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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的話副主席的話
大家好，本人好榮幸於2019-20年度再次成為家長教師會副主席。這
大半年以來見証了學校的轉變，自從陳耀明校長加入了南屯官這個大家
庭後，真真正正發揮了家校一心的作用。  

作為家教會成員之一，本人深深感受學校對於家教會的重視，陳校長
非常願意聆聽家長意見並作出很多改變，令家長與學校之間有更緊密
的溝通。家教會亦獲邀參與各種活動，包括敬師日、聖誕聯歡會以及
中國傳統藝術飛躍舞台大滙演等，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首次舉行的家
長教師會聖誕聯歡晚會，本人能盡顯所長，帶領著家教會成員以及一
群家長義工為當晚出席的老師、家長及同學炮製大部分美食，口碑亦
一致得到好評。正正透過學校所舉辦的活動，不但促進家長與子女的
關係，亦提升家校之間的溝通。

本人謹代表家教會，承諾不忘初衷，加強家校溝通合作，藉此改善
學生學習能力，提高學生品德， 發揮家長才能，令校政更臻完善、推
動家長終生學習，締造優質校園。期望大家繼續為家教會發熱，家教
會將陸續舉辦新的活動，期望家長都能踴躍支持參與。

最後，祝願各位闔家平安，身體健康，幸福美滿！

陳佩玲女士陳佩玲女士

會務報告會務報告
本年度家長教師會搬去新的家教會資源中心，並已添置新物資如雪櫃及爆谷機。另外，本會亦撥款製作紀念品、資助學生獎項和中
六學生畢業袍、聖誕聯歡晚會抽獎禮物及津貼全校各班聖誕聯歡會派對開支。於學校中國文化周，由家長義工負責製作湯圓、資助送
予長者的賀年福袋，來年計劃更換微波爐，及撥款製作試卷文件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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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家長：

「敎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 聖經箴言22:6

引導孩童走當行的路，叫他永不偏離，是每位家長、老師的使命和心願。
但我們要怎樣去帶領和如何選擇哪當行的路呢？我作了以下的反思 : 

一、加強學生的價值教育和品格栽培
年輕人品格發展的過程需要學校、家長和社會整體的共同努力，相互配合，
缺一不可。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們更應責無旁貸，幫助學生建構正面自我形
象，建立積極、樂觀的做人處世態度。於本學年、我們除了重新編訂生命教育課程外，也透過早會分
享，強化學生的價值觀教育和品格栽培，務使每一位南屯官學生得益並享受豐盛生命。

二、老師教學要緊貼所需、與時並進
我們深信「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師」，香港能夠培養出優秀的新
一代，全賴各位老師對教育懷着滿腔熱誠，孜孜不倦地啟發學生追
求學問，協助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為此，教師必須先裝
備自己，在承傳前人寶貴經驗之餘，也運用創新的教學方法，精益
求精，與時並進，不斷提高教學水平。所以，南屯官全體老師要持
續進修，學習21世紀的新「學與教」模式。我們的教學，已不限於
單向教授，更強調多元、互動、創意及自主。本年度，老師嘗試透過各種電子教學平台如Kahoot、
Schoology及校本STEM課程，提升學生的創造力和課堂互動。而在新型冠狀病毒來襲香港期間、所有
老師更以Zoom和Google Classroom與全校各科學生進行實時教學、做到停課不停學。為進一步提升
南屯官資訊科技教學效能、學校已調撥60萬元、更換全校課室電腦、實物投影機及液晶體(LCD)投影
儀。來年更會在校內設立「C3MakerSpace創客空間」、「虛擬科技與創新教育中心」和「設計思維與
STEM實驗教室」、持續引領學生走向科技尖端。

三、進一步加强家校合作，携手培養年輕一代健康成長
在培育莘莘學子成長的時候，家庭與學校都擔當著不同的角色。在家中，家長對子女的培育、教
養、愛護、以至品格的建立，都起了關鍵的作用。學校則在知識的傳授、群育關係的建立、體藝與領
袖才能的培訓及價值觀念的教化，承擔起重要的責任。所以家校合作各有不同的功能，必須要相互協
調、彼此配合，才能夠充分發揮效果。

很高興在過去不同場合有機會跟不少家長傾談，欣聞大家對學校本年度的改
革和優化措施反應正面，我們深感鼓舞。我衷心的希望，在未來日子，大家能
同心協德，一起努力守護南屯官，讓學生能發揮所長，眞正做到「處處是教
室，時時在學習；人人有舞台，個個可上榜」。在老師和家長的悉心關顧及
緊密合作下，我深信孩子們定能走當行的道，並能行穩致遠，為社會、國家作
出貢獻。

陳耀明校長

校長的話 升中學生家長座談會
本校於2019年11月16日及11月20日舉行三場的「升中學生家長座談會暨學習體驗日」。但由於社會局勢令

學校停課，原本已安排的學生表演項目：如中樂合奏、中國舞表演及英語話劇，與及攤位遊戲及科學實驗等學

習體驗活動被迫取消，原定由學生擔任的講座司儀工作也由其他老師義不容辭地頂上。雖然如此，三場座談會

仍有接近1500位家長及學生到校出席講座支持本校，於播放「動感南官」：卓越成就短片欣賞後，由陳耀明

校長致歡迎辭及主持校長分享及問答環節，家長們踴躍發問，藉此了解子女在校內的學習情況，而陳校長都能

細心地逐一回答。而今年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的申請人數較往年增加53%，可見家長對南屯官的支持及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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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聖誕聯歡會
為了增進學校與家長及學生的互動，建立更緊密的家校合作關係， 
本校家教會於2019年12月19日晚上假學校禮堂舉行首次「家長教師
會聖誕聯歡晚會」，當晚共有39個家庭(88人)連同與會的19位老師及
協助晚會活動的21位學生義工接近130人參加是次聖誕聯歡晚會。此
舉實有助促進家長和子女之間的親子感情，使家長和他們就讀本校的
子女對學校增加歸屬感，從而凝聚家教會的內聚力。

當晚節目內容豐富，如緊張刺激的BINGO遊戲及全家總動員的
「收賣佬」親子遊戲，同時有中國舞和樂隊表演與及由家教會全體執
委和陳耀明校長帶領教師、家長和學生大合唱的環節，出席晚會者可
以享用到由家長委員及家長義工製作的美味聚餐食物。當晚超過60份幸運大抽獎獎品由家長教師委員會提供。

聖誕聯歡晚會2019程序
6:00 – 6:30
6:30 – 6:35

6:35 – 6:40
6:40 – 6:50
6:50 – 7:00 
7:00 – 8:00

8:00 – 8:10
8:10 – 8:20
8:20 – 9:20
9:20 – 9:30

接待
家教會主席致辭
校長致辭
祝酒儀式
第一輪幸運抽獎
第一輪親子遊戲
聚餐及表演I -中國舞
全家福 大合照
第二輪幸運抽獎
第二輪親子遊戲
聚餐及表演II -樂隊演唱
齊唱聖誕歌

家長心聲                                                               2B 余博誠家長
這是我第一次跟子女參與學校舉辦的聖誕聯歡會。平常工作忙碌，
鮮有這樣的機會與子女一起慶祝聖誕節。不但有各種美食，而且沒想
到學校準備了有那麼多豐富的禮物來抽獎，加上舞台佈置等等亦可見
心思，完全感受到學校的誠意。中國舞表演和樂隊表演也帶動了全埸
氣氛。這些表演都是我之前從不曾在南官看到的，也感受到台上台下
同學們都十分享受表演。希望學校可多舉辦類似的活動，加深同學，
家長和學校之間的聯繫。

家長心聲                                                               5A 梁靜思家長
今次首次舉辦的家長聖誕聯歡會，可以讓家長們與教導其子女的老
師有溝通接觸，並對我們子女就讀的學校有進一步的了解。

學生心聲                                                                      5A 梁靜思
個人感覺這次活動很好，因為以前從未試過有家長教師會聖誕聯歡
會。今次活動可以讓我們學生有才藝表演，令校長、老師、家長和同
學們知道我們另一方面的才能，感覺非常美妙!

家教會委員上台祝酒家教會委員上台祝酒

反應熱烈、全禮堂又坐滿反應熱烈、全禮堂又坐滿 聯歡晚會參與者大快朶頤聯歡晚會參與者大快朶頤 學生落力演出中國舞學生落力演出中國舞

家教會聖誕聯歡晚會 - 全家福大合照家教會聖誕聯歡晚會 - 全家福大合照

由本校中文學會與中史學會合辦的「中國文化周」已於2020年1月
20日至22日順利舉行。本學年的文化周由多個活動組成，確實多姿多彩。

首天活動名為「中六同學喜迎春」，顧名思義，就是為中六同學舉辦春節前夕的聯
歡會，本校家長教師會的家長義工為各位準文憑試學生煮上甜甜的「湯圓」，為他們將要

面迎的文憑試「打打氣」，並送上最美好的祝福。第二天活動「迎春接福賀春節」於學校的有蓋操
場擺設一些富有春節特色的攤位遊戲，讓全校師生一起參與，迎猴送豬。藉着攤位提供的資訊，
讓同學們加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最後一天活動名為「中國傳統藝術飛躍舞台大匯演」，當
天校方邀請了家教會家長委員和長者學苑的長者蒞臨一同參與，而且更為長者們送上「福袋」，
寓意「平安是福」，突顯本校與屯門社區的緊密聯繫。

齊心便事成，南屯官憑著全體師生的共同協作，再加上家長教師會的鼎力支持，讓是次中國文
化周辦到有聲有色，獲得空前成功。回想起當天，同學們踴躍參與詩詞答問遊戲，和他們屏息靜
氣地欣賞表演者的精湛演出──渾身是勁的醒獅獻瑞、繞樑三日的絲竹管絃、美態婀娜的
中國扇舞、雅俗共賞的飛花令、功架非凡的粵劇，至今猶使人歷歷在目。在座同學
們皆報以響徹雲霄的掌聲，來肯定了表演者所付出的心血和努力，如斯景況
更勝過千言萬語。

中 國 文 化 周 活 動

家校合作家教會執委主持開幕禮家校合作家教會執委主持開幕禮 美態婀娜的中國扇舞表演美態婀娜的中國扇舞表演

中樂團演奏「快樂的姑娘」中樂團演奏「快樂的姑娘」 校友表演粵劇「打金枝」校友表演粵劇「打金枝」

為長者們送上「福袋」為長者們送上「福袋」 全體教師上台高唱歡樂年年並送上祝福全體教師上台高唱歡樂年年並送上祝福



本校於2019年舉辦的家
長教育講座-「冰山下的寶
藏」，由本校駐校社工教
導中一級家長們如何透過
「沙維雅溝通模式」探索子女行
為背後的需要，從而掌握更有效地與子
女溝通的方法，建立更緊密的親子關係。

家長教育講座
-冰山下的寶藏

上學期第一次統測後，本
校舉行了「中一至中三級家
校交流晚會暨親子講座」。
各班主任與家長及學生於課
室內進行互動交流環節，好
讓家長了解其子女在校學習
的情況。之後，家長移玉步
至禮堂出席講座，中一親子
講座嘉賓先向家長們分享如
何鼓勵子女有目標地學習，
陳耀明校長則藉機會向家長
匯報學校最新發展方向，並
即時諮詢家長意見。

S1-S3家校交流晚會
暨親子講座

南屯官第廿九屆頒獎禮於2019年12月6日假本校禮堂舉行。由於社
會局勢不穩，為顧及出席家長及畢業生的安全，校方決定取消原有
的安排、簡化程序，並改由家教會家長委員、校友會主席和資深老
師於早會頒發獎項予學生。此外，校方亦於頒獎禮當日下午舉行茶
會，讓畢業生能夠和師長及家
長們歡聚。今年，各位畢業生
首次穿上由家教會贊助的畢業
袍與家人及師長愉快地合照。

第29屆周年畢業暨頒獎典禮

南屯官聖誕聯歡會已於
2019年12月19日舉行，家
教會一眾委員出席上午的
聖誕飛躍舞台聯歡會，節
目包羅萬有：Band Show
和芭蕾舞表演、師生大合
唱、大抽獎和全校同唱聖
誕歌等。各班亦於下午舉
行班際聖誕聯歡會、家教
會資助每班$300的籌辦經
費，務求在這個普天同慶
的節日下，各位老師和學
生們能愉快地舉行聖誕
聯歡會。而在聖誕聯歡會
舉行當天，校長及副校長
走訪各班，與眾師生同樂
及拍照留念。

班際聖誕聯歡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