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東中學

《精彩的一年》鄭邵錦嫦校長
時光轉眼流逝，尤其校園生活更是過得特別快，好像不久前才舉行了

開學禮，現已又到學年的尾聲，記得在早會中曾勉勵同學們要珍惜一個學

年中的每個上課天，在190天之中，我們只要每天多做一點點、專心一點
點，一年下來自會有所進益，驀然回首，能為自己沒有白白虛渡光陰而感

欣慰，並可無愧於心。

在這學年裡，我曾到不同的課堂觀課，有機會與同學們一同在課室上

課，亦看到同學們投入學習的一面；有同學主動舉手發問，有同學熱烈討

論，亦有同學主動認真地摘錄筆記，一張張專注的臉容，最是動人！此外，

我想在此與大家分享一個令我印象難忘的片段，尤記得在上學期期考中某

天的早上，我經過正校的校務處，看見一位同學右手拿著冰袋敷在腳上患

處，正欲上前慰問，卻見她原來左手正拿著書本專心溫習，此情此景，我亦不便打擾了，但這一幕

卻是深印腦中，欣賞同學努力不懈的學習態度，我亦深信每一位同學如盡力溫習，亦定能有所得著。

多元化的活動為校園生活添上不同色彩，在陸運會及水運會中，看到何東健兒奮力爭先的一

面，又在各音樂表演及戲劇表演中，可見同學們在辛苦排練後收獲到豐碩成果。例如在2月份的下
旬，我校同學參加了香港校際戲劇節中文話劇比賽，在比賽完成後的分享環節，我看到不少參與同

學為完成比賽而激動落淚，那一刻與勝負無關，而是反映了一眾團員數月以來為同一目標堅毅不

屈、艱苦奮鬥的精神，只有曾積極付出過，才會深深感受比賽圓滿結束後的滿足與喜悅！此外，中

四修讀視藝科的同學們在本學年有機會學習旗袍製作，她們在短短的課程裡已可完成一件旗袍，盡

顯同學們的巧手與心思，還於灣仔取景拍攝，讓同學們從中領

略藝術與中國文化的精粹，是一次非常難得的學習經歷。在4
月份的姊妹學校交流活動中，同學們與東莞東華高級中學的學

生作音樂及藝術交流，能走出校園學習之外，更可讓同學們有

機會發揮所長增添信心；在整個行程中，我最享受的是晚上與

同學們的分享環節，除了讓同學們表達對是次活動的感受外，

更可與她們談天說地，了解同學們對未來的抱負與計劃，希望

同學們都能努力向目標進發，莫負青春！

同學們每天上學，學習知識固然重要，但大家每天生活其中，與師友同儕的溝通互動，活動過

程中的磨練與增益，正是點點滴滴累積下來，成就同學們更美好的今天與明天！學年將盡，正是標

誌另一學年的新開始！祝願所有老師及同學在享受愉快充實的暑假之後，共同迎接2019/20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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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Interactive Learning Day
We were most pleased to welcome 150 students 

from four primary schools, namely Hennessy Road 
Government  Pr imary  School ,  Hennessy Road 
Government Primary School (Causeway Bay), Kam Tsin 
Village Ho Tung School and Kwun Tong Government 
Primary School as they participated in the Interactive 
Learning Day on 8th March, 2019.

Not only did the students 'travel' around our school 
this year, but they also had the chance to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The programme began with a drama, 'Around 
the World in 80 Days', based on the famous Jules 

Verne novel and ably performed by members of the English Drama Club. The 
audience delighted in the characters' adventures during their journey and they 
were irresistibly captivated and amused by the hilarious moments in the show. 
Afterwards, the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competed at the game booths, where 
they derived great pleasure from playing musical instruments all the way from 
Africa and solving Maths problems. They were tested on their knowledge 
about different kinds of jobs and had a great time when they time-travelled 
back through the 20th century to find out how much they knew about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as well as its special landscapes and tourist attractions. 
Amidst the fun and excitement, our young guests demonstrated their English-
speaking skills when they interacted with our student ambassadors during the 
riveting activities. 

One of the objectives of the Interactive Learning Day was to provide 
our visiting primary school pupils with an opportunity to develop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iculum for secondary education. Interesting learning activities at the special 
rooms were therefore arranged to let our young visitors gain first-hand experience of the subjects which 
they will take up in their next stage of education. In the Physics Laboratory, our young guests enjoyed 
the air cannon experiment which allowed them to 'see' air. In the Biology Laboratory, they got hands-
on experience in using the microscope to learn about the secret life in water and conducted interesting 
experiments with chemicals and simple objects in our daily lifes. In the Technology & Living Rooms, 
they tried their hand at baking cookies and embroidering ornaments and then, for a bit of exercise, they 
headed to the Activity Centre where they tried out the rowing machines.

The day was a great success, not only as far as the primary students were concerned, but also for 
the Hotung students who took up the role of student ambassadors. They were proud to introduce their 

school to our young visitors and 
share their learning experience 
with them. Most importantly, 
everyone had a good deal of fun 
and our student ambassadors 
all agreed that it was worth the 
weeks of hard work that they 
had put in.

校務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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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18-2019第二次教師專業發展日—聯校教師研討會2019
本學年第二次教師專業發展日已於2019年1月24日順利舉行。當天為31所官立中學及6所資助

中學的聯校教師發展日，活動主題是「開拓教育前路，共建專業社群」。是日上午活動為「教學亮

點分享」，分別於六間官立中學學校進行。約1900名
校長、副校長及教師各參與兩個講座，內容包括學生

成長支援、學與教、學校行政與管理、粵港姊妹校締

結計劃等範疇。本校何應雄老師、古暐聞老師、陳婉

芝老師及李巧儀老師主持「善用課外活動，提升自信，

協助學生成長」亮點分享環節；何應雄老師、余美儀

老師、楊冠

紅老師及譚

玉玲老師就

以「於每一級推行重點發展活動，培育同學愛己愛人的

精神」為題，齊與同工分享本校於學生成長支援方面的

工作成效。

下午，眾人齊集灣仔伊利沙伯體育館參與講座，在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楊何蓓茵女士致歡迎辭後，先後由亞

洲金融集團及亞洲保險有限公司總裁陳智思先生及家庭

發展基金總幹事羅乃萱女士主持講座一「大灣區發展對

香港年輕人的機遇與挑戰」和講座二「面對溺愛世代，家校如何溝通合作」。最後環節是「2018芬
蘭學習之旅分享」。是日活動亦在眾人的熱烈掌聲下圓滿結束。

三 2018-2019年度第三次教師專業發展日
本年度第三次教師專業發展日於2019年3月22日（星期五）舉行。
全日活動分三個環節進行。環節一是「Sharing on e-Learning」，鄺子建老師示範綜合科學科

如何使用Kahoot教學，讓老師與學生進行互動，搭建有趣的學習空間，鼓勵學生主動參與課堂。環
節二是由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陳鴻昌先生帶領的「從摘錄重點到教考相配」講座，講座實

踐及分享部分由何玨慧老師、邵本能老師、譚玉玲老師及鄺子建老師主持，他們先後分享中文科、

數學科、通識科及綜合科學科於課堂上如何展示教學重點，指導學生摘錄要點、繼而製作自己的溫

習筆記，以提升學與教的成效；陳鴻昌先生指出學科知識內容、技巧及教學目標三者配合，才能提

升教學效能。午膳後第三個環節是全體教師參觀「大館」，認識中區警署建築群活化計劃、古蹟

保育及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概念，為忙碌的教學工作加添片刻悠閒，是日活動亦在眾人的輕鬆步伐下

順利結束。

邵錦嫦校長致送感謝狀予亮點分享的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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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東莞姊妹學校藝術文化交流之旅
本校於2019年4月18日至4月20日舉辦東莞姊妹學校交流活動及廣

州、佛山文化藝術之旅，由鄭邵錦嫦校長、曾羅婉芬老師、鄧愷怡老師

及胡碧施老師帶領中三至中五級共32位同學前往東莞、廣州和佛山進行
三天之境外學習活動。是次交流活動提升同學對藝術的興趣，並促進兩

地學校的文化和藝術交流。

活動的第一天，我校的同學有機會與東華高級中學的同學一起參與

音樂及美術課堂。同學在反思分享會表示，內地同學自主性強，投入課

堂，學習積極主動，是她們的學習榜樣。課後，兩校同學進行了文化和

藝術交流活動。我

校同學介紹了西洋書法，友校同學則即席揮

毫，展示了中國書法技藝，並將書法作品贈予

我們。及後，兩校還進行了音樂的交流，表演

者以豐富多彩的內容和精彩的表演，贏得在場

師生的熱烈掌聲。最後，兩校同學進行大合

唱，把音樂會的氣氛推至高峰。

活動的第二、三天，兩校的同學到不同的景點參觀，親身體驗內地的藝術文化。參觀的景點包

括：廣州市番禺區沙灣古鎮、廣東音樂紀念館（三稔廳）、沙灣廣東音樂館、佛山嶺南新天地、廣

東美術館、廣州華僑博物館等。同學表現雀躍，通過參觀活動，提升她們對文化藝術的興趣。

五 何東中學扶輪少年服務團
本學年十二位扶少團幹事同學表現出色，於下學期完成了兩項校外服務，提升來自弱勢家庭兒

童的自信心及其對社會的歸屬感，並拓展他們的視野和對自己的期望。首先她們於二月中與聖芳濟

書院公益少年團合作，連續兩個周末籌辦服務活動，接著她們於五月中母親節前夕安排遊戲及工作

坊，教導和協助居住於西區的兒童動手做禮物送給母親。幹事們透過是次聯校合作，能走出校園，

擴闊視野。

東華高級中學簡校長向本校
同學介紹姊妹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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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

1.  本科全級中一至中五級學生一起參與「第三十屆中學生好書龍虎榜十本好
書選舉」及「第三屆中學生好書龍虎榜讀後感比賽」，反應踴躍。

2. 故事演講比賽
中文學會主辦的故事演講比賽，目的為訓練同學演說技巧、加強其語言表達能力。比賽已於3

月12日舉行，兩項賽事的名次如下：

學與教

廣東話組

第一名3C

第二名2AB1

第三名1AB2

普通話組

第一名1A

第二名1C

第三名3C

3. 中六級聯校說話能力訓練
為讓中六級同學更好地預備文憑試，本校中文科與庇理羅士子中學中文科合辦說話能力訓練。

聯校說話能力訓練已於12月14日舉行，兩校中六級同學共同參與模擬口試，並由老師點評。同學
藉此機會，得以與外校同學、老師交流，積累口試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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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七十屆校際朗誦節
本年度本校共有39位同學參與第七十屆校際朗誦節的比賽項目，參與項目場次為42次。其中3

位同學獲得季軍，其餘同學亦獲得優良獎狀及良好獎狀。得獎名單如下：

得獎者 比賽項目 獎項

曾月順(4A)、蘇敏善(4B) 中三、四級粵語二人朗誦 季軍

吳欣霖(1D) 中一、二級普通話詩詞獨誦 季軍

5. 照顧非華語學生學習需要
在照顧非華語學生克服學習中文的困難，除了進行「中文科分組教學」及課後學習班之外，我

們更在午膳時段進行語文活動，教學助理透過主題遊戲、電影觀賞及創意默書等，讓各級的非華語

學生輕鬆愉快地練習書寫、閱讀和聽說中文，增加她們接觸中文的機會。

此外，本校安排非華語學生參加各種類型的語文活動及比賽，包括：朗誦、故事演講及話劇等。

學生寓學習於娛樂，嘗試以同儕協作形式學習詩詞、編寫劇本和進行排練，有助增加她們學習中文

的自信及能力。活動及比賽獲獎詳情如下：

日期 年級 活動／比賽名稱（舉辦機構） 獎項

26/1/2019 初中級 2018/19學生才藝比賽（教育局）

朗誦組別：

1.再別康橋（節錄）—亞軍

2.遊子吟、金縷衣—優異

17/2/2019 初中級
第十屆「灣仔戲味」音樂劇匯演

（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
公開匯演

13/3/2019 初中級 中文故事演講比賽（本校中文學會）

NCS組：

1.冠軍（1C 陳玉美、馬心華）

2.亞軍（3C 官娜碧）

16/3/2019 初中級
廣東話才藝大格鬥 2019

（蘇豪扶輪社）

青少年組：

1.話劇（白雪公主）—季軍

2.話劇（校園欺凌）—優秀表現

3.話劇（灰姑娘）—最佳道具

13/4/2019 初中級
非華語學童（初中）語文工作坊

（香港浸會大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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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Language
1. 70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English Speech)

This year’s event was met with enthusiastic participation and exhilarating results. Wong Ka Yan (1C) 
and Wong Kai Yu (1C) were the winners of the Solo Verse Speaking competitions while Nadirania Talitha 
Soelaiman (1C) and Lai Irish Diane D (2C) came third in the same category. In other competitions, our 
students put on a sparkling performance as well. Ngan Hou Ching, Sharon & Thapa Celcia (5A) were the 
Second Runners-Up in the Dramatic Duologue competition while Sania (5A) came third in Solo Prose 
Reading. On top of these, the S2 Choral Speaking Group, under the training of Ms. M. Geldens and Mr. W. 
L. Chu, was awarded the Certificate of Merit.

2. Saturday Oral Programme
Since 1997, Hotung girls have been 

given most valuable assistance on a 
regular basis by volunteers from the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School in the learning 
of English. Patient, affable and committed, 
these youthfu l  tu tors have done a 
marvellous job not just in stimulating 
our students’ interest in this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language but also in inspiring 
them to make a greater effort to master 
it. This year ’s programme came to a 
successful close on the morning of 2nd 
March, 2019. A group photo was taken at 
the school entrance to mark the occasion.

3. English Week
It is an established fact that English can be acquired more effectively through interesting and 

enjoyable activities, and that is why every year in May the English Department of our school organizes an 
English Week to spice up the learning of this important language. In the current school year, the annual 
function lasted from Monday 6 May to Friday 10 May, during which a fun-filled and exciting programme of 

wide-ranging activities, including puzzles, trivia quizzes, treasure 
hunts, English songs, as well as a number of competitions, was 
served up to engage the student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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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科

商校家長點創®計劃 2018-2019
何東中學於今年參加了「青年企業家發展局」

(YDC)籌辦之賽馬會商校家長點創®計劃。此計劃亦是
何東中學為中三同學準備新高中商科課程而設的「其

他學習經歷」(Other Learning Experience)的一部份。
計劃共有四次工作坊，分別於三月一日、十五日、

二十九日及四月十二日舉行。公司大使與同學並肩同

行，藉著集體遊戲、經驗分享、角色扮演、小組討論

等不同的活動，讓同學有機會從社會人士身上學習、

培養創意思維、了解自己及懂得計劃未來，從而建立

企業家精神。計劃中的學習元素並非源自書本，乃是

由公司大使身體力行，以他們過去累積的經驗與同學

分享。透過這計劃，同學不但增加對商界的認識，還擴闊了她們的視野。

美術科

1. 第八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2019
本校中一級D班學生朱欣晴於2018年11月參加由世界兒童藝術文

化協會舉辦之《第八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2019》，是次比賽主題為
「童分同享」，同學的作品榮獲少年組銅獎。

2. 全港中學學界廣告賣橋王
本校2B班、4A班及4B班的十二位同學組成三個隊伍，參與

good morning CLASS聯同am730於2018年11月至2019年3月舉辦
的第四屆《全港中學學界廣告賣橋王》，他們須以分鏡圖 (Story 
Board)及平面廣告推銷品牌產品，同時於2019年3月期間向評判展
示其製作概念。2019年4月下旬為比賽的第三部份「網上我至LIKE
廣告橋段大獎投票活動」，最後榮獲初級組優異獎，並於2019年5
月25日出席頒獎典禮。

3. 面具設計比賽Mask Design Contest
本校視覺藝術學會會員於2018年12月20日參加由愛

滋寧養服務協會舉辦的面具設計比賽，其中5位同學被獲
選為中學組入圍作品，同學們已於2018年3月10日出席
「大愛慈善步行暨面具設計比賽頒獎典禮」，作品亦於山

頂山頂道花園公開展出。
1D吳欣霖 5B梁日美 

4B黃穎晞 1B王奕橋 4B吳茂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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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科

1. 北京亞太口琴節暨首爾國際口琴節祝捷音樂會
去年暑假，本校口琴隊有9名隊員飛往北京參加2018亞太口琴節，取得優異成績，包括在大合

奏項目與香港口琴協會聖雅各少年口琴樂團取得冠軍。另外由4D周靜儀、5A洪愷晴、5B陳曉晴、
5C馮嘉華及酆欣桃所組成的“Timee”參加室內樂比賽奪得季軍，而她們亦在香港口琴協會樂團中
擔當口琴手。比賽過後，各獲獎隊員於11月25日參與由香港口琴協會主辦假香港大會堂音樂廳舉
行的祝捷音樂會，與香港口琴樂手作音樂交流，分享得獎喜悅。

2. 合唱團—聖誕頌歌
今年本校合唱團繼續在尖沙咀皇家

太平洋酒店舉行聖誕頌歌表演，當天演

唱了多首經典聖誕歌曲，同時在頌歌演

出中加入了電子琴、口琴小組及手鈴的

表演，吸引不少途人駐足欣賞。酒店即

時將現場精彩的表演直播到社交平台，

這活動既為社區送上聖誕歡樂的氣氛，

也為同學們帶來寶貴和愉快的服務學習經歷。承蒙各家長親臨現場支持，令同學表演更為投入。

3. 「灣仔消防安全嘉年華會」擔任表演嘉賓
本校室樂團及中

樂 小 組 獲 邀 於 二 零

一九年一月二十六日

為此活動擔任表演嘉

賓。當日同學表演了

多首歌曲，為嘉年華

會增添歡樂的氣氛。

4.  港京扶輪社25周
年晚宴音樂表演

為慶祝港京扶輪社25
周年，本校室樂團於二零

一九年四月十二日晚擔任

表演。是次樂團表演以童

年為題的音樂，演奏了巴

哈、馬勒及舒伯特的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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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8-2019年度灣仔區公益少年團」週年頒獎禮室樂表演
本校室樂團獲邀於二零

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假鄧肇

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舉行的

公益少年團週年頒獎禮中表

演。當天同學表演了多首西

方耳熟能詳的名曲，同場友

校則表演舞蹈及醒獅，氣氛

好不熱鬧。

6. 第71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今屆香港學校音樂節，本校參賽同學在密鑼緊鼓的努力練

習下，共獲得5項季軍，分別是本校口琴隊、口琴小組、5A洪
愷晴同學參加的高級組口琴獨奏、2B金希玥同學參加的馬林
巴琴獨奏及1A吳凱婷同學參加的箏獨奏。另外，本校合唱團
分別與皇仁書院合作參加了牧歌小組合唱及與慈幼英文學校

合唱團參加的男女混聲聖樂合唱，經過與兩間友校團員共同努

力下，眾人獲得優良的成績，同時亦加強了友校之間互相交流

的學習機會。至於美樂笛小組及直笛小組亦分別獲得優良及良

好的成績。

7. 大衛．慕尼 鋼琴大師班
都柏林音樂學院鍵盤主管大

衛．慕尼博士，於 2018年 10月
12日親臨本校舉行了鋼琴大師
班，為同學現場指導彈奏技巧，

同時大衛．慕尼博士更即席表演

了數首愛爾蘭傳統作品，令同學

們獲益良多。

8. 合唱團於本校校董何猶彪先生婚禮獻唱
本校創辦人何東爵士之曾孫何猷彪先生(Mr. Sean Eric Hotung)與翁靜晶女士於6月8日上午假中環

聖約翰座堂舉行婚禮。合唱團於婚禮中獻唱“Oh Promise Me”一曲，以祝賀何猷彪伉儷新婚之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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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科
一如既往，學校今年再為中三級同學舉行「物

理講座」，這次邀得香港浸會大學物理系馬冠聰博

士主講，講題為「操控聲音的新招式」，講座於5月
10日下午在分校禮堂舉行。馬博士利用一個多小時
的時間，由古至今，舉出很多與聲音有關的具體例

子，說明了一些針對聲音的觀察及研究，內容生動

有趣。

圖書館

1. 語文活動暨閱讀獎勵計劃頒獎典禮
本校連續第六年於五月份舉行以語文和閱讀為主題的集會，給獲獎同學頒發證書及安排不同類

型的表演，向低年級同學宣揚閱讀的樂趣及突顯加強語文能力的重要性。

當天承蒙翁靜晶博士撥冗蒞臨擔任主禮嘉賓，並與同學們分享她過往學習心得和在職場上多年

來憑著努力不懈的奮鬥精神等寶貴的經歷。

翁博士更勉勵同學們積極學習英語，為未來

前途奮鬥，她的一番訓勉，確實令同學們獲

益良多。此外，感謝劉穎賢博士親臨指導，

擔任頒獎嘉賓，為活動畫上完美句號。

2. 中一至中三級書籤設計比賽
由圖書館舉辦的中一至中三級書籤設計比賽，已經圓滿結束。冠

軍是2B陳泳詩，其得獎作品為《被消失的人‧情‧味》

3. 書展及作家講座
2019年3月1日，作家君比小姐應邀到校為中一至中三同學主講

「閱讀與創作」的專題講座。是次活動，讓同學有機會親睹作家的風

采、認識作家的寫作經驗及閱讀心得，藉以提升同學閱讀及寫作興趣。

講座期間，學校更以壁報介紹君比小姐，加深同學對講者及其著作的

認識，增加同學的投入感。於講座期間，學校更舉行了書展，推廣校

內的閱讀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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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導組
本年度舉辦一系列領袖生的活動，透過不同的工作坊，加強

本屆領袖生的自信、自律及團隊精神。他們藉以在工作檢討及交

流中，增進彼此

溝通和合作，提

升反思及解難能

力。此外，最佳

領袖及最佳領袖

生選舉可讓她們的工作得到同學的認同，並提升領

袖生的形象及士氣。

日期 內容
05-09-2018 領袖生工作簡介及調解技巧工作坊
20-11-2018 領袖生訓練坊一（團隊合作）
23-01-2019 領袖生訓練坊二（檢討及交流）
12-2018 上學期最佳領袖及最佳領袖生選舉，得獎同學名單如下：

最佳領袖：5A黃文琪及4C李曉程

最佳領袖生：2B阮佩晴、2C楊妍、4A鄧欣桐、4A黎恉欣
08-04-2019 領袖生訓練坊三（團隊合作）
05-2019 下學期最佳領袖及最佳領袖生選舉，得獎同學名單如下：

最佳領袖：4C李曉程及4D周曉盈

最佳領袖生：2B梁斯雅、2B林浠、2B潘思穎及2C楊妍

輔導組

1.「關愛大使」活動
本組挑選八位中四同學擔任「校園關愛大

使」，透過小組訓

練，幫助她們建立

正向思維，培養幫

助別人的心態，並

常存感恩的心。

2. 性教育工作坊
本組為各級同學舉辦性教育工作坊，透過社工的

講解和分組討論，幫助同學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學生發展及支援

中三同學積極參與護苗教育課程 明愛向晴軒社工到校主持中四級「迷網」戀情的工作坊

關愛大使製作朱古力及心意咭送贈中六師姐關愛大使於早會時段與同學分享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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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一學生發展日
本組與升學及就業輔導組於十一月二十二

日合辦「學生發展日」活動，上午活動目的

是提升同學與人溝通的技巧及學習欣賞自己，

下午活動以培養同學的領袖才能和提升團結

精神為主，同學積極參與活動，氣氛愉快。

4. 中一親子日營
本組與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合辦「中一親子日營」，活動於十二月一日於保良局賽馬會大棠

渡假村舉行，是次透過親子遊戲、燒烤等活動，既加強家長與女兒們的溝通，也增進家長和學校的

聯繫。

5. 領袖訓練工作坊
本組與學生發展組及課外活動組合辦的「領袖訓練」

活動已於十一月九日及十一月二十三日舉行。各學會主席

在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社工指導下，透過不同的啟導遊

戲及團隊合作訓練，培養同學的獨立思考能力和人際溝通

技巧；同學們亦同時學習如何設計及籌辦團體活動，讓她

們日後能為其他同學策劃更多元化的課外活動，促進健康

校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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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及國民教育組

1. 課室壁報設計比賽
本年度課室壁報設計比賽的主題共分兩個，分別是中一至中三級：[顯關懷、互尊重、共建和

諧社會 ]，以及中四至中六級：[標竿人生 ]。在設計方面，各班壁報的內容均具特色，同學們以鮮艷
的圖像及獨特的標語把主題清晰地展現出來。在各班同學的群策群力下，每個課室壁報都變得耀眼

奪目，為校園帶來一份既溫馨又積極正向的氣氛。各級獲獎名單如下：

中一級：1C  中二級：2D  中三級：3C  中四級：4A  中五級：5A  中六級：6B

2. 中三級「生命樂章」生命故事工作坊
本年2月1日，本校邀請了視障人士組織及管理

培訓機構Cedar Workshop，為中三級同學舉行「生命
樂章」生命故事工作坊。透過視障音樂人的表演及分

享，讓同學了解視障人士的工作能力。嘉賓亦以他們

的個人故事激勵同學努力

面對困難。最後，嘉賓亦

帶領學生表達對自己和他

人的欣賞及肯定，明白自

身的興趣和優勢，訂立清

晰人生目標。

6.「學貴有恒」
輔導組舉辦的「學貴有恒」自我挑戰計劃已完成，

全體中一及中二同學均參加活動，當中七十四位中一及

四十二位中二同學達標，共有一至三個學科成績有進步，

值得嘉許。

3. 上學期課室清潔比賽 （與訓導組合辦）
為了培育同學的責任感及自理能力，本組與訓導組於11月合辦了「上學期課室清潔比賽」。在

比賽當日，各班同學分工合作，把自己課室的椅桌、窗台、黑板、儲物柜、地面等打掃得一塵不染，

獲各評分老師大力讚賞。整個比賽共維持兩週，由多位老師及總領袖生進行評審。全校同學在活動

中均表現上下一心、落力參與。是次比賽結果理想，有效提升各班對課室清潔衛生的關注，亦能培

育同學們的合作性及持久力。各級得獎班別如下：

中一級：1B  中二級：2C  中三級：3A  中四級：4B  中五級：5C  中六級：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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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1A 劉靖霖 3C 陸詠恩
1B 陳穎璐、陳欣彤、許佩欣 4A 楊悅恬
1C 蔡沚穎 4B 高爾妮莎
2A 洪 鑫 5C 陸潔盈
2C KUNG KARINA C 5D 陳紫晴
2D 梁承愛、曾業喬、黃泳霖 6A 黃舒敏
3A 馬致穎 6B 施婉晴

5. 公平貿易
根據樂施會的定義，「公平貿易是保

障發展中國家的農民和工人有合理的工作

環境與回報，有尊嚴地生活，生產者與商

人建立更公平的貿易關係，減低對環境的

損害，締造可持續發展的公義社會。」本

組同學為配合這項有意義的理念，於家長

日設置了銷售攤位，售賣各式各樣由貧窮

國家製造的公平貿易產品，藉此向家長及

同學們傳遞公平貿易的理念。

4.「好人好事」創意設計比賽
為鼓勵同學主動關心別人的需要及培養守望相助的精神，本組於11月舉辦了「好人好事」創意

設計比賽。各班同學分別以四格漫畫、文字、照片等創意方式，記錄身邊的 [好人好事 ]。全校共18
位同學的作品表現出色，獲頒發優異獎作鼓勵。得獎名單如下：

班別 行動名稱 目的

1A 溫暖的致謝 -製作蛋糕，致送給老師及職工以表達謝意

1B
茶暖美食顯愛心送給老師以

表達謝意
-製作玻璃曲奇及暖茶，致送給老師及職工以表達謝意

1C 健康快樂水果串

-製作水果杯，致送給老師及職工以表達謝意

- 在校園內售賣自製水果串，籌得$800捐助無國界醫生

作慈善用途

1D 愛心曲奇大行動 -製作曲奇，致送給老師及職工以表達謝意

6. 中一級 [活出愛]
中一級各班今年3至4月分別以行動展現愛的

訊息。在班主任的帶領下，各班同學先構思行動

計劃，然後透過班內同學的協作，把計劃付諸實

行，最後把

[愛與關懷 ]
的訊息送到

校園每一個

角落。各班同學表現積極，充分展現同學的心思創意及關愛

精神。透過同儕協作，更促進了同學的團隊精神和班內的歸

屬感，亦有效建立和諧校園的氣氛。

各中一班的活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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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廉政互動劇場 
本校於 4月 12日，邀

請了夢飛行合家歡劇團為

中五級同學進行廉政互動

劇場。是項活動由廉政公

署舉辦。是次劇目為《今

次GG了？！》，劇團演出
生動有趣，讓學生進一步探討貪污的禍害及面對道德抉擇時的處理方法。當天同學非常投入參與，

是次活動不但使同學增加對防止賄賂條例的認識，更有效宣揚廉潔誠信的重要性。

8. 中二級「好人好事」Big Big Show話劇表演
為進一步推動關愛互助精神及提升道德價值觀，

本組於今年4月17日舉行了中二級「好人好事」話劇
表演。雖然是次活動是首次進行，但各班中二級同

學均表現極之投入。在班主任的帶領下，同學既用

心製作劇本、道具及服飾，放學後又勤於練習，各

班同學的創作能力及團結精神實在值得一讚。

2C [一個無盡的鎖鏈] 2D [明哥派飯]

2B [賣雪糕的婆婆]2A [舉手之勞]

冠軍 2C KUNG KARINA C 亞軍 2C YEUNG HOI YAN 季軍 2B 潘思穎

9.「中二級敬師卡設計比賽」
為了傳揚校內關愛和敬師文化，本組與視藝科今年合辦了「中二級敬師卡設計比賽」。此活動

鼓勵同學發揮創意及美感，表達對老師的關懷及謝意。獲獎作品已印製給全校同學，讓她們在5月
份的班級經營時段，寫上心意及祝福向老師致敬。得獎名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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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一級「510貧富宴」
本年「貧富宴」體驗活動已於5月10日順利舉行，今年的主題是「飢餓之謎」。此活動由本組

高年級幹事策劃，特別為中一級同學設計了六項具意義的體驗遊戲，讓同學經歷不同地區貧困人士

的生活，探討及反思貧窮及飢餓的原因。透過進食貧富餐，同學能親身體驗貧富不均的情況。當日，

本組亦利用全方位學習課，以短片及個人反思的方式，讓同學認識及關注世界不公平現象，從中思

考飢餓問題與自己的關係，學習感恩及珍惜資源。是次活動共籌得$5078，款項已捐到宣明會作扶
貧工作之用。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1.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於十一月至四月份舉行了五場講座，詳情如下：

日期 對象 講題 主講者

十一月廿九日 中三 中三選科座談會 何東中學校長及老師

一月十一日 中六
內地升學輔導講座 香島專科學校

勇往直前衝上雲霄升學及就業專題講座 香港航空旅遊酒店發展協會

二月廿八日 中六 中六試前集會 何東中學校長及老師

三月十五日 中三 職業訓練局講座 職業訓練局職員

2.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於十一月至四月份亦舉辦了多項活動，詳情如下：

日期 對象 活動名稱 協辦機構

十一月九日
中四（4B及4D）生涯規劃—職業體驗活動 聖雅各福羣會

中六（6C及6D）個人形象工作坊 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

十一月廿一日
中一 生涯之旅體驗日 小童群益會

中四 生涯規劃日營 聖雅各福羣會

十一月廿三日
中三 求學選科工作坊 聖雅各福羣會

中六（6A及6C）個人形象工作坊 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

一月四日 中六 面試有SAY有WAY工作坊 聖雅各福羣會

二月廿七日 中五及中六 職業博覽 港京扶輪社

四月八日 中四 發展事業工作坊 香港浸會大學

四月十二日 中四及中五 拉闊。行業版圖 聖雅各福羣會

同學須體驗在垃圾堆中尋找剩餘食物的苦況。同學在「種番薯」遊戲中可能會遇上風災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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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發展事業工作坊
香港浸會大學就業中心及社會工作系合辦「發展

事業工作坊」，活動目的是鼓勵中學生發展自己的興

趣成為事業。活動當日邀請了香港電台第二台的唱片

騎師紫龍分享他個人將興趣發展成事業的經歷。活動

形式有別於一般的講座，紫龍透過三個不同的遊戲讓

同學明白唱片騎師日常的工作和需具備的條件。而在

追夢的過程中，天賦、興趣及努力缺一不可。

3. 生涯規劃—職業體驗活動
現今新高中畢業生面對多元出路及選擇，無疑加添了他們選擇的困難及無助感；同時，不少畢

業生對職業缺乏理解，花了不少時間尋覓自己的出路。因此，在青少年在學期間提供生涯規劃啟發

及指導，實在十分重要。

有見及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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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中四的同學都

有機會參觀青少年生涯規劃體驗館並參與不同的職業體驗。場館設有4個主題體驗區域，包括工程
及科學、表演藝術及傳媒、款待及醫護行業。體驗區域的工作場景真實及多樣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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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是讓他們探索個人志趣及

能力，為未來升學及職業訂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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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職業博覽2018-2019
何東中學與商界夥伴港京扶輪社為協助高中學生應對升學、選科、就業

等各方面的挑戰，聯合舉辦「職業博覽」活動，今年已踏入第十三屆。本屆

活動已於2月27日（星期二）下午順利舉行，當日有來自本校及四所友校英
皇書院、筲箕灣官立中學、筲箕灣東官立中學及長洲官立中學超過四百三十

名的中五、中六學生出席活動。是次承蒙香港傑出運動員黃金寶先生擔任主

禮嘉賓並主持專題演講，深入講授本屆主題—「敢夢敢想，展翅飛翔」的

實踐秘訣，令同學們獲益良多。演講分享環節結束後，同學們繼續參與不同

行業的小組講座，了解職場世界的實

際情況，並聽取資深從業員分享經驗，

為日後投身社會作好準備，實在是非

常寶貴的學習機會。

全方位學習

1.「兩日一夜」中五級生活體驗及歷奇訓練營
於2018年11月21日及22日，全體中五級同學參加了本校於粉嶺浸會園

舉行的聯校領袖訓練營。通過不同的歷奇活動，及由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

協助推行的個人成長活動，培育學生正面的人生價值觀，提升學生積極參與

及勇於嘗試的

精神，也豐富

了他們的個人

成長體驗，成

功助其建立團

隊精神。

多個行業的資深從業員與同學分享經驗。

主禮嘉賓黃金寶先生、鄭邵錦嫦校長、扶輪社社友及多個行業的精英翹楚合照留念。

黃金寶先生將自己多年來如何堅持不懈、奮勇追夢，
最終排除萬難、實現理想的經歷娓娓道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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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健康SUN動力」健康校園計劃聯校嘉許禮暨「健康校園KOL」攤位日

我校同學參加了由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於2019年3
月23日在皇仁書院舉行的「健康 SUN動力」健康校園計劃
聯校嘉許禮暨「健康校園KOL」攤位日。嘉許禮以健康校
園「KOL」(Key Opinion Leader)為主題，透過典禮及攤位形
式，展示學生在健康校園計劃的參與 (Participation)及成果
(Contribution)，肯定他們的能力 (Personal Strength)，嘉許他
們在建立「無毒健康校園文化」的貢獻。我校同學以向青年

人宣傳常見毒品的種類及禍害為主題，設計以「KK 麻 K 麻走
開（大麻、K仔）」為名的攤位遊戲，遊戲新穎有趣，獲與會
嘉賓和友校同學稱譽。我校3C彭寶儀、5B梁日美和5B李穎琪三位同學，因參加健康校園計劃活動，
態度積極，表現優異，獲頒發「傑出健康校園大使」。

3. 班會主席會議
由中五級的班會主席統籌的班會主席會議於2018年12月19日舉行。會上，各班會主席暢所欲

言，分享籌辦班本活動的心得。校長和副校長應邀出席會議，訓勉同學成為學生領袖。

4.「我班之星」計劃
為激勵同學互相欣賞的精神，本年於中一及中四推行「我班之星」計劃。班主任與同學共同擬

定某一選舉準則，再由同學觀察班中同學的表現，推選得獎者。

各得獎者如下：

十月份我班之星 十二月份我班之星 三月份我班之星

班別 姓名 評選準則 班別 姓名 評選準則 班別 姓名 評選準則

1A 陳妍希 守規 1A 蔣雯熙 勤奮 1A 陳穎芝 安靜守規

1B 孔勸嘉 責任心 1B 孔勸嘉 樂於助人 1B 孔勸嘉 歸屬感，服務

1C 蔡朗欣 樂於助人 1C 戴瀠慧 交齊功課 1C 許雯娟 敬師

1D 胡慧敏 責任心 1D 黎琰盈 關愛同學 1C 左美莎 敬師

4A 黎恉欣 熱心服務 4A 盧映彤 智慧 1C 蔡沚穎 敬師

4B 高爾妮莎 熱心服務 4B 高爾妮莎 禮貌 1D 冼穎芊 勤奮

4C 李曉程 守時、守規、守禮 4C 李曉程 努力 4A 杜澤茵 友善

4D 黃阡蕙 禮貌 4D 陳芷澄 友好 4B 黃穎晞 守時

4C 李曉程 關心別人

4D 陳綺彤 整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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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27日何東中學校友會周年會議暨下午茶
今次的周年會議暨下午茶很榮幸能夠邀請杜鄺慧賢校長、黃燕玲校長及林鳳琼校長、吳惠霖副

校長及何應雄署理副校長出席，實屬難得。當天除了四十多位何東師姐妹聚首一堂外，有些更帶同

子女一同出席。最難能可貴的是有七位1988年畢業的校友新加入校友會作委員，經過投票後，最
後由李佩儀女士當選為新一任主席，會議上大家享受著美味的英式下午茶，歡聚暢談，氣氛溫馨。

1. 聖誕聯歡活動
課外活動組及學生會於2018年12月21日為我校同學安排了精彩的聖誕聯歡活動。課外活動組

邀請了不少班別及基督徒團契小組於聖誕聯歡會上演唱多首動聽的聖誕歌，接着則由學生會幹事跳

起輕快的聖誕舞步，全場洋溢着濃厚的聖誕氣氛。最後，學生會為同學安排了集體遊戲及抽獎環

節，大家都滿載而歸。

2. 福利和服務
學生會竭力為同學提供各種福利，包括雨傘借用、文件打印或複印等。而最受同學歡迎的食物

小賣部亦於2019年2月起開始投入服務，為同學供應多款小吃和飲品，小息時段總是門庭若市，反
應熱烈！

3. 校內歌唱比賽
一年一度的歌唱比賽（初賽），已於4月30日及5月2日舉行。參賽者在比賽中盡情演唱，盡顯

她們的音樂才華。參賽者在合唱環節中表現出她們的默契；而班際環節則體現了各班的團結精神。

同學們為是次比賽用心準備，大家的勇氣及心思讓台下觀眾讚嘆不已。歌唱比賽（決賽）將於六月

「試後活動」期間舉行。

4.「與校長茶聚」暨「學生會周年大會」
學生會於2019年4月9日舉辦了「與校長茶聚」暨「學生會周年大會」，同學一邊品嚐美味的

茶點，一邊與校長及學生會成員進行交流，校方及學生會一起細心聆聽同學的意見和需要，從而設

法優化校園環境，並為同學舉辦更多不同類型的校園活動。是次活動，成功為校方和同學建立了有

效的溝通橋樑。

學生會

校友會

21



二 中文戲劇學會
本校中文戲劇學會早前參加由教育局主辦的「香港學校

戲劇節2018/19」，演出劇目《喜有此「里」》。故事講述
1950年代的香港正處於二戰後的時期，香港人普遍資源貧
乏。一群原本在木屋村過着平淡生活，守望相助的村民，忽

然聽到居所可能要被政府清拆的消息，開始變得自私自利。

一場突如其來的大火，更令大家互相猜疑，矛盾加劇。一念

咫尺，一念天涯。村民們從此陷入像今時今日的鄰里關係般

疏離，還是最終能化解矛盾?
本校於是次戲劇節勇奪五個獎項，包括「傑出劇本獎」、

「傑出導演獎」、「傑出演員獎」、「傑出舞台效果獎」及「傑

出合作獎」。同學於整個活動期間，不論由創作劇本、演技排練及道具製作等，均表現優異。評判

亦對同學的表現有良好的評價，實屬可喜可賀。

一 義工服務
本校中五班共有26位同學參加了由其他學習經歷義工服務計劃暨聖雅各福群會青萌銅鑼灣綜合

服務中心舉辦之CC Project，同學分成四組，針對基層小童、長幼共融、長者服務及被遺棄動物，
進行深入的探究，並與校外組織合作，設計活動，以第一身的方式關注社會需要，投入服務，增進

個人成長。

參加本計劃的學生名單如下：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5A 何美詩 5A 洪愷晴 5B 崔欣彤 5C 李冬妍
5A MAX 5B 陳曉晴 5B 溫嘉慧 5C 畢芷桐
5A 甘穎彥 5B 張凱誼 5B 鄭寶意 5C 李伊玟
5A 鄧 曧 5B 陳佩彤 5B 張浩呈 5C 陳穎嫻
5A 莫嘉宜 5D 何潔兒 5B 熊芷葶 5C 徐慧林
5A 陳琬晴 5D 黎穎柔 5C 張希彤

5D 林詩惠 5C 李珈兒
5C 郭泳希

課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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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英文戲劇學會
戲劇可以帶來眾多學習機會，

激發學生的想像力和創造力，提

升她們掌握語文的興趣和動力，

所以本校一直鼓勵同學參與戲劇

的創作和演出，並提供充足的指導

和協助。

英文戲劇學會於今年首次參與

「第二屆官立中學聯校英語戲劇

節2018/2019」並獲得優異成績，
憑改編自經典小說《八十日環遊世

界》一劇榮獲七大獎項，包括：傑出劇本獎、傑出導演獎、傑出演員獎（中三級彭寳儀同學）、傑
出舞台效果獎、傑出合作獎、傑出整體演出獎及評判推介演出獎，可喜可賀！

四 公益少年團
公益少年團於2019年2月22日家長日當天進行了盆栽義賣活動，

得到家長及老師的熱烈支持，成功籌

得港幣八百元，所籌得款項已全數捐

贈公益金作慈善用途。

公益少年團於2019年2月16日上
午在石澳海灘進行了清潔海灘活動，

該日同學們皆積極參與，為保護香港的自然環境出一分力。

五 中國壯族及侗族刺繡分享
本校校友彭芷君創辦的君文化集團致力推廣廣西刺繡文

化，並且希望學妹們能認識中國刺繡。因此於2019年5月8日
當天，學校與君文化集團合辦了刺繡交流活動，邀請壯繡藍

淋老師及侗繡韋清花、

韋青梅老師到校向 1C
全班及中四級選修視覺

藝術科學生分享刺繡文

化。同學們細心欣賞，

用心聆聽，並嘗試刺繡

技巧，表現積極投入。
壯繡藍淋老師示範刺繡技巧1C班謝嘉欣同學

完成的刺繡作品

校長、壯繡藍淋老師及侗繡韋清花、韋青梅老師、1C全班及
中四級選修視覺藝術科學生合照

校長、刺繡老師及中四級選修視覺藝術科
學生穿著自己設計的長衫一同留影

侗繡韋清花老師示範刺繡技巧， 
大家專心學習

精美的壯繡及侗繡刺繡作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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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獎項
項目名稱 獎項 獲獎同學

關愛校園獎項

「和諧校園」銅獎

（由復和綜合服務中心頒發）

「關愛校園」榮譽

（由香港基督教服務處頒發）

青苗學界進步獎2017-2018

1A阮佩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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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鈞熺
3A劉思懿 3B邱家鈺 3C盧映彤 3D陳穎桐
4A THAPA CELCIA
4B MA DANAH JULIENE
4C李伊玟 4D黃惠霖 5A袁洛瑤 5B譚茵雪
5C蔡明軍 5D丁敏恩
（以上為2017-2018年度班別）

香港中華廠商會聯合會獎學金
6A李晴欣 6A梁靄霖 6A馬靖楠 6B陳泳瑜
6B溫瑜瑤 6C陳芷韻 6C陳永欣 6C任伊雯

尤德爵士紀念獎學金 6A李晴欣 6A馬靖楠

2018年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 傑出學生獎 3C梁巧怡 6A馬靖楠

2018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表現）（中文）

「進步獎」嘉許狀 3C梁巧怡 3C彭寶儀 6D丁敏恩

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6D丁敏恩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海外交流資助獎學金

新世界集團全費資助同學於

2/8/2019-26/8/2019期間
前往芬蘭赫爾辛基作交流活動

6D丁敏恩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主辦的

「第三十屆中學生好書龍虎榜」

讀後感寫作比賽

（初級組）推薦獎 2C高淑怡

（高級組）推薦獎 4A張楚奇

「減塑地球保衛戰」會展中心

平面及短片創作比賽2019
優異獎

3C鄭思穎 3C林鈞熺
3D車穎瑤 3D張嘉賢 3D麥穎芝

民政事務總署、融和獎學金計劃2018/19
2C黎愛斯 2C KHAN Anosha
3C高美莎 3C PHAGAMI Michelle
4A PHAGAMI Joyce

教育局中學數學閱讀報告比賽(2018/19) 初中組二等獎 2C張心嵐 2C羅梓夏

港島及九龍地域中學校際室內賽艇比賽

2018/19

殿軍

女甲二千米個人賽冠軍 5B朱鎣琳

2018-2019年度中學校際女子七人欖球
比賽

（甲乙組）碗賽第一名

（乙組）杯賽—第三名

（女子丙組）盾賽—第一名

二零一九年校際水陸兩項鐵人賽—

（中學組）（學校隊際組）

女子甲組（學校組別）冠軍 5A陳琬晴 5C陸潔盈

女子甲組（學校組別）亞軍 6A黃舒敏 4A文洛桐 4C吳映君

女子甲組（個人）冠軍 5C陸潔盈

女子甲組（個人）亞軍 5A陳琬晴

女子乙組（學校組別）亞軍 4B陳怡穎 4B潘慧珊

女子丙組（學校組別）季軍 2D麥凱彤 1C陳貝悠

2018-2019年度中學校際田徑比賽
（第二組）

女子甲組冠軍

2018-2019年度港島及九龍地域中學校際
比賽—中銀香港室內賽艇盃

全場女子組團體第四名

女子甲組團體第三名

第22屆日中青少年書畫音樂交流大會
（港澳區）選拔賽（香港藝術交流協會）

特選佳作獎 4B蘇敏善

佳作獎 4A陳穎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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