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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ung Secondary School

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學校通訊（第一期）

何東中學

《走進何東大家庭》  鄭邵錦嫦校長

2019年飄然而至，新學年在不知不覺中已展開了一段時間。回想數月前知悉將被派往何東

中學服務，就像以往每次調校一樣，為要迎接新的工作環境，心情難免有點忐忑。但再細想能

成為「何東人」，亦是一種難得的緣份！人生既是由不同的階段所組成，也就應豁達面對，欣

然迎接這新挑戰。

在官立中學工作多年，雖說每所學校的校情各異，但我總覺工作的本質並無改變，以學

生的成長為本位至為重要。令我感到欣喜的是本校的老師都是一群有心的同路人，大家各盡本

份，努力教導學生，正如韓愈《師說》中所云：「師道」重於「傳道、授業、解惑」，師長們

非常重視學生的學習，本學年學校的重點關注事項之一是「主動學習」，就是希望同學們可提

升學習動機，建構知識，為未來的升學就業奠下堅實基礎。此外，中學階段是年青人成長的重

要階段，我們定會用心教導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及培養品德操守，使她們成為才德兼備的

人。年青人在成長路上難免會有困惑不安的時刻，故此我們亦會與學生們並肩同行，從旁鼓

勵，讓她們尋找人生的正確方向和發展個人潛能，活出充實愉快而自信的人生。

在這段日子裡，我有幸與不同年代畢業的校友見面：曾與六十年代畢業的大師姐話當年，

亦參與校友們畢業30周年的聚餐。雖然她們成長於不同年代的「何東」校園中，但從她們懷緬

昔日的校園生活點滴，同樣可感受到她們的愛校之情以及深厚的同窗情誼。再回看今天的同學

們，同儕能友愛互助，在陸運會中齊聲歡呼「何東」，響徹雲霄；在各項比賽與活動中全情投

入，深深體現同學們以學校為榮，作為校長的我，確是深受感動。我亦深信同學們定會繼續保

持那份對學校的歸屬感和凝聚力，在校園內努力學習，一同成長，將來回饋母校，秉承「何東

人」的優良傳統！

校 長 的 話

分校：香港銅鑼灣東院道五號   
電話：2890 4709   
傳真：2805 6966 

網址：http://www.hotungss.edu.hk
正校：香港銅鑼灣嘉寧徑一號
電話：2577 5433
傳真：2882 4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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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東中學六十五周年校慶活動的壓軸節目「校慶晚會」於2018年7月5日（星期四）晚上在上環
文娛中心劇院盛大舉行。當晚出席的眾多嘉賓、校友、家長及師生都懷著開心興奮的心情，為連串
精采絕倫的表演送上熱烈的掌聲，並一同見證長達整年的校慶活動以完美的姿態落幕！

首先由本校的傑出校友徐尉玲博士和蕭翠兒女士上台發言，她們熱烈支持母校六十五周年校慶
活動，慷慨付出心力和時間。她們在台上暢談自己在「何東」求學時期的種種得著，並為此衷心感
恩，充分顯示她們對母校的敬愛。同場發言的還有本校商界夥伴港京扶輪社前社長麥婉恩女士，她
將「何東人」令她最欣賞的素養和優點娓娓道來，並祝願何東中學與港京扶輪社的合作更上層樓。

一眾老師共同構思及參演的表演節目《希臘眾神
的祝福》是以希臘眾神為主軸，描述眾神離開奧林匹斯
山，蒞臨香江，適逢何東中學六十五周年校慶，特向何
東中學師生送上無限祝福。擔任模特兒的六位女老師和
五位男老師，隱含「六五」校慶的意義。當晚服裝由本
校榮休老師王羅麗琨女士設計及縫製，服飾融和古今，
加上老師們風采迷人、魅力十足，把晚會的氣氛推到頂
峰，不少觀眾都忍不住忘形尖叫。

接著演出的是中五級選修「科技與生活（服裝）
科」的同學，為了慶祝何東中學六十五周年校慶，她們特意設計了一系列的服裝，並親自粉墨登
場，參與『巧思妙意』的時裝表演環節，務求把個人作品的特色及吸引力盡情發揮。同學們希望透
過這次表演，向觀眾展現創意之餘，還可以具體地抒發她們對學校的深厚情誼。全因這份心意，縱
然縫製時間緊迫，又遇上種種困難，同學們仍然無懼艱辛，全力以赴。當作品大功告成之時，她們
心中那份滿足感和成功感實在難以言喻。晚會時裝表演期間，同學們化身艷光四射的模特兒，令台
下觀眾無不驚豔屏息。

當晚的壓軸節目是由本校一群熱愛音樂的同學及
多位來自慈幼英文學校的學生衷誠協作演出的浪漫感
人經典音樂劇《美女與野獸》。經過多個星期既艱辛
又緊密的排練後，他們當晚的演出精采絕倫，使觀眾
目不暇給，陶醉其中，極盡視聽之娛！除了同學的精
湛演出外，還有由本校榮休老師王羅麗琨女士設計及
縫製的多套精美戲服，凸顯了故事的童話色彩及璀璨
瑰麗的背景，令觀眾眼前一亮，讚不絕口。   

為時接近三小時的「六十五周年校慶晚會」就在
一片歡樂的氣氛中圓滿結束。

校務消息

（一）六十五周年校慶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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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 2018年12月7日下午舉行周年畢業頒獎典禮，首先由鄭邵錦嫦校長致歡迎辭，以及向來

賓報告學校於2017-2018學年的重點發展、成果及同學們的顯著成就。邵校長衷心祝賀畢業生及得獎

同學，並勉勵同學力爭上游。

是次典禮的主禮嘉賓為本校傑出校友金紫荊女企業家協會首席會長及金紫荊女企業家協會慈善

基金主席彭芷君女士。彭女士憑藉出色的管理才能，在家庭、事業、社會公益事務上均兼顧得宜。

她發起成立的「金紫荊女企業家協會者冠名獎學金」，旨在獎勵

具企業家精神、來自低收入家庭而符合升讀大專資格女學生，以

培養優秀的婦女人才。她在訓辭中首先鼓勵何東師妹努力向上，

希望她們可成為未來的獎學金得主。此外，她以個人經歷訓勉同

學要為個人前途努力奮鬥。彭女士深信年青人是未來的當家，同

學們對自己要充滿信心，每一步也要安排妥當，凡事也要準備充

足。彭女士以校名「何東」為喻，「何」，代表何時何地；同

學們去到哪裡，也要記掛父母，因為父母是我們最強的後盾。

「東」，代表東奔西跑。同學們應走出香港向世界闖，放眼世界，了解國家的需要和發展，並多了

解天下的人和事。但同學們亦勿忘香港才是大家的根，大家的家，無論什麼時候，我們也要回家，

因為家才是我們最終的依靠。另外，彭校友叮嚀同學們切記秉承校訓「正義與真理」，以公正的手

法處事，以真誠的心待人。彭女士的諄諄教誨，實令同學們獲益良多。 

（二）2017-2018周年畢業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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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同學多才多藝，在學生表演環節中，包括音樂

表演、粵語二人對話及英詩集誦等，其中以戲劇學會同學

擔演的英語話劇《80日環遊世界》最為精彩，演員以流暢

的英語、幽默的演繹手法，把人物的形象演得活靈活現，

並帶出「有志者，事竟成」的深刻道理，贏得嘉賓熱烈讚

賞。

最後，本校衷心感謝校友彭芷君親臨主禮，各位嘉賓、家長及校友在百忙中抽空出席，給予全校

師生無限支持，令典禮生色不少，周年畢業頒獎典禮亦於一片熱鬧溫馨的氣氛中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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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年於10月15日(星期一)及10月18日(星期四)假灣仔運動場舉行周年陸運會。在初賽當日鄭
邵錦嫦校長於開幕禮中致辭，勉勵同學們應珍惜這個一年一度難得的學習機會，盡力做好自己的本
份，並從中學習與人溝通協作的團隊精神。她更寄望同學們能將運動場上悉力以赴、樂於溝通的態
度應用於自己的校園生活和學習中，表現自當再上層樓。於決賽當日，在師生們群策群力之下，各
項賽事順利完成。校方非常榮幸邀請到本校傑出校友王蘊妮小姐擔任頒獎典禮的主禮嘉賓。王校友
是香港出色的速度滾軸溜冰運動員，更於最新一屆亞洲運動會中代表香港出賽。王校友致辭時，與
師妹們分享她近期參與兩個國際性大型運動會的遭遇與感受，從中領略到運動員在全力以赴、奮力
求勝之餘，亦應謹記享受運動過程的人生哲理，更不要給自己過多的壓力，只要盡力而為，反而會
有意想不到的出色表現。王校友的一番訓勉，確令同學們獲益良多。最後，本屆陸運會在一片歡呼
聲中結束。

本學年的周年水運會於2018年10月22日(星期一)假中山紀念公園游泳池舉行。當天六社泳手均
全力投入，表現出「勝不驕，敗不餒」的體育精神。多場賽事的參賽者實力接近，爭持激烈，加上
啦啦隊熱情吶喊助威，氣氛熱鬧，賽事亦在一片歡呼聲中順利結束。

本年度頒獎典禮的主禮嘉賓為本校傑出校友譚芷澄小姐。譚校友是香港頂尖速度滾軸溜冰運動
員之一，多次代表香港出賽。當日譚校友除了頒發獎項予各優勝者外，更分享她多年於體壇奮鬥的
經歷。她透露事業曾陷於低谷，全因聽到「成功的關鍵並非在於贏得多與少，而是在於誰人能堅持
最久」這句金石良言而重新振作，帶出深刻的人生哲理。她亦提醒健兒們在拼搏求勝之餘，還要不
忘初心，時刻緊記要保持對運動的真誠熱愛，那樣奮鬥才更有意義，成功才更香甜。最後她為同學
們送上一句經常給自己打氣的說話：「相信自己，一定可以！」為本屆周年水運會畫上圓滿句號。

（三）2018-2019年度周年陸運會

（四）2018-2019年度周年水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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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為促進兩地學校的文化交流，甘貽芳副校長、鄧愷怡老師、胡碧施老師、梁韻蔚老師及李志
強老師於7月5日至7月7日期間，帶領本校14位中三級學生與東莞姊妹學校進行創新科技探索及文化交
流活動。

活動的首天，東莞東華高級中學的師生到香港參與交流活動。李志強老師及本校教學助理代表
學校一盡地主之誼，帶領兩校同學參觀中山文物徑，及後出席本校六十五周年校慶晚會。

次日中午，甘貽芳副校長、鄧愷怡老師、胡碧施老師及梁韻蔚老師帶領兩校同學乘旅遊車往東
莞「華為基地」參觀。華為技術有限公司是中國一家從事資訊與通信解決方案的供應商，業務範圍
涉及電信網路、企業網路、消費者和雲計算。通過參觀「華為基地」，冀能激發同學的創新思維。
當晚，兩校同學進行交流研討及反思分享會，大家表現投入，討論氣氛良好。

活動的最後一天，師生們參觀了深圳市科學館及深圳少年圖書館(少年宮)。同學表現雀躍，兩地
同學藉此進行學術交流，加深認識兩地文化。

同學於是次交流活動中獲益良多，除了認識中港兩地的不同文化外，也強化她們綜合和應用知
識與技能的能力、創造力、協作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本學年第一次教師專業發展日於2018年9月24日舉行。上午活動是職業治療講座 - 痛症管理，
主講嘉賓為廣華醫院職業治療部部門經理陳俊松先生。陳先生講解了不同痛症的成因及示範改善痛
症的方法，各老師在輕鬆的氣氛下實習，上了生動實用的一課。全校教師於下午分成五大組活動，
中、英、數及科學科四組同事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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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坊，內容圍繞如何運用自主學習的不同策略，以協助老師策劃及開展推動學生主動學習的工作。另
一組老師則在譚卓婷校友的指導下，製作拿破崙千層酥。是日活動在眾人品嚐美味的甜點後結束。

職業治療講座

兩校師生參觀中山文物徑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工作坊

師生們於東莞華為基地留影

（五）東莞姊妹學校創新科技探索及文化交流

（六）2018 - 2019 第一次教師專業發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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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智愛中文平台

本校於上學年加入了i-Learner「智好學計劃」中的「智
愛中文平台」，供學生藉網上平台增進閱讀能力。同學的反
應與表現皆不俗，其中黃寶林同學(5C，17-18年度) 及丘慧
宜(5C，17-18年度)同學獲得第二十八屆i-Learner「智好學計
劃」 (2017-18年度下學期)「智愛中文平台」中學組的金獎，
足見同學們的投入與用心。

2. 非華語學生的中文教學安排

本科為配合教育局「改善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與教」的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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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採用分組教學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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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課餘時間，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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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她們藉此建立友誼，營造關愛共融的學習環境。

3. 中五、中六飛躍計劃

中文科老師於上學期為中五、中六同學開辦「飛躍計劃」，挑選表現優異的學生參加，集中培
訓，以強化她們的考試答題技巧、培養應試心態，有助學生在未來的公開試中取得更佳成績。

(1) Summer Bridging Programme for S1 Students
As part of the school’s Summer Bridging Programme, the S1 students were given two English 

lessons on classroom language, English parts of speech and basic sentence patterns.  There was 
also a plenary session of English fun quiz.  Other than helping the students master some basic 
grammar rules, the programme gave them the opportunity to experience the pleasurable side of 
English learning. Feedback collected after the programme indicated that the bridging course was 
useful in enhancing the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 and confi dence.

(2) Saturday Oral Programme
In order to enhance students’ English speaking proficiency and raise their confidence in 

using English, the English Department will conduct the Saturday Oral Programme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School.  Lessons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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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lish Online Exercises (Cross-Curricular & DSE i-Learner)
These online exercises will be open to all S1 to S4 students from October 2018 to August 

2019.  Under the cross-curricular programme, articles and lessons are organized according to 8 
diff erent subject areas.  The rich variety of topics and comprehensive text types make sure students 
have suffi  cient opportunities to practise English vocabulary, grammar as well as diff erent language 
skills.  At the DSE level, S4 students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familiarize themselves with the public 
exam format through daily practice.  Scores will be recorded and the best performer of each level 
will be awarded with a certifi cate.

學與教

中文科

English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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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年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與通識科合作，讓中四全級學生參加消費者委員會舉辦的「第

二十屆消費文化考察報告獎」活動。此活動主要讓學生就一自選與消費有關的現象，透過親身體驗

或觀察，對自身及相關消費現象有所反思。這種研習方法與學生將於中五通識教育科學習的社會科

學式「獨立專題探究」不同，可令學生於兩年間學習兩種不同的社會探究方法，並學習客觀分析與

主體分析方法。活動已由消委會導師於十一月初展開，之後由兩科負責老師跟進，協助學生完成有

關研究。

本校合唱團及口琴小組於10月6日獲友校

聖傑靈女子中學邀請在中環聖約翰座堂舉行的

“Musical Treasures”音樂會中作表演嘉賓，當晚

合唱團演唱了兩首歌曲，分別是旋律優美的“A 

Clare Benediction”及活潑跳躍的“Five eyes”! 

而兩組口琴小組分別吹奏Piazzolla 所作，自由奔

放的 “Libertango” 及Rossini 所作，旋律雅緻

的“Strings Sonatas No.1 in G major”。本校的同

學更與聖傑靈女子中學及拔萃女書院學生以歌會

友，互相交流。雖然準備時間只有三星期，合唱

團及口琴小組隊員發揮團隊精神，在假期也回校

加緊練習，力臻完美。當晚同學的表現獲嘉賓、

家長及著名合唱指揮家Mr. Geoffrey Weaver 讚賞！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與通識科

音樂科
  “Musical Treasures”音樂會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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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一暑期閱讀獎勵計劃

中一級新生於暑假期間進行的閱讀獎勵計劃經已順利完成，並已挑選10份優異閱讀報告，得獎
同學名單如下： 

2.  「暑期閱讀約章」計劃

本校參與由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和香港教育城合辦的「暑期閱讀約章 2018」以鼓勵同

學善用暑期，培養閱讀習慣。初中同學參與計劃後，須於暑假期間閱讀10本或以上圖書，然後填寫

閱讀紀錄及撰寫讀後感，並於九月份的閱讀課時段內呈交。經統計後，共有71名學生完成「閱讀約

章」，其中31位表現理想，可獲獎勵。

3.  親子閱讀獎勵計劃

本校為鼓勵同學多閱讀課外書籍，積極推廣「親子閱讀獎勵計劃」。凡中一同學必須參加計

劃，每位參加同學均獲發一本記錄冊以登記已閱讀的書籍，並由家長簽署作實，完成五個階段後可

獲得禮物，以作鼓勵。本年度「親子閱讀獎勵計劃」經已展開，大部份同學已完成第一階段，即閱

讀十本課外書籍 (其中最少兩本為英文書) 及選擇其中一本書作閱讀報告。

4.  其他活動

本年度閱讀大使小組經已成立，小組將定期於週五閱讀課期間輪流到各級宣傳及推介新書好

書，閱讀大使亦會於早會時段分享好書。與此同時，圖書館舉辦多項與閱讀有關的活動，如閱讀

會、中一至中五班際借書龍虎榜、中一至中三級書籤設計比賽、參觀及邀請作家到校舉行講座等，

以培養同學的閱讀習慣及推廣校內閱讀氣氛。

班別 獲獎同學

1A 劉靖霖、吳思茵

1B 陳欣彤、黃薷皚

1C 藍楨妍、黃棨渝、容梓惠

1D 陳潁潼、王希如、黃寶晴

 閱讀推廣

本校物理科學生孫柏瀅早前參加由「香港科技

協進會」及「善德基金會」合辦之「2018 北京、西

安航天科技考察團」。今年的主題為「關愛為本，

科技為用」。為期八天 (7月22日至7月29日) 的考

察活動分別在北京及西安兩地舉行。活動過後，孫

同學分享她的感受︰「這次考察團之旅必成為我中

學生涯中的難忘回憶。在旅途上，團員能到訪許多

本來不對公眾開放的研究中心，例如空間技術研究

院、國家天文台觀測基地等，實屬難得！活動能增

廣我的見聞、提升我對航天技術發展的興趣、認識

不同界別的知名人士，以及結識來自不同學校的學

生，拓闊了我的視野，還感悟到一些人生哲理。」

物理科
    2018 北京、西安航天科技考察團

參觀國家天文台興隆觀測基地

與黎楝國先生交流及合照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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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新學年首周舉辦「健康校園周」，籌辦了多元化的活動，包括：「正向思維」講座、
「朋輩關係」講座、「校規」講座、「健康校園」講座、「學習技巧」工作坊及「中六級大學聯招
簡介會」等，以協助同學適應校園生活、締造和諧校園文化和鼓勵同學盡早為生涯作規劃。

本學年重點：培養同學守時的美德

 學生發展組

訓導組

學生發展及支援  

「正向思維」講座

朋輩關係講座(欺凌) (6-9-2018)

為了締造和諧校園，特別邀請灣
仔區警民關係組的學校聯絡主任
賴警長及林警長到校主講。

▲

訓導講座 (4-9-2018)

讓同學明白及理解訂定校規的理
念，反思遵守校規和學習自律的
重要性。

▲

領袖生就職典禮 (5-9-2018)

領袖生為學校服務，得到肯定和欣賞。 
首 席 領袖生 ( H P ) ： 5A 潘　婧
副首席領袖生(DHP)： 5A 黃文琪
首席領袖生助理(AHP)： 5B 岑芷慧

▲

「戀愛」講座

「快樂工程」講座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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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8月16日至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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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科活動、英語銜接課程（綜合人文科和綜合科學科）、學
習資訊科技、圖書館巡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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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她們適應中學生活。

實習輔導員鄭穎詩(Winsy)於本學年加入何東中學的大家庭。Winsy是香港樹仁大學輔導及心理學
系四年級的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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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也會個別約見同學，提供輔導服務。

為協助各級重讀生建立正面和積極的學習態度，輔導老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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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她們為今年的學習訂立目標。

輔導組特別安排「大姐姐」與中一同學共晉午膳以表關懷。同時，「大姐姐」亦會悉心為「小
妹妹」安排多元化的活動，讓她們瞭解校園生活。透過各項活動，「大姐姐」亦學會帶領小組、與
人溝通及關心別人的技巧。

1. 中一暑期班

2. 實習輔導員

3.「星計劃」活動

4. 大姐姐計劃

邵校長於開學禮致歡迎辭 團隊訓練活動

第一組 (1A) 第二組 (1B) 第三組 (1C) 第四組 (1D)

梁珈慧 5A

黃文琪 5A

岑芷慧 5A

莫嘉宜 5A

譚穎琪 5A

陳悅頤 5A

黃珈瑤 5A

呂琦欣 5A

陳佩彤 5B

組長名單：

輔導組

10



11

   

學校社工和任教中六級的輔導老師為了紓緩中六同學因公開試帶來的壓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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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組參加由衛生署舉辦的青少年健康服務計劃—「成長新動力」。活動由專業社工及註冊護
士負責，在班主任或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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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作好
準備，迎接成長階段的新挑戰。

輔導組於9月14日邀請明愛向晴

軒社工到校為高中同學主持講座，題

目是「戀愛 『友』望」，透過認識戀

愛問題可能遇到的情緒困擾，提升同

學覺察自己或朋輩為情所困而衍生的

情緒；幫助她們建立正確處理戀愛逆

境的能力。

學生支援組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同學舉辦多元的小組訓練活動，提升她們的自信心和學習動機。

詳情如下：

5. 中六小組

6. 「成長新動力」活動

7. 性教育活動

8. 其他支援活動

活動名稱 級別 

自我探索工作坊 中四及中五

學習技巧訓練小組 中一及中二

才藝培訓小組 ( 甜品製作 ) 中四

初中中文輔導班 中一至中三 

初中英文輔導班 中二至中三

初中數學輔導班 中一至中三

高中師姐輔導班 中四至中六

同學積極參與活動 小組討論

同學踴躍參與互動環節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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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本組舉辦的第四屆「中三級Top Teen成長

挑戰賽」，此活動是由本組聯同訓導組、輔導組及

學校社工一起協辦，並於9月7日在既開心又緊張的

氣氛下順利進行。今年活動強調Top Teen年青人應具

備的優秀素質，包括：合作、自律、解難、耐力、

欣賞。本校設計了不同的挑戰及比賽項目，讓同學

展現協作及解難能力，發揮班級的團隊精神。比賽

完結後，同學在「停批評、多欣賞」、「給未來自

己的信」及「夢飛行」的環節中，實踐互相欣賞的

態度，亦為自己訂定今年的目標。透過問卷調查，

是次活動成效理想，能促進和諧校園的氣氛及鼓勵

同學積極努力為目標進發。

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9周年，本校於10月
2日 (星期二) 早上，在正校操場舉行國慶升旗儀式。
在全校肅立下，升旗隊一行八人，齊步操進台前；並
在國歌「義勇軍進行曲」播放下順利進行升旗儀式。
及後，兩位中四同學上台進行短講，分享親自乘搭
「高鐵」的經驗，以及討論「高鐵」對香港的交通及
經濟發展帶來的影響和機遇。

本年度中國週活動已於10月3日至5日順利舉行。今年的主題為《從延禧攻略看中國歷史》。組員
們設計了展板及遊戲，讓同學在輕鬆有趣的氣氛當中，加深了解清朝乾隆皇帝、皇后等重要人物的背
景及生平。

1. 中三級「2018 Top Teen 成長挑戰賽」(與訓輔組合辦)

2. 國慶升旗儀式及學生分享

3. 中國週

各班各自發揮了不
同的創意

同學在競技賽中表現投入

公民及國民教育組

職業體驗活動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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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及就業輔導組於九月及十月份舉行了多場講座，讓同學了解升學及就業途徑。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於九月及十月份亦舉辦了多項活動，詳情如下：

中六VTC 講座

醫護行業講座

日期 對象 講題 主講者

9月 4日 中六 「聯招額外資料及個人學習檔案個人自述」講座 許美賢老師及何應雄老師

9月 5日 中六 多元出路及恒生管理學院課程講座 許美賢老師及恒生管理學院職員

9月 6日 中六 職業性向測驗及香港教育大學講座 許美賢老師及香港教育大學職員

9月 28 日 中六 「大學聯招」申請辦法及畢業生經驗分享 許美賢老師及三位畢業生

10 月 5日 中六 職業訓練局講座 職業訓練局職員

10 月 26 日 中六 護理行業講座 聖保祿醫院資深護士

日期 對象 活動名稱 協辦機構

10月 12 日 中四（4A 及 4C） 生涯規劃 - 職業體驗活動 聖雅各福羣會

11 月 9日 中四（4B 及 4D） 生涯規劃 - 職業體驗活動 聖雅各福羣會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職業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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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班

每年的秋季旅行總是令
人期待的！今年更加特

別，因為旅行的日

期由一天變成兩天，我
們要參加一個兩日一夜

的生活體驗及歷奇訓練

營，地點是粉嶺浸會園。

學生發展日當天中午時
分，我們便出發前往目

的地。到達營地

後，全體中五學生隨即
分成兩大組，一組參加

緊張刺激的高空活動 (互

撐、平衡木、合作天梯
、巨人梯及Multi-line)。

在營地教練的指導下，

同學戰戰兢兢地攀登到高
處，大家互相合作，終於

成功完成活動。

至於另一組同學則進行
較為輕鬆的集體活動。

在導師的指導下，

同學們學習利用竹枝搭
建「羅馬炮架」，然後

進行別開生面的「比

武」。過程中，同學們
都能發揮合作精神。她

們忘我的表現，更製造
了

不少令人捧腹大笑的場
面。之後兩組同學互換

活動。當天大家就在愉
快

的氣氛下享受戶外活動的
樂趣。

到了晚上六時，全體同
學便到飯堂用膳，可是

天氣突然轉壞，並

下了一場傾盆大雨。雖
然後來雨停了，但是夜

間活動卻要移師到室內
進

行。同學們經過了下午
的戶外活動後，一點也

沒有感到疲累，仍然積
極

投入各項遊戲，發揮團隊
精神。

到了晚上九時，我們便
返回營舍休息。第二天

早上的節目是由東

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主
持的遊蹤活動。在活動

過程中，每一位同學都
化

身成為重案組探員，透
過團隊的協作，找出線

索，緝捕販毒的三合會
成

員。中午吃過午餐後，我
們便離開營地，乘坐旅遊

車返回學校。

這次學生發展日，除了
能讓我們學習團隊精神

的重要外，更難能

可貴的是所有5D班的同
學均有機會入住營舍，

渡過兩日一夜的群體生

活。雖然我們每天都在
學校一起學習，但是一

起參加宿營還是頭一次
，

我們需要學習如何在團
體內顧及別人的需要，

以及在討論解決問題的
方

法時考慮及尊重別人的意
見，這是我們今次學生發

展日最大的得著！

2A班

這一次「元朗屏山文
物徑、鄧族文物館、

圍

村文化體驗一天遊」
令我們學習到許多東

西，例

如：令我們見識到鄧
族宗祠是甚麼樣子的

、宗祠

的結構、建築風格、
歷史背景⋯⋯等等。

最開心

的就是我們可以在屏
山鄧氏文物館裏和班

主任零

距離拍照。這種機會
實屬難得，令我們之

間的感

情可以更進一步。雖
然整個活動都吵吵鬧

鬧的，

但大家都過得很開心
。

學生發展日

中一 學生發展活動日

中四 元朗大棠渡假村—

生涯規劃日營

中二 元朗屏山文物徑
、

鄧族文物館、圍村文
化體驗一天遊

中五 粉嶺浸會園—
生活體驗及歷奇訓練兩天營

中三 香港仔郊野公園一天遊

中六 長洲/赤柱一天遊

學生心聲：

4A班

⋯⋯這些活
動令我們找

到自己的優
點，從而

深入了解自
己的能力。

有時以為自
己做不到，

但

其實有些能
力我們仍未

曾發掘。當
我們發掘到

自

己的潛能後
，便有助我

們規劃自己
的人生方向

，

從而找到自己
的人生目標。

在這次活動
中，我們班

的同學都很
開心，每

一個都滿載而
歸，期望能夠

再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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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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大會由鄭

邵錦嫦校長致歡迎辭揭開序幕，接著分別由第二十六屆家教會主席張漢生先生作會務報告及財務報

告。繼而大會致送感謝狀予家長義工、現任家教會委員及已離任校長、副校長和家教會委員，以感

謝他們對學校的全力支持及協助，並由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註冊社工許姑娘姑娘簡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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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七屆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名單

主   席：陳袁亦賢女士

副主席：張漢生先生

司   庫：鄧慧思女士

核   數：鄧詩韻女士

秘   書：石玉女士

幹   事：黃芳貞女士、莊珈儀女士、葉麗媚女士

顧   問：鄭邵錦嫦校長

委   員：甘貽芳副校長、吳惠霖副校長、胡碧施老師、鄧妙璇老師、 郭偉良老師、     

            劉永雄老師、林楚珍老師、鄭燕芳老師、林卓華老師

何東中學家長教師會第二十七屆周年會員大會

第二十七屆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合照

家長教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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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
1. 學生會活動

2. 「第27屆學生會選舉」及「學生會就職典禮」

學生會才藝比賽

第26屆學生會Avalon 於卸任前的最後一個活

動為「學生會才藝比賽」，是次比賽已於本年9月

26日圓滿結束。參賽項目包括舞蹈、歌唱、粵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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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聖節活動

本年度的萬聖節活動（鬼屋探秘）已於2018
年10月30日圓滿結束，參與同學全都樂而忘返。
學生會Polari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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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次活動集推理和尋寶於一身，結合多媒體驚慄效
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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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2018-2019年度學生會候選內閣只有Polaris一隊，根據學生會會章，Polaris 自動當選成為第
27屆學生會。校方於10月26日為順利誕生的學生會 Polaris 舉行了就職典禮。 當日，在邵校長及全體
師生的見證下， 第27屆學生會主席郭曉言同學帶領其內閣完成宣誓儀式，新一屆學生會正式就任。

第27屆學生會（Polaris）幹事名單如下：

▲

▲

主席 5A 郭曉言
副主席 5A 甘穎彥
司庫 5B 陳栩玲
文書 5A 陳琬晴
文書 5C 郭泳希
公關 5A 周喜兒
康樂 4D 李詠恩
編輯 5B 李柏穎
福利 5C 李伊玟
美術 5A 何寶鈿
美術 5A 胡倩茹

16



17

課外活動
課外活動組

學會會員招募推廣日

有關學會的報名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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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個學會。課外活動組已於2018年9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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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9月14日至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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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會 負責導師

學
術
性
學
會

中文學會 何玨慧老師、蔡金威老師

英文學會 Miss Geldens M.、關韻詩老師

資訊科技學會 司徒偉洪老師、曾炳榮老師

數學學會 梁韻蔚老師、邵本能老師

科學學會 陳志強老師、黃天俊老師、林耀泉老師

演講學會 朱偉龍老師

制
服

團
體

女童軍 馮詠文老師

聖約翰救傷隊 朱偉龍老師、梁淑儀老師

社
會
服
務
及

宗
教
團
體

公益少年團 雷子恩老師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鄧愷怡老師

扶輪少年服務團 陳志強老師、許美賢老師

少年警訊 劉永雄老師

基督徒團契 劉淑嫻老師

音
樂
、
藝
術
及
興
趣
學
會

視覺藝術學會 黃志強老師、李淑貞老師
舞蹈學會 易嘉儀老師
英文戲劇學會 陳婉芝老師、梁韻蔚老師
中文戲劇學會 古暐聞老師、何玨慧老師
木笛小組 胡碧施老師
室樂團 胡碧施老師
中國樂器小組 胡碧施老師
樂器班 鄭燕芳老師
口琴隊 許智盈老師
合唱團 許智盈老師
攝錄學會 溫炳霖老師、陳志強老師

體
育
學
會

田徑及越野學會 李巧儀老師
籃球學會 李巧儀老師
排球學會 李巧儀老師
游泳學會 李巧儀老師
羽毛球學會 林曼華老師
欖球學會 林曼華老師
室內划艇學會 林曼華老師
乒乓球學會 邵本能老師
跆拳道學會 林耀泉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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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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6日召開會員大會，討論社務。2018至2019年度社導師、正

社長及副社長名單如下：

社導師 社長 副社長

信社 鄺子建老師 5A THAPA CELCIA 5A 何寶鈿

禮社 劉永雄老師 5D 陳琬晴 5A 顏皓晴

勤社 許智盈老師 5B 林媛媛 5D 林詩惠

義社 郭偉良老師 5A 黃珈瑤 4C 劉思懿

忠社 古暐聞老師 5C 郭泳希 5A 周喜兒

誠社 陳志泉老師 5A 甘穎彥 5A 何美詩

Interactor Club’s fi rst in-school service project a big success
“Let’s Build a TEAM” for S1 girls

At the start of the school year, the student officials of Interact Club contributed their part 
towards easing their new S1 schoolmates into their secondary school life and making them feel 
accepted as valued members of the warm, tightly-knit Hotung community. The nine student offi  cials, 
as well as nine S4 helpers, planned and conducted a service project, entitled “Let’s build a TEAM”, 
during the HLP period on the afternoon of Friday 7 September, 2018. Through a series of fun-fi lled 
games, quizzes and a mini singing contest, they aimed to help the newcomers to form closer bonds 
among themselves and to tackle obstacles as a team. The Interactors were hugely pleased and 
proud that the function was given an enthusiastic reception by the S1 participants and they had a 
wonderful time from start to fi nish. At the end of the event, the pleasantly surprised S1 girls also 
shouted out in unison a loud “thank you” to the club’s Rotarian advisers, who generously sponsored 
the purchase of chocolate bars worth over $500 and treated them to the delicious snacks.

Interactor Club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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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屆亞太口琴節

由香港口琴協會率領的130多人代表團（當中包括香港口琴協會聖雅各少年口琴樂團、英皇書

院、何東中學、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歷奇口琴隊及其他口琴愛好者），聯同本港其他口琴團隊，

於8月3日至8日遠赴中國首都北京，參加兩年一度的亞太口琴節。香港代表於各項比賽中勇奪9冠、8

亞、13季共30個獎項的歷史性佳績，其中更囊括少年組及青少年組半音階口琴獨奏前三位。

得獎名單如下：

獲獎消息

組別 項目 獎項 獲獎同學

青少年組
(Youth)

大合奏 (Harmonica Orchestra)

隊伍：香港口琴協會聖雅各少年口琴樂團
第一名 (First)

3A 潘曉妍  3C 梁晶晶
3C 胡芷瑩  4B 蔣雨玲
4D 周靜儀  5A 洪愷晴
5B 陳曉晴  5C 酆欣桃
5C 馮嘉華

室內樂 (Chamber Music)
隊伍：Timee

第三名(Third)
4D 周靜儀  5A 洪愷晴
5B 陳曉晴  5C 酆欣桃
5C 馮嘉華

半音階獨奏 (Chromatic Harmonica Solo) 金獎 (Gold) 5A 洪愷晴

半音階獨奏 (Chromatic Harmonica Solo) 金獎 (Gold) 5B 陳曉晴

半音階獨奏 (Chromatic Harmonica Solo) 金獎 (Gold) 5C 酆欣桃

半音階獨奏 (Chromatic Harmonica Solo) 金獎 (Gold) 5C 馮嘉華

半音階獨奏 (Chromatic Harmonica Solo) 金獎 (Gold) 4D 周靜儀

半音階獨奏 (Chromatic Harmonica Solo) 金獎 (Gold) 4B 蔣雨玲

半音階獨奏 (Chromatic Harmonica Solo) 金獎 (Gold) 3C 梁晶晶

二重奏  (Duet)
隊伍：Hilary and Ice Duet

金獎 (Gold) 3A 潘曉妍  3C 胡芷瑩

三重奏  (Trio)
隊伍：Hilary Ice Iris Trio

銀獎 (Sliver)
3A 潘曉妍  3C 梁晶晶
3C 胡芷瑩

19



20

其它獲獎項目：

項目名稱 獎項 獲獎同學

灣仔區少年警訊社區活動及服務獎勵計劃
2017-2018

冠軍

5D 梁沁榆 6A 何嘉晴
6A 張詠嘉 6D 簡詠童
6D 黃加欣 6D 劉子熒
6D 羅紫冰 6D 陳樂彤
6D 董詩蘭 6D 羅琬萊

匯豐少年警訊獎勵計劃 2017
最佳少訊中學學校支會獎優
異獎 (總體第九名 )

5D 何潔兒 6D 黃加欣
6D 羅琬萊 6D 陳樂彤

匯豐少年警訊獎勵計劃 2017
最佳少訊中學學校支會獎優
異獎 (科技第五名 )

6D 羅琬萊 6D 陳樂彤

2018 MakeX 機械人挑戰賽 銀獎 4A 冼穎鍴 4A 楊智芊

2018 MakeX 機械人挑戰賽 銅獎 2C 何佩穎 2D 簡頌恩

AiTLE InnoSTEMer 2018 最佳原創銀獎
4B 林頌笥  
4A 陳穎桐   
4A 楊曜嘉

AiTLE InnoSTEMer 2018 最佳提案展示獎
4A 杜澤茵  
4A 曾月順   
4A 鄧欣桐 

香港聖約翰救傷隊少青團周年隊際比賽
 ( 香港島及九龍區 ) 2018—制服檢閱

武士組—冠軍
總名次：武士組—亞軍

2B 梁桂熒 2D 盧穎晴
3A 杜依蔚 4A 周鈺莙
6A 王烯蕾

健康四格漫畫創作大賽 2018 團體賽
（高中組）

良好表現獎
5D 黄美珍 5D 朱曉淇
5D 黎穎柔 4D 陳海珊

中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作品（第21卷）
暨 2018“華夏兒藝”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
法攝影大賽

美術二等獎及畫集入選資格 5B 馬麗雅

紫荊盃第五屆兩岸暨港澳青少書畫大賽
（中學西畫組）

優秀獎 6D 丁敏恩

紫荊盃第五屆兩岸暨港澳青少書畫大賽
（中學國畫組）

優秀獎 6D 丁敏恩

「絲路藝行 探索敦煌」
的敦煌繪畫創作比賽

優異獎（本校獲得最積極參
與學校大獎）

3D 謝卓妍

「化學家在線」自學獎勵計畫 2018 鑽石獎狀 6A 江懿筠

高中應用學習 達標並表現優異
戚美寶 (2018畢業同學)
岑卓瑤  (2018畢業同學)
余嘉欣 (2018畢業同學)

應用學習獎學金（2017/18 學年） 獎學金

6D 劉子熒
 (兼獲「特別嘉許獎」)
6D 楊宛蓁
6B 梁卓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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