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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背景
　　 本 校 是 一 所 全 日 制 官 立 中 學， 於
一 九 五 三 年 由 何 東 爵 士 (Sir Robert 
Hotung) 捐款創立。

願 景與使命
　　我們是一所學習型的學校，秉持校訓

「正義與真理」的精神，致力培養學生成為
具學習動機、創造力、理性思維、責任感
和自尊心的良好公民。

全校師生開心大合照

本 學年關鍵項目的發展
• 推動「主動學習」，提升學生的才能；
• 培育學生尊重他人及積極求進，以冀發

揮所長、持續進步。

校 舍及設施

  校園寬敞幽靜，正校及分校坐落於嘉寧徑兩旁，有禮堂3個、操場2個、課室27間、科
學實驗室4間、科技與生活室4間、美術室2間、音樂室2間、醫療室2間及輔導室3間；另有
圖書館、學生活動中心、多媒體學習室、家政室、服裝與設計室、陶藝室、英語閣、校史
廊、地理室、地理信息系統中心、升學及就業輔導中心及4間資訊科技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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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特色
•本校對學生品學要求嚴格，故校風淳樸，學生互助互愛，守禮自重。
•課程全面，尤重視商科發展，與扶輪社締結商校夥伴計劃，支援充足。
•注重全人發展，啟發學生潛能，提升創意思維。
•學生多元才華表現卓越，屢獲殊榮。

學

　　本校人事編制、財政、維修均由教育局
有關部門負責處理，本年度共有五十九位教
師、兩位實驗室技術員、五位教學助理 (其
中兩位專責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一
位資訊科技資源主任、一位資訊科技資源助
理、七位校務處職員、十九位工友及兩位駐
校社工。

　　本校最高的管理組織是學校管理委員
會。日常的行政事務以校長為首，並成立各
小組分擔校務及教務的工作。本校非常重視學生的全人發展，除各學科科組、課程發展
組、課外活動組及全方位學習組外，更設立課程及學務發展組、學生發展組、全方位學
習組、升學及就業輔導組、訓導組、輔導組、生活教育組及公民及國民教育組等，為學
生提供關顧及支援服務。

校行政架構學

不同背景的校管會成員為學校
提供各種寶貴意見

　　本校師資優良，五十九位老師均具備豐富的教學經驗，其中二十二位更擁有碩士學
位，十七位曾接受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培訓。

師資歷教

　　本校採用雙周時間表。全日上課八節：上午五節，下午三節，每節四十分鐘。每天
上午八時十五分開始早會，十五分鐘後正式上課，至下午三時三十分放學。每星期共有
三次早會。每級每周均有一次全方位學習課集會或班主任課。

　　本校為保障初中同學之安全及健康，中一及中二同學必須留校午膳，同學可自備午
餐或向經本校及家長教師會檢定及監督的膳食供應商訂購餐盒。

課時間及午膳安排上

　　為鞏固學生所學知識，每科均有定期功
課、習作及測驗。每年考試兩次，各級的期
考成績由兩個分數組成：考試所得分數佔百分
之八十，學期中各大小測驗、統一測驗及持續
性評估佔總成績百分之二十。各科任老師亦
會根據學生於課堂上的整體表現，如學習態
度、功課素質及繳交功課是否準時等予以評
核，以等級顯示於成績表上。

業評核政策學

同學有很多
發揮潛能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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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校重視學生的語文
水平，致力提升她們兩文
三語的能力，讓她們能應
付 日 後 升 學 及 就 業 的 需
要。故此，初中方面，校
方因應學生不同的能力和情況，為她們安排不同的授課語言。適合以英語為學習語言的
學生會於八個學科中接受英語授課，而適合以中文為學習語言的學生則接受中文授課，
藉此提高教學效益；這種「雙軌」安排亦會在高中實施。再者，有鑒於香港和祖國關係日
漸密切，本校於初中開設普通話科，鼓勵學生多以普通話為日常溝通工具，務求令學生
掌握這種有利未來發展的溝通語言。

趣味盎然的針黹工藝 欖球訓練

科技與生活課

有趣的化學課

羽扇舞

愉快英語學習環境遍及校園每個角落

　　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本校中一至中六的班級共二十四班，每級均設四班，學生
人數為六百六十名。

  本校開設的科目有英文、中文、普通話、數學、通
識教育、中國歷史、歷史、地理、生活與社會、物理、
化學、生物、科學、普通電腦、基本商業、經濟、企
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技與生活、視覺藝術、體育、
音樂及應用學習等。

　　本校新高中課程主科包括中、英、數及通識教育四
個核心科目，理科選修科包括生物、物理及化學，人文
科選修科包括歷史、中史、地理和經濟。各商科統整成
為企業、會計及財務概論一科。其他選修科包括資訊及
通訊科技、視覺藝術、科技與生活及音樂。學生須修讀
四個核心科目及兩個選修科目。此外，學生亦可選修數
學延伸部份單元二或應用學習等。

校語文政策

級結構

程及科目

全

班

課



Top Teen 成長挑戰賽

　　本校為「其他學習經歷」設計了一個內容全面
而富有彈性的課時安排。課程內容包括：德育、公
民及國民教育、社會服務、體藝活動，以及就業見
習等與工作有關的經驗。除了在每雙周分配了兩節
全方位學習課外，更透過聯課活動、課外活動、聯

校 比 賽、 境 外
遊 學 等 活 動，
鼓勵學生在正規課時之外，體驗更多的其他學習經
歷。由於內容豐富及效果顯著，本校之「其他學習
經歷」榮獲教育局全方位學習組及劍橋大學的專家 
Professor John MacBeath 的嘉許；並多次獲邀於
教育局所舉辦的講座與其他學校分享。

參觀本地大學

Top Teen 成長挑戰賽

職業體驗遊戲

他學習經歷備受讚賞其

  訓導組培養學生養成自律、守紀和互相
尊重的精神，並發展同學的領導潛能。
　　輔導組輔助學生健康成長，向學生灌輸
正確的價值觀及待人處世之道，以協助學生
塑造完美人格，並安排學生進行社區服務，
以培養他們的責任感。輔導組亦推行「大姐
姐計劃」，協助中一學生解決學業及情緒上
的問題。
　　駐校社工除了與輔導組及訓導組合作
外，亦協助學生認識自我、發揮潛能，還會接見個別學生，提供專業服務。
　　生活教育組悉心設計一系列課程，供學生在班主任課研習，以德育為主，並包括生
活教育、性教育、健康教育和公民教育等，引導學生明白有關個人修養、待人處事的應
有態度，並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愛文化與品德培育

透過不同的活動，為學生建構
健康校園生活

關

四



•綻放音樂才華• 
　　多年來，本校同學在音樂方面的優異表
現，已成為何東中學的優良傳統之一。本校之
合唱團、管絃樂團及口琴隊在各項校際及國
際比賽中奪獎無數，更多次前往國內外交流切
磋，亦經常應不同團體邀請演出，備受讚賞。本校更在教育局的大力支持下，於2009年
聯同港島區三所友校，開展「高中音樂課程協作計劃」，為有志修讀高中音樂課程的同
學，提供適切的學習機會。

人發展，健康校園，多才多藝全

五

生活體驗及歷奇訓練營 學生聯校義工服務

聯校領袖訓練營

本校合唱團參與
維也納世界和平合唱節 2019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組以儀式及多元化
活動，提高學生對國家和社會的關注和理解，
加強國民身分認同，實踐公民權利和義務。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按時舉辦專題講座和展
覽，介紹各種行業和升學資訊，又安排學生參
觀大專院校，並提供個人及小組輔導，協助學
生了解自己的興趣、能力、志向及社會的需
要，選擇升學或就業路向。
　　由副校長領導的學生發展委員會，負責統
籌及協調上述各組的工作，務求同學獲得最佳
的照顧。

合唱團透過聯校協作及演出提升水平 本校口琴隊揚名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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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體藝發展•

　　在藝術創作及體育場上全力以赴、
盡情發揮是「何東人」另一優秀傳統。
多年來同學們憑著專注投入、堅毅奮進
的態度，連續創出驕人的成績，除提升
體藝的水平外，亦令老師及家長萬分
欣喜。

•生涯規劃，訂立目標•

  學校自2006年參加「與校同行計劃」與港京扶
輪社建立夥伴關係以來，至今每年都合辦大型活動

「職業博覽」，為高中同學提供專業介紹及作生涯規
劃，使同學更能掌握各行業最新情報，為選擇適當
的大學學系及未來投身社會作好準備，並及早作出生
涯規劃，訂立人生目標。

本校健兒於學界水運會榮獲女子甲組全埸
冠軍及全埸丙組殿軍

英語話劇舞蹈學會演出

職業博覽2018-2019

  2008年更獲得國際扶輪3450地區共八個扶輪社支持
及贊助，吸引來自五所學校共五百多名學生參與此盛事。曾擔任主禮嘉賓的知名講者包

括施永青先生、葉劉淑儀議員、余若薇女
士、周融先生、鄧竟成先生、黃毅力先
生、車淑梅女士、黃金寶先生等。此外，
本校定期舉行不同專題的研討會及工作
坊，讓同學更了解商業社會，亦以活動形
式學習，豐富同學的生活體驗，例如舉辦
商校夥伴計劃、中六學生領袖訓練營、商
校家長計劃及各行業實地參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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溜冰課

師生排球比賽
跨科組協作活動「小老闆・大作戰」

四川公益體驗之旅

  本校課外活動組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活
動，尤其致力推廣社會服務；此外，本校重
視學生領袖的培訓，每年均舉辦領袖訓練課
程，以提升學會幹事的個人素質及領導才
能。本校共有信、禮、勤、義、忠、誠六
社。全校學生可以個人或社員身份參加各項
課外活動。本校設有三十八個學會及興趣
組，包括學科學會、公民教育、文化及宗教
學會、體育及各類興趣組。

  為幫助學生擴闊視野及培養共通能力及多元
智能，故此安排學生與姊妹學校東莞東華高級中
學及初級中學進行學習交流活動，並讓學生到境
外進行學習之旅。

外活動

流活動

課

交

制服團隊表現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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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校：香港銅鑼灣嘉寧徑一號	 電話：2577	5433	 傳真：2882	4536
分校：香港銅鑼灣東院道五號	 電話：2890	4709	 傳真：2805	6966

網址：www.hotungss.edu.hk

學生會聖誕溫馨友情歌舞劇

  學生會在培養同學的公民意識以
及加強校方與學生的溝通，均扮演重
要角色。本校學生可主動組閣參選，
再經由全體學生投票選出幹事會，作
為學生代表。學生會除了為同學提供
不同服務（例如影印、售賣文具等），
更籌辦多項康樂和節日慶祝活動。

生會學

  為加強學校與家長的聯繫，促進家校合作，本校於一九九二年成立家長教師會，定
期舉辦多元化活動，如家長專題講座、親子活動及出版會訊等。家長教師會更贊助多項
獎項，並頒發獎學金予操行有改進的學生、服務獎予班長和服務先鋒；又組織家長義工
小組，積極協助學校推展各項活動；家長教師會又選出代表參與學校管理委員會，反映
家長對學校行政及資源調配的意見。

長教師會家

校友會口金錢包班

  校友會早於一九六三年成立。創會宗旨
主要是增進校友間的情誼及作為校友與母校
的橋樑，與母校保持緊密聯繫；在文化、社
會及教育方面，校友會舉辦不同活動以服務
社群。本校校友人材輩出，於不同範疇上貢
獻社會，為母校增光。校友每年都參與母校
的各項活動並協辦學生職業輔導和講座，分
享升學及就業經驗。

友會校

不同年代的「何東人」歡聚一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