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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文田官立中學於1959年創校，原名「巴富街官立

中學」，是一所中文中學。創校期間，借用原址的軍

營式臨時建築物上課，設備簡陋，首年招生全為男

生，學生亦只有百多人。1964年新校舍落成啟用，9

月開始招收女生。1969年，學校易名為「何文田官

立中學」。踏入21世紀，學校以全人培育為宗旨，持續發展，與時並進，並

取得一定成就，例如2000年獲國際啟發教育聯盟頒發「啟發潛能

學校大獎」、2009年獲香港基督教服務處頒發卓越關愛校

園之「最關愛家校合作」主體大獎。2010年本校因

應香港社會發展需要，推行教育局微調中學教

學語言政策，在初中開辦兩班英語教學為主的

班級和兩班中文教學為主的班級，並進行「英文

延展教學活動」，致力培訓中英兼擅的人才。

我們相信，教育在於引導學生認識自我，

肯定自我的價值。我們期望，學生敦品勵

學，建立正確的價值觀與人生觀，培養對

個人和社會的責任感，成長自立，為己為

人，貢獻社會。

本校以「自強不息」為校訓，

意在激勵師生要有堅強的意志，

力求精進，奮發向上，

以彰顯頑強的生命力。

發掘學生潛能，令學生在進德修業方面均

有進步。幫助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與人

生觀，培養獨立思考、解難和創意思維能

力，使他們熱愛生命、關心社會。

本校發展全人教育，

讓學生人盡其才，貢獻社會。

本校的校徽以太平山為背景，上下是面向維多利亞港

的港島建築物，外圍是一圈巨輪，象徵時代的巨輪，

寓意不斷前進、生生不息，呼應「自強不息」的校

訓；蔚藍的海港前是一本書籍，彰顯學習的重要。

校史

校徽

辦學宗旨 辦學目標

校訓 教育理念

港督戴麟趾爵士港督戴麟趾爵士
主持新校舍開幕禮主持新校舍開幕禮

江校長於開學禮上致辭江校長於開學禮上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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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管理

全校教職員共63名，包括校長、3位副校長、50位教師、1位外籍英語教師，

6位教學助理及2名實驗室技術員。本校師資優良，全體教師均擁有學士學位

或以上學歷，62%教師擁有碩士學位。教師團隊經驗豐富，教學經驗達十年

以上者佔89%。全部英文科及普通話科教師符合教育局語文能力要求。

本校於1993年推行學校管理新措施，成立學校咨詢議會，並應前教育署規

定，於1999年11月成立學校管理委員會，制定學校發展的方向和監察學校的

運作。學校管理委員會成員組合及其持分者在會內所佔席位的數目如下：

成員 教育局代表（主席） 校長 家長 教師 校友 社會人士

數目 1 1 2 2 1 2

於2015年，學校成立學校發展委員會，成員包括資深教師及科組代表，每年

均舉行多次會議，群策群力，共商校政。

教職員編制
辦
學
宗
旨

學
校
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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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學校管理委員會學校管理委員會

江校長於開學禮上致辭江校長於開學禮上致辭

全體教職員全體教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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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0年開始，本校推行教育局「微調中學教學

語言政策」，初中每級開設兩班主要用英文授課的

英文班，高中開設以英文為教學語言的選修組別，

務求更適切地照顧不同程度同學的學習需要。本校

努力營造優良的語言環境，不同科組合辦一連串的跨科英文活動，如英文早會、英文

早讀、網上英語電子學習等，加強同學的英文閱讀及口語能力。

學習領域 初中* 高中**

中國語文 中文、普通話 中文、中國文學

英國語文 英文

數學 數學 數學、數學模組二

通識∕國情教育 ------- 通識∕公民與社會發展

科學教育 綜合科學 物理、生物、化學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 地理、歷史、中史 地理、歷史、中史、經濟、旅遊與款待

科技教育
普通電腦

設計與科技、家政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資訊及通訊科技

藝術教育 視覺藝術、音樂 視覺藝術、音樂

體育 體育 體育

*	 初中開設四班，其中兩班部分科目採用英語作授課語言，

	 另兩班主要採用中文作授課語言。

**	部分科目採用英文作授課語言。

語文政策

中文科暑期寫作增潤課程中文科暑期寫作增潤課程

英文科老師於節目英文科老師於節目
中與同學分享閱讀中與同學分享閱讀

心得心得

English Debating Team Regular Debating English Debating Team Regular Debating 
WorkshopsWorkshops

以英語學習科學科以英語學習科學科——工作坊工作坊

中六級中文科閱讀理解中六級中文科閱讀理解
增益班增益班

圖書館領袖生向圖書館領袖生向
初中同學推介圖書初中同學推介圖書

Dining Etiquette Dining Etiquette 
Workshops and Talk Workshops and Talk 

English Fun DayEnglish Fun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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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課程發展目標及政策清

晰，在「以學生為本」的原則

下，設計具有特色的校本課程

及跨學科研習活動，教導學生

各種不同的學習技巧，例如「初中學習技巧課程」教導學生撰寫筆記、記憶法、閱讀

策略及專題研習的技巧，豐富他們的資訊科技素養；高中方面，提供靈活寬廣的選科

組合，學生可按個人的能力、興趣及升學就業的需要，修讀兩個

選修科目或數學延伸部份單元二；中四及中五級課程重視多元學

習經驗及價值教育。校方亦引入校外機構的資源，提供不同種類

的課外活動、境外交流活動及其他學習經歷，鼓勵同學參加公開

比賽，以發展潛能和培養團隊協作精神，其中，本校已連續十年

參加「聯校科學展覽」，更晉身展覽階段。各級別的課程均強調

學以致用，以提升學生的解難能力和拓闊視野。

學術學會

中文學會
普通話學會
科學學會
數學學會

國史學會
歷史學會
家政學會
地理學會

視覺藝術學會
經濟及企會財學會
設計與科技學會
資訊科技學會

English Society and 
Public Speaking Group

興趣學會

基督徒團契
桌上遊戲學會
園藝學會

音樂學會
戲劇學會

書畫學會
舞蹈學會
辯論隊

美容及形象設計學會
English Drama Club
English Debating Team

體育學會 制服及服務團隊

足球學會
羽毛球學會
籃球學會

乒乓球學會
排球學會
田徑學會

少年警訊領袖團
童軍
社會服務組

同學嘗試在咖啡上拉出花紋同學嘗試在咖啡上拉出花紋

初中學習技巧課程初中學習技巧課程

校園工程師電力之旅校園工程師電力之旅

化學檢測實驗化學檢測實驗

浸大中三STEM活動浸大中三STEM活動

氣球佈置班氣球佈置班

War Game參與者大合照War Game參與者大合照

少年警訊領袖團於香港警察學院少年警訊領袖團於香港警察學院
接受步操訓練接受步操訓練

韓式設計手工皂工作坊韓式設計手工皂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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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創校逾半世紀，以傳承淳樸校風為己任。學校重視

學生的品德培育，教導學生自律自強，互諒包容，故優

良校風得到社會稱道。本校訓輔組通力合作，為學生營

造健康的成長氛圍。本校德育及公民教育組、課外活動

組、學生會、生涯規劃輔導組等組別，經常舉辦聯課活

動，培養學生的多元興趣，為學生全人發展奠定根基。

學生發展

在本校發展週期中，關注事項一的主題為

「提升校園正能量，培育正面價值觀及推己

及人的精神」，透過校內校外的學習活動及

計劃，提升同學自律守規的精神及責任感，

使他們對己對人竭忠盡責。此外，本校優化

高中領袖訓練，傳承學生關愛學弟妹的校園

文化，培養同學對學校及社會的歸屬感。

同學協助拍攝校本節目同學協助拍攝校本節目

學生會侯選內閣宣傳海報 Eunoia 學生會侯選內閣宣傳海報 Eunoia 

國情教育升旗禮國情教育升旗禮

領袖生就職典禮領袖生就職典禮

學生會侯選內閣宣傳海報 BALTER學生會侯選內閣宣傳海報 BALTER

輔導員訓練活動輔導員訓練活動

學術大使指導同學解決課業疑難學術大使指導同學解決課業疑難

導遊講解社區電力之旅導遊講解社區電力之旅

師生同遊海洋公園師生同遊海洋公園

校園捐血日校園捐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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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學習方面，關注事項二的主題為「全方位自主學習，提

升思維能力及資訊素養」，學校因應同學學習的多樣性，

設計適切的教學活動及校本教材。初中舉辦學習技巧及思

維訓練課程，教授製作筆記及專題研習技巧等，幫助學生

學以致用，培養自主學習的精神；高中方面，各學科利用

客觀數據檢視學與教成效，擬定跟進方案，優化教學及評

估範式，增加同學應考文憑試的信心。本校亦有多位老師

透過不同領域的工作坊向同工分享教學心得，交流教學方

法，掌握教育發展新趨勢，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學教並重

English Debating TeamEnglish Debating Team

S4 Diversity Learning Experience - Intercultural TalkS4 Diversity Learning Experience - Intercultural Talk

大數據講座大數據講座

香港大學生物醫學夏令營香港大學生物醫學夏令營

學
生
發
展

學
教
並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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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STEM中四工作坊香港城市大學STEM中四工作坊

施副校長分享國家安全教育施副校長分享國家安全教育
校本經驗校本經驗

學生運用資訊科技科技學習化學學生運用資訊科技科技學習化學

推理小說講座推理小說講座

老師指導學生進行科學實驗老師指導學生進行科學實驗

聯校中國語文教師工作坊聯校中國語文教師工作坊

Mrs Lai is sharing with the audience Mrs Lai is sharing with the audience 
how to prepare students for a how to prepare students for a 

multimodal assignment.multimodal assig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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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是本校的緊密夥伴，無論在中一

適應課程、中六歡送會、畢業禮或其他活

動，家長義工都大力協助，令活動內容更豐

富，推行更順利。本校重視家校溝通，常舉

辦家長晚會及家長講座，促進家校合作。

家校合作

家教會委員以水果慰勞老師家教會委員以水果慰勞老師

家教會委員主持聖誕大抽獎家教會委員主持聖誕大抽獎

家長義工聚會家長義工聚會

中三家長晚會中三家長晚會

家教會主席和家長分享子女的校園生活家教會主席和家長分享子女的校園生活

江校長和施副校長向家長介紹本校的發展和特色江校長和施副校長向家長介紹本校的發展和特色

第29屆家教會委員合照第29屆家教會委員合照

中一入學前家長會中一入學前家長會

江校長與家教會主席審核校服質量江校長與家教會主席審核校服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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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心繫何官，關心學弟學妹成長。

校友通過參與學校管理委員會工作，

配合學校的需求，協助校政發展，例

如捐款興建小型足球場、更換禮堂空

調設備及捐贈40部平板電腦，改善母

校學習環境。校友亦積極參與「職業

博覽」，回校指導學弟學妹，豐富他

們的「職場知識」，貢獻良多。

家
校
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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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繫何官

校友會晚宴校友會晚宴

校友透過網上教室與同學分享工作經驗校友透過網上教室與同學分享工作經驗

江校長和校友到場為參加江校長和校友到場為參加
「第55屆聯校科學展覽」的同學打氣「第55屆聯校科學展覽」的同學打氣

江校長與校友們言談甚歡江校長與校友們言談甚歡

第11屆校友會幹事會成員第11屆校友會幹事會成員

江校長和校友在「職業博覽日」合照留念江校長和校友在「職業博覽日」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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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展潛能 本校學生積極參加多

項校際比賽，例如聯校科

學展覽、香港機械奧運會、香

港校際音樂節、校際朗誦節、英語

短片製作比賽、舞蹈及戲劇比

賽等，囊括多項殊榮，成

就驕人。

戲劇學會參加校外廣播劇比賽獲得銀獎戲劇學會參加校外廣播劇比賽獲得銀獎

在「「喜迎國慶 認識祖國短視頻比賽」， 在「「喜迎國慶 認識祖國短視頻比賽」， 
獲得冠軍、亞軍及季軍獲得冠軍、亞軍及季軍

少年警訊領袖團獲頒少年警訊領袖團獲頒
「最積極參與學校支會」感謝狀「最積極參與學校支會」感謝狀

本校獲得《有心學校》證書本校獲得《有心學校》證書

第55屆聯校科學展覽 第55屆聯校科學展覽 

同學獲得學生黑客松優異獎同學獲得學生黑客松優異獎

2022 Harvard Book Prize2022 Harvard Book Prize

2019香港機械奧運會2019香港機械奧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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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課不停學—環境生態文化網上學習課程獎勵計劃2020金獎、銀獎及銅獎

九龍城區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週年《創科夢起航》機械人巡禮最佳機械人創意獎

機械奧運會國際賽：本校代表香港出席與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上海、遼寧、廈門及澳門的中
小學生地區代表比賽，獲得三亞兩季三殿成績

教育局訓育及輔導組官立中學優秀領袖生團隊嘉許計劃銀獎

第51屆聯校科學展覽榮獲全場總亞軍及宣傳片比賽季軍

英國模型火箭車比賽（香港站）二等獎

九龍城區傑出學生選舉（初中組及高中組優異獎）

第70屆校際朗誦節粵語獨誦（高中組）亞軍

化學家在線鑽石獎及金獎

童軍總會九龍地域傑出旅團銀獎

應用可再生能源設計暨競技大賽(HKTREE)2018太陽能模型車大賽（簡約組）最佳設計一等獎

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校園藝術大使

香港學校戲劇節（中學廣東話組）傑出演員獎、傑出影音效果獎、傑出合作獎及傑出整體演出獎

香港聯校音樂大賽2019 中學合唱組初級組金獎

第18屆綠色學校獎（綠色學校中學組）銅獎

「疫境有情」故事∕廣播劇創作比賽2021 亞軍（中學組）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Award for Outstanding Director and Award for Outstanding Performer

2021-22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 Debate Competitions Winning Team Representative and Best Debater

人工智能創科（優異獎）及編程黑客松（優異獎）

第三屆臥龍盃：官立中學多角辯論賽2022冠軍

2021-22中華經典名句—網上自學平台十八區最踴躍參與學校獎九龍城區（中學組）

2022年第14屆「啟慧中國語文」廣播劇創作暨演繹比賽銀獎

有機培訓大使計劃金獎

第74屆香港校際音樂節比賽雙簧管獨奏（中學初級組）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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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名師高徒導師計劃  第四屆名師高徒導師計劃  
陳子亭教授與黃詠澤同學合照陳子亭教授與黃詠澤同學合照

「傑出少年警訊學校支會老師」感謝狀「傑出少年警訊學校支會老師」感謝狀 「2021年卓越捐血夥伴大獎「2021年卓越捐血夥伴大獎
（中學）」（中學）」

抗疫新世紀 疫中傳愛抗疫新世紀 疫中傳愛
心意卡設計比賽心意卡設計比賽

2022 Harvard Book Prize2022 Harvard Book Pr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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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 33%

副學士 33%

高級文憑 11%

文憑 12%

工作 1%

重讀 3%

港外升學 7%

其他 0%

傑出校友

徐立之教授徐立之教授  
前香港大學校長、現任港科院院長

潘偉賢教授潘偉賢教授  
現任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

李慶煇先生李慶煇先生  
前教育署署長

吳明林先生吳明林先生  
傳媒人

鄧厚江先生鄧厚江先生  
前香港警務處高級助理處長

唐卓敏醫生唐卓敏醫生  
前伊利沙伯醫院核子醫學顧問醫生

回顧過去六十多年歷史，本校已培育了不少出色校友，對社會貢獻良多。

在歷屆香港中學文憑試中，本校同學大部分考獲良

好成績，逾九成畢業生繼續在本地或海外升學。

中六畢業生(2021-2022)中六畢業生(2021-2022)

學校地址：九龍何文田巴富街八號 電  話：2711 2680 傳  真：2714 2846

電  郵：mail@hmtgss.edu.hk 校  網：https://www.hmtgss.edu.hk/r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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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年度中六畢業生出路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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