

餐。當天午餐十分豐富，有魚、蝦、鮑魚、菜、雞肉、冬菇等佳餚，十分

美味，我們都吃得心滿意足。午飯後，我們便乘車前往濕地公園，途中導遊

還和我們玩了問答遊戲，問了我們一些有關於地鐵路線和橋的問題，氣氛非

常熱烈。

　　剛到達濕地公園，便開始下起雨來。但無礙我們繼續觀賞各種

植物和動物的興致，我看到各種平時看不到的動植物，在觀

鳥塔內用望遠鏡見到不同種類的雀鳥，令我們眼界大開。

　　雖然我們因為雨勢太大而未能參觀所有的地

方，不過如果下次有機會，我會和家人再來一

次，盡情地在這裏參觀。

　　就這樣我們渡過了愉快的一天。

2B 陳筠雅同學

　　2019年4月14日家教會舉行親
子旅行，令我眼界大開。當天的行程是這樣

的：首先，我們先到恆香製餅廠參觀，然後到流浮

山吃午飯，最後是到世界級生態公園 － 香港濕地公園參
觀。

　　那天早上九時，我們在學校集合，然後乘坐旅遊巴士到

位於元朗的恆香製餅廠，參觀製造蛋卷的生產線。原來平時我

們吃的蛋卷分為兩種做法，分別是用機器生產和用人手製造，而

我看見那些工人真的把蛋漿放在煎盤上，然後用幼棍熟練地把蛋漿

捲成一條一條的蛋卷，他們逐條逐條耐心地做，真的很令人佩服！

　　參觀完製餅廠後，我們便到流浮山的一個小漁村吃午飯，吃完午

飯我們便到香港濕地公園參觀。乘車時我已經迫不及待想快一點到達

濕地公園，去看看鱷魚貝貝的真面目。

　　到達及完成入場手續後，喜歡動物的我當然立刻去到貝

貝之家看鱷魚，和牠正面打個招呼。雖然下著又細又密的

雨，沒辦法看見趣緻的彈塗魚及招潮蟹，但能夠聽導

遊講解有關動物的冷知識，也算是獲益良多！

1A 余焯琪同學



家 教 會 親 子 旅 行 日

 
　　4月14日是家教會旅行日，我的父母

因為事務繁忙，所以只得我一個人參加，實在有點可惜，幸好

有好友相伴。今年學校旅行人數比上年多了不少，真的非常熱鬧！

　　第一站是恆香老餅家工場，它位於新界元朗。到達後每人先享用一杯茶，

然後壓軸戲來了！ 我們可以到工廠裹參觀，我看見很多人都低頭趕緊工作。有的
包餡，有的做蛋卷。如果有機會安排我們做這些工作，我也想試一試。市面上售賣的

蛋卷和老婆餅價格並不便宜，我現在終於明白原因所在，因為成品是用人手花了很多功夫

才製成的。例如做蛋卷是要把一塊一塊很薄的皮，捲在一起。其實很多人都認為市面上的糕

點質素都比以前差，那是因為大部份糕點是由機器做的，所以就失去了昔日的味道。將近離開

時，我買了斑斕蛋卷，那是我人生之中吃過最美味的食物之一，臨走之前，恆香老餅家還請我

們試吃新鮮出爐熱辣辣的老婆餅，我第一次吃便愛上它了。

　　隨後我們去了流浮山吃飯，那個海鮮湯真是鮮甜，而我吃了差不多超過半碟的蝦。之後我們

也吃了豆腐花，真美味！我們又買了很好吃的桂花椰汁糕，那是最好吃的糕點，甜度剛剛好，份

量又大，真是超值！

　　最後一站是到濕地公園遊覽，可惜那時狂風大雨，我只好用大衣披著自己，然後衝去不同

的目的地參觀，最後弄得渾身濕透。我本想去看動物，但因為下大雨而看不見，全程只能觀

賞雨景了，希望下次再去時天氣晴朗就好了！

　　後來因為雨勢太大，我們在休息站停留。剛好我看見有一個人，面對風景，正在

畫一幅畫。突然我發覺那是個獨臂的人，我猜想他可能曾遇到意外吧！他很有藝術

天份，那幅畫畫得栩栩如生，好像真的一樣。我本想繼續欣賞他畫畫，只可惜

愉快的時間似流水飛逝，我們要走了！回程時我不知不覺在車上熟睡，因

為實在太累了。那天除了因滂沱大雨有點掃興外，整個旅程我都很

享受呢！

3C 彭寶儀同學



　　今年家教會在六月二十八日與本校跨科組（商業科、科學科、科技與生活科和

公民及國民教育組）協作舉行 -「小老闆 • 大作戰」中三營商活動。為了配合 STEM
學習元素，事前由科學科老師教導中三學生製作 LED燈招牌，並且由商業科老師教
導他們銷售方法、營商策略和如何準備財務報表等。而科技與生活科的老師則教導

他們如何製作甜品糕點，作為售賣產品之一。

　　在這次「小老闆 • 大作戰」的活動裏，同學們盡心盡力地製作售賣的產品及佈置
攤位。在售賣產品當天，同學都全情投入，令全場氣氛高漲起來。

　　在校內進行銷售，可讓學生能學以致用，實踐學科的知識，並提升同學們之

間的策劃能力及合作性。透過活動亦可凝聚全班力量，可說是一舉數得。在這

裡，家教會很欣賞同學們的同心協力、認真和鍥而不捨的態度，令整個活動得

以順行進行，圓滿結束。

　　六月二十八日當天下午，家長教師會與東華三院越

峰成長中心「健康校園計劃」合辦「棒棒糖蛋糕製作親

子工作坊」。藉此活動，一方面可提高同學對製作甜品

的認識，令同學能與家長分享烹飪樂趣，以及促進親子

關係；另一方面，社工也可與家長分享一些教導子女的

方法，讓家長認識一下有關毒品的資訊，和教導家長如

何協助子女抵抗毒品誘惑的方法。

棒棒糖蛋糕製作 

親子工作坊

「小老闆•大作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