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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簡史                                                     校史組 

 

東華三院黃鳳翎中學是一所政府津貼中學，亦是東華三院屬下的第八間中學。當年

董事局為紀念黃鳳翎居士宅心仁厚，慷慨捐贈本校擴建費用伍拾萬元，故將其命名為東

華三院黃鳳翎中學。 

 

本校於一九七七年創立，當時校址位於香港荷李活道一百零九號。該處原為中央書

院 (即現在之皇仁書院)，是香港歷史最悠久中學之一，國父孫中山先生亦曾就讀於此，

現在已被政府列為受保護之古蹟文物。後來這座歷史悠久的建築物改建成荷李活道官立

小學，本校則是由荷李活道官立小學改建而成。在改建工程進行期間，學校暫借東華三

院李潤田紀念中學校舍開設中一共四班。及至一九七八年初改建工程完竣，各班才正式

遷入新校舍上課。 

 

       本校位於荷李活道的舊址外貌 1977 年 

 

當時校舍樓高五層，共有課室十八間，露天及有蓋操場各一個；此外還有禮堂、圖

書館、物理室、生物室、化學室、地理室、家政室、美術及設計室和金工木工設計室等。

可說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舊校校園一角 高秉祥校長 

高秉祥先生是本校首任校長。自一九七七年創校起，即致力於改善校內環境，盡力

爭取增加校內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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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一年，鄭琼琚女士接任本校第二任校長。她任職期間，繼續致力改善校內設

施；如增闢電腦室，順利開辦電腦科及成功開辦中六、中七文科班。至此本校便共有二

十班：中一至中三各四班，中四至中五各三班，中六至中七各一班。 

 

一九八四年，邱國鋈先生接任本校第三任校長。在邱校長的領導及老師的整體努力

下，學校在課外活動方面屢創佳績。 

  

              水運會                      鄭琼琚校長(前排一)與教職員 

   

         學生合唱 音樂課 

 

一九八八年二月，教署通知本校須於一九八九年九月搬遷，新校舍座落於沙田馬鞍

山；邱校長隨即成立遷校小組，積極籌劃搬校事宜。但由於建校工程延誤，我們不能如

期於一九八九年九月在新校開課，唯有暫借東華三院冼次雲小學上課。當時，本校有八

班中一，四班中四。在暫借校舍期間，上課模式為半日下午校制。同年十月二日，本校

才正式遷入現址，恢復全日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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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鞍山新校舍 1989                      馬鞍山新校舍外貌 2000 年 

          

       邱國鋈校長  何如添校長 

 

另一方面，為照顧原有學生的需要，在荷李活道的舊校依然繼續運作，但逐步縮減

班級數目，直至一九九一年七月才正式結束。在這段過渡期間邱校長、部分老師及本校

會計員均要在兩校間奔走，各教職員的工作更是百上加斤。一九九二年，馬鞍山新校發

展至三十二班，包括中一七班，中二八班，中三七班，中四、五各四班，中六兩班。由

於班房數目嚴重不足，校方把禮堂下面的空間改建成兩間小型課室，另外又將五樓的走

廊改建成一間小課室，供輔導班使用。 

 

一九九二年九月，何如添先生接任本校第四任校長。任職期內，何校長繼續致力改

善校內設施；如成立英語角、開設語言實驗室以配合語文教學及增闢多媒體學習室等。

在學校行政方面，何校長及教師們積極推行「學校管理新措施」；成立家長教師會及學

生會，加入持分者的意見，推動校本管理的新文化。在學與教方面，學校進入鼓勵教師

進修及互相協作的年代，並在二零零零年推行校本「優質教學試驗」計劃，提升教學效

能。在課外活動方面，學校鼓勵同學參加多元化活動，如體育、音樂及藝術等活動和比

賽，以提升自信心。同學在校際比賽中，屢創佳績。 

 

二零零三年九月，黃瑞森先生接任為本校第五任校長。黃校長在各同事的支持下，

成功推行了「中一參與制服團隊政策」，除了原有「男童軍」、「女童軍」、「交通安全隊」

外，更成立「紅十字會少年團」、「香港少年領袖團」和「香港海事青年團」，並安排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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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中一新生加入制服團隊，培養學生的自律精神、給予學生成功的經歷，提升自信。

黃瑞森校長與香港青少年領袖團 

 

    
        制服團隊                         彈網隊隊員勤於練習 

 

    

        武術表演 醒獅隊 



 5 

           

     聖誕節舞蹈表演                       腦智有營烹飪比賽冠軍 

 

除此之外，學校亦引入了「成長的天空計劃」、「成長新動力計劃」、「拉闊愛的人的

關愛校園計劃」、「拉闊愛的人義工服務計劃」及「大哥哥、大姐姐計劃」，從多方面支

援學生。 

     
       成長的天空活動                          學生會選舉 

     

          乘風航活動                          2008 香港青少年射箭公開賽 

 

二零零三年，本校參與由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領導發展中心舉辦之「學校自我評

估與組織變革計劃」，拓展校政工作。同年，學校推行全校師生共同參與的「早晨閱讀

計劃」，提供師生共同閱讀及自學的環境，藉此建立校園閱讀文化，培養學生良好閱讀

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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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四年，學校參加香港中文大學的「優化教學協作計劃」，進一步提升教學效

能。翌年，更參加香港教育學院的「評估促進學習計劃」，以不同形式去支援教師，提

升教學技巧及成效。 

  

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九日，本校擴建之新翼大樓正式竣工。新翼大樓的落成是受惠

於「學校改善計劃」工程(香港教育局撥款四千萬元進行校舍加建)。新翼大樓是一座結

合學生輔導、課外活動及活動教學的綜合大樓。新翼二樓設有社工室、輔導活動室、升

學就業主任室、訓導主任室、多用途活動室及「學生成長輔導中心」，為學生提供成長

支援及輔導服務。三樓設有英語角，營造英語學習環境，讓同學能愉快地學習英語。四

樓設有大型學生活動中心，為舞蹈班、戲劇訓練班、流行鼓班、樂器班等多種文藝活動

提供場地，培養同學各方面的興趣，發展多元智能。 

  

 「學校改善計劃」工程擴建之新翼大樓，其後命名為蔡瑞幹教學樓 

 

二零零六年一月，教育局的校外評核隊在本校進行校外評核。校外評核報告肯定了

校長及教師的努力，積極引入新措施，推動學校變革。學校致力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

施行多項拔尖保底措施，提升學生能力。學生成長的支援工作成效漸顯，發展方向受到

家長的認同。 

二零零六年二月一日，本校正式成立法團校董會，並於同年二月十五日舉行第一次

法團校董會會議。 

  

 99-2000 第一屆家長教師會就職典禮       06-07 年第六屆家長教師會周年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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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六年九月，本校推行「啟發潛能教育計劃」。全校教職員都以學生是「可親、

可教」為基本教育的信念，肯定學生的潛能，推行以鼓勵及引導的模式去教導學生，並

利用刻意安排的方法去讚賞同學，激發同學的潛能，從而提高其主動學習的精 

神。 

 
 周諾謙同學(右一)於 2008 年代表香港隊出席日本町田市彈網友誼賽獲第五名 

 

  
      「啟發潛能教育計劃」活動 啟發潛能教育週會 

 

同年九月，為推行新高中學制，中一至中三級按年縮減一班，由原先每級五班改為

四班。完成班級編制改動後，在新高中學制下，中一至中六級，每級均設四班，成為平

衡班級的學校。 

 

二零零七年九月，本校正式於中一至中四級推行雙班主任制。學校定立班主任工作

指引，協助雙班主任的溝通及合作，並清楚界定班主任的工作範圍。此外，更將「啟發

潛能教育」由中一推展至中一、中二兩級，並藉著關愛及接納，提升同學對學校的 

歸屬感及自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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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班主任與學生慶祝生日                班級經營之師生同樂 

同年九月，學校設立中五及中七級每周測驗制度，並提供過往學校試題讓學生參

閱，提升整體學習氣氛及各科學業成績。 

 

二零零八年九月呂雪雲女士接任為本校第六任校長，並開展新一個「三年學校發展

計劃」，共推展「以班為本位，營造關愛校園」的策略，提升學生關懷體諒他人的情操。 

 

呂雪雲校長與學生交談 

同月，本校成立學生支援小組，對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童提供適切援助。此外，本

校亦於本年度開始推行「新來港移民學生支援計劃」，活動包括英文班、廣東話班、參

觀社區及老師家訪等。 

為了支援及關愛馬鞍山區長者，由同年十月起，本校借出校舍作為東華三院沙田馬

鞍山長者學苑之用，並開辦電腦及提升記憶力課程。 

  
         東華三院沙田馬鞍山長者學苑聯合畢業禮暨開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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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本校三十周年校慶，同時舉行蔡瑞幹教學樓開幕典禮，是日

承蒙校監及校董撥冗光臨，令典禮生色不少。 

  
蔡瑞幹教學樓開幕典禮 蔡瑞幹先生捐助善款 

 

新高中學制亦於是年推行，本校為提升高中學生英語水平，參加了教育局語文支援

組的校本支援計劃，該組語文支援主任定期到校與中四級英文老師共同備課，製作校本

教材供中四學生使用。 

 

通識科亦於本學年在中一級推行英語延展教學活動。計劃包括在「香港的社會問

題」、「香港的社會福利」、「貧富懸殊」、「新聞及言論自由」及「香港環境問題」等五個

教學單元中，透過英語文章，讓學生認識到有關時事的英語詞彙，並透過英語討論題目，

訓練學生運用英語思考。 

零九年，本校因着 05-09 年間積極推動學生參與運動，故榮獲屈臣氏集團頒發「學

生運動員獎」。 

 

此外，為宣揚「環保、減廢、節能、低碳」等環保概念，本校參與了緣色學校獎勵

計劃，希望透過此計劃把環保理念由學校開始，教育學生，將影響擴及社區。 

 

二零一零年九月，周慶中先生接任為本校第七任校長，在周校長推動下，本校於多 

個比賽及活動中屢獲殊榮。 

 

                    周校長與學生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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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份，本校獲得「第八屆香港綠色學校獎」。同月，本校成立「啟發潛能教育 

小組」，統籌班級經營。 

              

由九月開始，本校連續第三年獲教育局提供英國語文教學支援服務，課程發展處專

家透過定期會議及工作坊，指導老師設計適切的教材，協助學生適應新高中課程。 

 

十月，本校參加由香港教育學院舉辦之「今日公益，明日領袖」義工服務計劃。 

 

同月，本校成立「識字特攻隊」，由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語言及聽覺科學系副教授梁

文德博士訓練本校 25 位高中學生認識讀寫障礙，讓他們教導區內小學的讀寫障礙學生，

改善他們的閱讀困難。 

  
識字特攻隊 識字特攻隊 

 

十二月份，本校首次與東華三院李潤田紀念中學、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東華

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及廣州第 109 中學舉辦聯校服務學習活動，到國內探訪連平縣油溪

中學。 

 

同月，本校參加沙田區家長教師會中學巡禮，向本區家長介紹本校的最新發展，有

二百多名家長及學生到校參觀。 

 

此外，本校於是月參加由北區花鳥蟲魚展覽會、教育局、環境保護署、中華電力有

限公司及新界校長會合辦的「藍天綠地在香港」設計比賽系列 2010 環保栽種比賽，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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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園藝組冠軍及全港中學組總冠軍。 

  

 

二零一一年三月，國際啟發潛能教育機構(IAIE)委派 Ms. Geraldine J. Sawrey, 

Assistant Superintendent, Cabell Country School 及庇利羅士女子中學何鳳屏校長探訪本

校，兩位對本校推行啟發潛能教育給予高度評價。 

 

同年五月，25 位學生藉着參加本校的「親子識字特攻隊」服務學習活動，支援區內

讀寫障礙小學生，於香港教育學院舉辦的「今日公益，明日領袖」計劃中，獲優秀社會

服務獎及裕元優秀社會服務獎。 

   

裕元優秀社會服務獎          優秀社會服務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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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 黃舒婷同學和 5D 李培立同學代表本校在頒獎禮中分享活動體驗 

 

 

   「今日公益，明日領袖」2010-2011 頒獎典禮 

 

六月，本校榮獲「教學資源獎勵計劃」積極參與獎及全面學科獎。 

  

積極參與獎                           全面學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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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博覽 2011 

 

二零一一年九月，本校邀請香港學校自評網絡總監 Mr. Archie McGlynn 來校觀課， 

並主持專業工作坊，探討學生有效學習的要素及教學範式的轉變。 

 

  

 Mr. Archie McGlynn 與周校長兩位副校及學生合照 

 

同月，本校獲課程發展處邀請參加先導計劃，歷史科課程發展主任來校與老師研究

如何在初中歷史課上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 

 

本校在環保方面的努力亦再次受到肯定，在九月份，本校獲得「第九屆香港綠色學

校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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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年度開始，本校定期舉行初中統一測驗，安排學生於課後在禮堂進行中文科、

英文科及數學科測驗，提升學生的學業成績，並為測驗成績未如理想的學生安排課後溫

習班，採用小班教學模式，使每位參與學生得到適切的照顧。 

 

高年級方面，在九月份開始為中六及中七級進行課後補課，加強學生溫習，為公開

試作好準備。同時於星期六舉辦中六級拔尖班，教授學生學科的深層知識及應試技巧。 

十月，本校舉辦「摘星計劃」，舉辦中文科、英文科及數學科資優課程、透過「一

人一課外書」贈書計劃及「與校長午聚」等活動，表揚品學兼優的學生。 

 

十一月，本校中六級馬慈鈴同學獲得國際啟發潛能教育聯盟(香港)舉辦 2010-11 年

度優秀學生獎項。 

馬慈鈴同學獲 IE 優秀學生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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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在北區花鳥蟲魚展覽會、教育局「藍天綠地在香港」設計比賽系列 2011，

本校勇奪「全港學界環保栽種比賽(園藝組)」中學組總冠軍及中學組冠軍；繼而在同系

列的「全港學界再生能源綠化設計比賽」中，本校亦奪得中學組冠軍。 

 

  
 

二零一二年一月，本校舉辦「自我實現計劃」，學生透過檢討第一學期考試的表現，

訂立下學期統一測驗時學科進步的目標，學校將會嘉許達標的學生。 

 

二月，本校派出學生參加香港賽馬會舉辦的「全方位學習工作坊」開學禮暨社會服

務日，與其他十七間東華三院中學中四學生一起製作全球最大福袋，並刷新健力士世界

紀錄。 

 

三月，本校獲得由基督教服務處主辦，教育局等機構協辦的「關愛校園獎勵計劃」

頒發「關愛校園」榮譽。並於同月獲得香港青年協會頒發「有心學校」殊榮。 

       

http://www.twghwflc.edu.hk/award/greenschool/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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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本校獲 2012「啟發潛能學校大獎」。 

 

   

 

    

2012 年國際啟發教育聯盟專家 Dr. Jack Herlihy 和 Miss Susan Rogers 到校探訪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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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九月，劉國良先生接任為本校第八任校長，期間推動 STEM 教育， 

努力培養學生的科學素質。 更先後與多達 59 間台灣大學、5 間加拿大大學及學院 

結盟，為學生升學提供更多選擇，並與內地 4 所中小學結成姊妹學校，提供多元化 

的學習交流活動。 二零一三年，劉校長更進一步帶領本校榮獲「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中國可持續發展教育項目全國工作委員會」頒發「中國可持續發展教育項目實驗 

學校」的美譽。 

 

          

劉國校長(中)於 2012-13 開學禮上             劉國良校長與學生交談 

 

      

劉國良校長於北京              本校榮獲中國可持續發展教育項目實驗學校 

                          

本校榮獲中國可持續發展教育項目實驗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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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九月，李靖邦先生接任為本校第九任校長，深信在李校長的領導下，本

校會繼往開來，繼續服務沙田及馬鞍山區的學生。 

二零一七，本校邁向四十周年校慶。 

 

       

    李靖邦校長參與環保種植           「全港學界環保栽種比賽」全場總冠軍 

李靖邦校長與師生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