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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陰似箭⋯⋯轉眼間我為家教會服務已經是第六個

年頭。回想當初兩個女兒剛入讀何東中學時，身為媽媽

的我什麼都不懂，為了可以和兩個女兒一起了解、一起

探索、一起成長，我選擇了參選家教會，希望可以為學校

和家長出一點綿力，身體力行做到家校合作的精神。在每次的家教

會活動中，我們都積極參與，每次有機會和校長、老師或家長聯繫和

傾談時，總會有很多得著，令我獲益良多！透過參與不同的活動也帶

給我們很多珍貴的回憶！感恩兩個女兒都可在何東中學茁壯成長，希

望藉此機會多謝前任林校長和現任邵校長、各位敬愛的老師和一班熱

心的家教會委員和義工家長的幫忙，令每一次的活動都能順利進行，

也為活動增添了很多意義。

　　這兩年，因為社會運動和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家教會的大部份活動被迫取消，真是有點可

惜！疫情讓人恐懼，但也讓學校和家長們更加團結一心！今年家教會除了義工群組外，還增加

了一個WhatsApp群組，參與的家長多達130人，令家長們在疫情底下多一個溝通渠道去了解
有關學校的活動，家長有問題時也可在群組裏發問。在此感謝邵校長和學校的支持，才令這個

WhatsApp群組得以成功建立。我喜見家長們彼此尊重、互相支持和幫助，家教會也同時成為家
長與學校的一道重要橋樑，實在是非常難得！

　　回顧過去，展望將來！我希望疫情可以盡快受到控制，學校的上課時間和活動都可以回復正

常，也希望在我僅餘的幾個月任期內繼續努力，將我手上的「聖火」好好交給下一任主席，使家教

會繼續發亮發光！

　　最後，希望各位家長可以繼續支持家教會舉辦的活動，讓學生、家長和學校有良好的溝通，

共創完善和美好的校園！

　　謹祝各位

身體健康、事事順利、生活愉快！
陳袁亦賢

第二十九屆家長教師會主席

主席
  的話



　　孩子在中學階段，正值由兒童步向青少年的時期，無論身、心、靈都有很大的改變，

有學者形容那是青年人的暴風階段。對成年人而言，年青人的想法往往難以理解，衝突與

矛盾便由此而生。此外，青年人在成長中需要建立自我與價值觀，或會因此而表現出反叛

的一面，令親子關係變得日漸疏離。在同一屋簷下，子女們好像生活在另一個世界，這麼

近、那麼遠，連閒話家常的機會也變得罕有。作為家長，對此或許會感到沮喪、無助、手

足無措，無所適從⋯⋯為何昔日懷抱中的寧馨兒會變得如此陌生？

　　老師經年累月，面對一屆又一屆的學生，明白到學生在不同的年級，代表她們正經歷

著成長中的不同階段。除了學業外，她們亦需要學習如何與朋輩相處，如何建立人際網

絡，進而發展個人興趣及發掘個人潛能。在過程中，學生需要更多的自主與空間，尊重與

體諒。但作為師長，又要教導她們遵守一定的規則與界線。如何拿捏箇中技巧，對老師也

是一大考驗。需知道每名學生都是一個獨立的個體，因應她們的家庭背景或性格等，又各

自會面對不同的成長問題。老師如何能有效地加以輔導與指引，可又是更高深的一課了。

　　正因為青少年的問題如此多變而難以捉摸，故此家校合作顯得更為重要。因家庭與學

校是青少年生活的兩大地方，有些問題可能在家中發生，有些又可能在學校才會顯現。故

此當我們要處理青少年的問題時，如果家校能互相溝通協作，定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家校合作，可以是預防性的工作，例如家長參加學校活動或家教會的活動等，以增加

對學校情況的認識，了解女兒的校園生活，以便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另一方面，當有問

題發生時，家長與老師亦可迅速聯繫，透過面談，讓學校能更快找到問題的癥結所在及解

決方案。過去的日子，我也曾與不同的家長會面，會面的結果大多能讓事情往好的方向發

展，努力付出而能真正幫助到學生，令我最感欣慰。

　　社會環境的轉變與年青人成長總會遇上的困惑，構成了一個接一個的青少年問題，也

許會令家長與師長感到傷心與無奈，但只要我們永不放棄，攜手合作，在愛護、關懷與體

諒的大前提下，定可讓孩子走出困境，茁壯成長！

鄭邵錦嫦校長

校長
 的話



　　時光飛逝，從小女澤茵踏進何東的第一天，到現在已

經完成六年的中學生涯，感覺就如昨天一樣。幼苗不經不

覺間已經茁壯成長了。她由我一直放不下的小女孩，變成

現在像有說有笑的朋友一樣，使我內心充滿無限喜悅與安

慰。在這裏，本人非常感恩澤茵能幸運地在何東這個大家

庭成長。她能夠隨著自己的步伐，學習不同層面的知識，

亦結交了不少的好朋友。她的學習能力和社交能力得到穩

步的發展。本人萬分感謝曾經教導或指導她的各位老師及

校長，你們所做的一小步就是令她能茁壯成長的一大步。

　　常言道，中學生涯對人的一生有重要的影響。父母要

養成子女獨立自主自強不息的性格，便需要去了解她們的志趣和心理變

化，才能放手讓她們設定自己的人生目標和摸索自己的人生路。父母們如

何在教「授」與孩子接「受」中取得平衡是一生要學習的功課，父母與子女

相處之道在於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體諒、互相支持及互相鼓勵。

　　家長們，在這兩年疫情影響下，大家的步伐難免會被打亂了，大家都

需要更多的精神去應對突如其來的變化。但我相信，付出「愛與關懷」是

永恆不變的良方。漫漫長路，家長們的努力和付出都有目共睹。在未來的

日子裏，我希望家長能與學校通力合作和溝通，並肩向前，迎難而上，成

就更佳的表現。

6A杜澤茵家長  鄧慧思女士
家長教師會 副主席

　　我很榮幸連續兩屆擔任家長教師會的司庫，這項職

務主要負責按每年各項活動計劃製作財務預算報表，定

期更新財務報告，並於家長教師會會議及周年會員大會

中匯報周年財務報表。感謝各位委員對我工作上的支持

與信任，我們經常保持良好的溝通，合作非常愉快。

　　這兩年因疫情關係而無法舉行家校親子活動，我感

到很可惜。本人期盼下屆家長教師會各項活動能如常順

利舉行，亦希望各位家長積極參與親子活動，增進家校

的凝聚力。

　　在疫情當中，我希望可以與女兒有戶外家庭親子

的活動。因為在活動中，有不少的溝通機會，這可以

增進我與女兒間的感情，所以我選擇了多次適合親子

同遊的行山路線，與家人一起出發，親親大自然！

2A 鄧綺晴家長  吳茵茵女士
家長教師會 司庫

委員
心聲



　　作為家教會成員，感恩天

父帶囡囡來何東。回望以往這段日

子，讓我再問：作為父母的我們如何與下

一代及學校同行？感謝學校給予我們一家成長

的機會，而囡囡隨校出遊維也納得益不少。我從

囡囡身上領會了新的智慧及態度，要從生活中感到

恩惠及幸福。

　　當父母看似容易，但要作為好的父母，就要深入了

解子女，要用時間及新角度來感受對方的想法。

　　在平凡的生活中，父母與子女反而難以改善彼此的關係。但在困境中，透過探究及思考，知道

自己的不足，反省後，大家更能了解對方。我發現只要彼此肯放下做不完的工作，例如放下做不完

的家務及溫習，打開心扉，互相傾訴及聆聽對方的心聲，就能一起品嚐生命中的甜酸苦辣。

　　這段日子看見囡囡的一些同學雖然去了留學，但她們總有方法聯繫。她有時亦會與同學去逛街和遊

主題樂園。看見她們一起為目標而努力學習，珍惜彼此的關係，心中感到很欣慰。

　　近日在身旁聽多了別人提及Grow Mindset，當中“not yet”是一種思維方法及態度，意思是總有
一天可達到夢想。有夢想才有動力！願何東每一位同學都能突破自己認為的不可能！尋找生命中的寶

藏！

這是五年以來的小總結：

離開不可能思維

凡事不馬虎

主動學習

在小節上卓越

願意操練

堅持的心

以為普通的石頭，原來生命被琢磨下會變閃爍耀眼的鑽石！

你們每一位都是寶石呀！！

　　疫情下，真的很需要上下

齊心！感謝校長、副校長、各位老

師及每一位職員，你們願意為下一代

付出愛心，相信明天一定會更好，讓

我們攜手共創美好校園吧！

5B 董敏晴家長  鄧詩韻女士
家長教師會 核數

亦思
疫情

委員
心聲



　　首先自我介紹一下，我的名字是鍾雅儀（Fandy），
2D班江欣璐媽媽。很榮幸今屆能當選家教會常務委員。我
希望藉此機會，能成為家長和學校之間的橋樑，替大家反

映對學校的一些疑慮，以及為學校提供更多的建議，讓我

們的女兒能在愉快及健康的環境下學習，渡過中學生涯。

　　從2019年社會運動開始，到新冠疫情肆虐全球，這兩年間，
同學們真正回到學校上課的日子寥寥可數，學業上定必受到極大

的阻滯。作為一位在職母親，家有兩位尚在求學的孩子，在這段

期時間，深感無助及無奈。

　　無助，是因為這段時間學童們都要留在家中上網課，需要照

顧的時間多了很多，而在職的我，又缺乏其它家人幫忙，面對前

所未有的煩惱。所有事情都需要重新安排，包括子女們因學習進

度未能跟上而需附加額外補習，令我忙得喘不過氣來。

　　無奈，是因為兩小孩長期在家，每天只對著電子產品，逐漸

變得不善與人相處，脾氣也變得暴躁，容易發怒。從前我跟他們

相處融洽，但因他們的情緒及態度問題，令我們的關係起了一

些暗湧，我感到萬分無奈。

　　為了改善我和孩子的關係，我開始學會「避免硬碰」和「放下自在」。所謂「避免硬碰」，就是在大家

都處於憤怒及不滿的情況下，自己先停下來，讓大家冷靜一下，回想事情的始末，仔細想想有沒有其它

處理辦法，以免傷害大家之間的感情。只要大家都肯退一步，相信比繼續爭持下去更好。「放下自在」

是在適當時候選擇放手，某些事情盡量讓他們自己處理，那怕明知是會踫壁的；因我相信跌過痛過才會

學懂及成長，我們只知保護，反而可能是害了他們。

　　盼疫情盡快得以控制，社會全面回復正常；學校及家教會可繼續舉辦多元化活動予大家參與，家

長、教師及學生們可再聚首一堂，分享生活點滴。

　　希望大家互相勉勵，能夠在逆境之下繼續努力，跟我們的女兒一同成長。

It has been two years since I joined the Hotung 
family - how time flies! It is a shame that I haven't spent 
much time at school – I really enjoy learning together 
with my classmates! After sitting through so many online 
classes in the past months, I can say with certainty that I 
much prefer face-to-face teaching/learning. I must admit 
that during the Zoom lessons, I couldn't bring myself to focus on the 
teachers and as a result, I was slacking off and wasn't doing my best. I 
had the wrong idea that because everything was done online, I didn't 
need to be responsible for my own studies. I now regret that I failed to 
hand in a number of assignments. 

Now that face-to-face classes have resumed, I have come to 
realize how much I miss learning with my classmates. The atmosphere 
is very different from being alone at home. Although I'm not very 
much of an extrovert, I really like learning in the company of my peers. 
From now on, I will treasure such opportunities and make the most of 
them.

S2D Kiang Yan Lu

放下自在

2D江欣璐家長  鍾雅儀女士
家長教師會 幹事

委員
心聲



　　大家好！我是3B班王奕橋媽媽。

　　突然間要提筆寫文章，真的不知道寫什麼才好， 就
和大家分享一下疫情下的生活點滴吧 !

　　轉眼間小女已在何東生活快三年了，她很開心能在這個大家庭生活。平常她很樂意和我

分享她在學校的生活，有疼愛她的校長和老師們，尤其是最近她的學業成績進步了、同學對她更友

善了，都令她非常開心。

　　自從2019、2020以至2021，這三年多以來多次停課、停學改上網課，開會也在空氣中進行，甚至剛過
去的春節年夜飯，我們家也改為通過視像一起吃。我發覺現代人的生活模式已經在不知不覺間轉變了。

　　就要以我的女兒為例，自從2020年初開始，學校停學停課，女兒的興趣班也全面停頓下來。我們家也聽
從政府的呼籲，不拜年、不聚會，沒事少出門。直到政府宣布復課復工，小女的粵劇活動才有限度地恢復正

常。她也開始恢復訓練和演出，但演出的模式和以往有很大的分別：有網上直播演出，有劇院限制開放座位。

初時要簽保証書，演員演出前十四天內沒有發燒、咳嗽等，自從有檢測後，就每次演出前都需要做檢測及提

交有效限期內的陰性檢測報告。在排戲及操曲時，大家都要繼續保持社交距離和戴好口罩，安全至上。全

靠大家同心合力一起做好防疫工作，一切進度均如以往。

　　希望疫情早點過去，願世界都能盡快恢復往日的太平日子，好好生活。

　　最後，祝願大家身體健康！合家融洽幸福！！

疫情下的
轉變 

3B王奕橋家長  莊珈儀女士
家長教師會 幹事

委員
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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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大會由鄭邵錦嫦校長致
歡迎辭後，揭開序幕。首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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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後她致送感謝狀

予家長義工、現任家教會委員及離任家教會委員，感謝

他們對學校的全力支持及協助。會上東華三院越峰成長

中心註冊社工許姑娘簡介「健康校園計劃」。而學生則演

唱粵劇，及演奏木笛助慶。在大會宣佈投票結果，新一

屆家長常務委員選舉完成後，大會正式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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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　事： 石玉女士、莊珈儀女士
顧　問： 鄭邵錦嫦校長
委　員： 甘貽芳副校長、吳惠霖副校長、鄭燕芳老師、 

胡麗瑛老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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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單

班別（18-19） 中文姓名 獎學金

3B MOHAMMAD KYLIE 
SHAHEEN 傑出運動員獎（初中組）

6A 梁靄霖 傑出運動員獎（高中組）

3C 林鈞熺 最佳音樂獎（初中組）

5A 洪愷晴 最佳音樂獎（高中組）

3C 梁巧怡 最佳學業獎（初中組）

4A 杜澤茵 最佳學業獎（高中組）

2C 高淑怡 最佳操行獎（初中組）

4C 李曉程 最佳操行獎（高中組）

何東中學家長教師會獎學金（2018/2019年度）

班別（18-19） 中文姓名

1A 黃穎彤

1B 梁家欣

1C 藍楨妍

1D 麥鎧瀠

2A 許樂

2B 成佩樺

2C 杜怡潼

2D 曹凱琳

3A 霍珮嘉

3B 李揚文

3C 胡芷瑩

3D 劉詠芝

4A 曾巧甄

4B 黃穎晞

4C 藍靖雯

4D 葉映欐

5A 潘婧

5B 陳栩玲

5C 酆欣桃

5D 嚴嬉婷

家長教師會最佳進步獎（2018/2019年度）

家教會委員合照（由左至右）：

第二行： 胡麗瑛老師、鄭燕芳老師、林楚珍老師、胡碧施老師、甘貽芳副校長、 
吳惠霖副校長、林卓華老師、雷子恩老師、鄧妙璇老師

第一行： 莊珈儀女士、鄧慧思女士、陳袁亦賢女士、鄭邵錦嫦校長、楊張曉燕女士、
吳茵茵女士、鄧詩韻女士

第二十八屆周年會員大會

校長、副校長與各候選人傾談

家長們正在投票選新一屆家長常務委員

主席陳袁亦賢女士致送感謝狀予家長義工家長們全神貫注參與周年大會

主席陳袁亦賢女士致送委任狀予新一屆家長義工

學生演奏木笛助慶 學生演唱粵劇

主席陳袁亦賢女士致送紀念品 
予前任主席張漢生先生

班主任與家長傾談



　　何東中學家長教師會第二十九屆周年會員大

會已於2020年11月6日順利舉行。會員大會由
鄭邵錦嫦校長致歡迎辭後，揭開序幕。首先由第

二十八屆家教會主席陳袁亦賢女士作會務報告，

其後由司庫吳茵茵女士作財務報告。會上除播放

第29屆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候選人自我介紹錄影
片段外，亦播放由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註冊社

工洪姑娘簡介的「健康校園計劃」錄影片段。在

大會宣佈投票結果，新一屆家長常務委員選舉完

成後，大會正式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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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雅儀女士
幹　事： 關慧芬女士、莊珈儀女士、古詩韻女士
顧　問： 鄭邵錦嫦校長
委　員： 吳惠霖副校長、曾羅婉芬副校長、梁景輝副校長、 

鄭燕芳老師、胡麗瑛老師、鄧妙璇老師、林楚珍老師、 
林卓華老師、鄧愷怡老師、雷子恩老師

第二十九屆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名單

第二十九屆周年會員大會

班別（19-20） 中文姓名 獎學金

3D 麥凱彤 傑出運動員獎（初中組）

6D 林媛媛 傑出運動員獎（高中組）

3A 金希玥 最佳音樂獎（初中組）

6B 李穎琪 最佳音樂獎（高中組）

3B 周小婷 最佳學業獎（初中組）

5C 李曉程 最佳學業獎（高中組）

3B 梁斯雅 最佳操行獎（初中組）

5A 杜澤茵 最佳操行獎（高中組）

何東中學家長教師會獎學金（2019/2020年度）

班別（19-20） 中文姓名

1A 陳煊煊

1B 何晞彤

1C 李瑞兒

1D 洪梓瑩

2A 鄭淳欣

2B 高詠欣

2C 麥鎧瀠

2D 梁諾恩

3A 林嘉琪

3B 黎凱恩

3C 廖名洛

3D 張煒研

4A 邱悅心

4B 冼曦彤

4C 羅玉霞

4D 羅雁喜

5A 白諾韻

5B 岑靜詩

5C 李曉程

5D 龔蔚

家長教師會最佳進步獎（2019/2020年度）

家教會委員合照（由左至右）：

第二行： 林楚珍老師、鄭燕芳老師、胡麗瑛老師、鄧愷怡老師、曾羅婉芬副校長、吳惠霖副校長、梁景輝副校長、 
林卓華老師、雷子恩老師、鄧妙璇老師

第一行： 鍾雅儀女士、莊珈儀女士、鄧詩韻女士、鄧慧思女士、鄭邵錦嫦校長、陳袁亦賢女士、吳茵茵女士、關慧芬女士

司儀鄧愷怡老師宣佈周年大會正式開始

主席陳袁亦賢女士作會務報告

家長們正在參與周年大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