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校即將踏入三十五周年，我到任南屯官亦屆第四年，能見證學校的發展及同學的成長，實在非常感恩。過
去幾年無疑充滿挑戰，無論是社會事件或是新冠疫情，均徹底改變學習和社交模式。我在此感謝所有教職員克盡
己職，亦感激家長的無限支持，為我校發展奠定穩固的基礎。
  凝聚專業力量、與家長結伴同行一直是本校的使命。
本校推動教師專業成長，促進同儕共學，並招募具備學
養及才幹的老師加入南屯官。本校除與家長建立有效的
溝通外，亦舉辦多元化的講座及工作坊，以提升家長親
子技巧及教養效能，從而促進學生的健康成長。
  面對瞬息萬變的環境、突如其來的挑戰，南屯官教
學團隊會繼續同心同德，轉危為機；並帶領學生建立積
極學習、迎難而上的心志，讓他們明白在任何情況下都
應堅持提升自我，迎向每一個難關。南屯官亦會提供不
同的平台讓師生發揮潛能、勇闖高峰、尋求突破。
  讓我們一起為下一代的福祉昂首展步，開啓教育新
征程。  

昂首邁向卅五載 齊心共譜新樂章昂首邁向卅五載 齊心共譜新樂章
凝專業、創高峯、尋突破凝專業、創高峯、尋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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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學莫重於尊師。為了表達對老師的敬意，學生會於
2022年9月9日舉辦敬師日活動。校長及家教會主席致辭，
公開表揚作育英才、克盡己職的老師。其後，在上屆學生
會 「 南 信 」 的 帶 領
下，本年度兩個學生
會候選內閣「南創」
及「南逸」主持遊戲
環節，並且藉著音樂
表演及贈送由初中同
學設計的敬師卡，向
全體老師表達謝意。

  第29屆周年水運會於2022年10月14日假屯門泳池舉行。水
運會因疫情停辦兩年，疫情陰霾雖未完全消散，但大家決定迎難
而上，在陳耀明校長的帶領下，師生同心協力復辦水運會。
  當天風和日麗，本校師生抖擻精神，完成簡單而隆重的開幕
典禮後，陳校長鳴笛一聲，各項賽事隨即開始。看台上的同學情
緒高漲，揮動打氣棒高叫口號，為健兒打氣。全日歡呼聲、喝
彩聲不絕於耳，其中4B賴泯之同學於女子公開組200米自由式決
賽 ， 以 2 ’ 4 4 . 8 5 ” 的
成績奪冠，打破大會
紀錄。最終全場總冠
軍由讓社奪得。

  主禮嘉賓校管會校友成員陳諾衡先生在頒獎禮上對學弟妹作
訓勉：無論在學業或生活上，都應爭取最佳表現，發揚體育精
神；即使遇到困難，也不要輕言放棄，只要有毅力和決心，所有
問題都能迎刃而解。是次水運會獲一眾家長蒞臨觀賽，表達對南
官師生的愛護與支持。最後水運會在一片歡樂聲中圓滿結束。

  第32屆陸運會於2022年11月24及25日假城門谷運動場
舉行。陸運會因疫情停辦三年，今年得以復辦，萬眾期待。
賽事一連兩天舉行，運動員均傾力以赴。經過一番龍爭虎
鬥，最終全場總冠軍由勤社奪得。

  是次陸運會特別安排「南官行大運」環節，由陳耀明
校長帶領家長、校友、老師及學生繞場一週，以體現「堅
毅不屈」、「創造理想」的體育精神。 
  主禮嘉賓何詠朗校友在頒獎禮上致辭，對學生的團隊
精神及體育精神深表欣賞，他更鼓勵同學要莊敬自強，力
求進步。最後，全體同學高唱校歌，陸運會在一片融洽、
歡樂的氣氛下圓滿結束。

  2022年12 月19日為本校一年一度的「戶外學習
日」，中一、中三及中六級的活動地點為山頂；中二、
中四及中五級的活動則在赤柱進行。
  當日早上，全校同學整裝待發，浩浩蕩蕩前往目的
地。老師和同學不用追趕平日緊湊的課堂節奏，在藍天
白雲下伸展筋骨，游目四盼，暢所欲言，進行各類輕鬆
的活動；既能增進師生感情，同學亦可在學習生涯留下
美好的回憶，全校師生共渡了愉快難忘的一天。

敬師日敬師日

周年水運會 周年水運會 周年陸運會 周年陸運會 

戶外學習日戶外學習日

同學積極參與問答環節同學積極參與問答環節

水運會開幕儀式水運會開幕儀式

同學於凌宵閣前合照同學於凌宵閣前合照
赤柱風和日麗、天朗氣清，赤柱風和日麗、天朗氣清，

同學的心情特別興奮同學的心情特別興奮

主禮嘉賓、家委齊來打氣主禮嘉賓、家委齊來打氣 陳耀明校長鳴發第一槍，賽事正式開始陳耀明校長鳴發第一槍，賽事正式開始

主禮嘉賓致辭主禮嘉賓致辭

南官行大運大合照南官行大運大合照

勤社喜獲全場總冠軍勤社喜獲全場總冠軍

同學準備的敬師卡別具意義，當然要拍大合照！同學準備的敬師卡別具意義，當然要拍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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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畢業頒獎典禮2022暨南官健兒館開幕禮」於2022
年12月6日舉行。頒獎典禮前，陳耀明校長與一眾嘉賓主持南
官健兒館開幕禮，為當日活動揭開序幕。簡單而隆重的開幕
儀式，體現了我校對全校師生健康的重視，也是我校發展的
另一里程碑。隨後，陳校長陪同主禮嘉賓周智康校友及主禮
團，與老師魚貫進場。典禮以升國旗儀式及校長報告作為開
始，接着是授憑、頒獎和主禮嘉賓致辭。周校友植根南官，
心繫母校，在百忙中抽空蒞臨擔任主禮嘉賓，實屬難得，其語
重心長之言，感人肺腑，更獲得全場雷動的掌聲。其後由畢業
生致謝辭，感謝老師的諄諄教誨、父母的無盡關懷。典禮莊嚴
肅穆，充分表達學校對獲獎同學的欣賞與肯定。典禮結束前，
校歌餘音裊裊，為校譽日隆送上最美好的祝福。

  合共四場的升中學生家長講座暨全方位學習日已於2022年11月12日及11月19日順利舉行。今年超過2000位家長登記參
與活動，破學校歷年紀錄。
  陳耀明校長先致歡迎辭，接着是「動感南官」短片分享、學生表演，以及學生與老師分享校園生活。來賓均參與校園遊
蹤、升中講座及全方位學習活動。是次活動讓來賓對本校的教育理念及學生校園生活增加了不少認識，並欣賞本校學生精彩
的音樂及舞蹈表演、參與由各學會及學社舉辦的攤位活動，大家都十分投入，盡興而歸。

  2022年11月13日，本校參與由屯門區中學校長會舉辦的「屯門區中學簡介日」，於屯門博
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學校擺設攤位。陳耀明校長、陳靜茵副校長、何達基署理副校
長、鍾思迪老師、梁嘉儀老師及三位學生大使親自到場，向區內家長及學生派發學校概覽，介
紹學校，並且即場解答及
回應家長的查詢，例如面
試及入學程序和要求、校

本課程及中四選科等。當天到場參觀本校攤位者眾，人
潮絡繹不絕；三位學生代表態度親切友善，談吐大方得
體，體現「南屯官」的優良素質，表現值得讚揚。

  為了讓學生盡顯才華，本校學生會於2022年12月23日舉辦一年一度的大型比賽及表演節目—「南
官一叮」暨聖誕聯歡會。經過一輪嚴謹的甄選後，最後共有十多組參賽者脫穎而出，爭奪冠、亞、季等
多個獎項。陳耀明校長及家教會代表主持亮燈儀式後，萬眾期待的比賽隨即開始。除了熱門的歌舞項

目外，還有其他多元化的參賽項目，
例如二人朗誦、舞蹈結合角色扮演、
班際話劇及班際歌劇等，實在讓人賞
心悅目。此外，同學還欣賞了一系列
的表演，例如魔術、爵士舞等，師生上下一同盡歡。最後
進行抽獎環節，抽獎禮物由家教會贊助，抽獎其間氣氛熱
烈，活動在一片歡欣中圓滿結束。

畢畢業業頒頒獎獎典典禮禮 20222022 暨暨南南官官健健兒兒館館開開幕幕禮禮

升升中中學學生生家家長長講講座座暨暨全全方方位位學學習習日日

屯門區中學聯校簡介日 屯門區中學聯校簡介日 

「南官一叮」及班際聖誕聯歡會「南官一叮」及班際聖誕聯歡會

同學載歌載舞同學載歌載舞亮燈儀式揭開活動序幕亮燈儀式揭開活動序幕

「公益」男團以韓式「公益」男團以韓式
歌舞參賽歌舞參賽

校長、副校長及本校師生校長、副校長及本校師生
於攤位前合照於攤位前合照

校長耐心地回應家長的查詢校長耐心地回應家長的查詢 校長與學生合照校長與學生合照

嘉賓頒發證書予畢業同學嘉賓頒發證書予畢業同學

陳耀明校長致辭陳耀明校長致辭

一眾嘉賓參加 南官健兒館開幕禮一眾嘉賓參加 南官健兒館開幕禮

嘉賓與教職員合照嘉賓與教職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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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教師團隊心繫學子，除着力促進本校學生的全人發展外，亦關顧區
內中、小學生的成長。陳耀明校長主動與不同機構聯絡，統籌多個全港性比
賽 ， 並 邀 請 區 內 的 中 、 小 學 生 參 與 ， 身 體 力 行 為 區 內 的 學 生 發 展 獻 綿 薄 之
力。本學年由南屯官統籌的區內活動包括「香港記憶錦標賽」、「全港中小
學環保風力發電機STEM創作大賽初賽(新界西區)」及「九龍總商會『我要做
球星』青少年乒乓球爭霸賽2022 （新界地域） 」。區內中、小學生均踴躍參
加，活動大受好評，本校學生在是次比賽亦獲得優秀的表現。

  本校於2022年11月11日早上舉行扶輪少年服務團成立典禮。當日，
扶輪第3450區總監獲邀出席擔任主禮嘉賓，國際扶輪3450地區領袖及新
界扶輪社社長以榮譽嘉賓身份出席典禮。
  隨着主禮團進場，典禮正式開始，並隨即舉行升國旗儀式。接着是主
禮嘉賓及新界扶輪社社長致辭，為團長及團員監誓，並頒發服務團註冊
証、旗幟、團員肩章及徽章。其後，扶少團團長致就職辭，最後由校長致
勉辭。
  典禮期間，扶少團團員訪問主
禮及榮譽嘉賓，各嘉賓分享服務社
群的初心和願景、在扶輪社義務工
作時最深刻的經歷，以及他們應對
挫 折 的 方 法 。 本 校 師 生 都 深 受 啓
發，獲益良多。

  2022年11月25日晚上，國際扶輪3450
地區及第3220地區攜手舉辦「香港特別行
政區與斯里蘭卡網上交流」，集合各地扶輪
社領袖，以及香港與斯里蘭卡的中學師生，
透過ZOOM進行即時的交流。活動由陳耀明
校長及扶輪社領袖的分享作為開始，接着本
校扶輪少年服務團團員介紹香港的位置、地
理特徵、人口特點、歷史及政治體系，以及

香港的喜慶節日、著名地標的建築特色及
特色美食。此後，斯里蘭卡的學生介紹當
地各項體育運動的歷史及習俗，並分享運
動對他們的意義。透過雙方交流，兩地師
生均加深了彼此的認識，了解到不同地方
的多元文化，對塑造學生成為具國際視野
的世界公民邁出重要一步。

跳出校園跳出校園    服務社群服務社群

南屯門官立中學南屯門官立中學扶輪扶輪少年服務團少年服務團成立典禮成立典禮

南屯官主領扶輪社第 3450南屯官主領扶輪社第 3450
及第 3220 地區學生網上交流及第 3220 地區學生網上交流  

扶少團持旗手帶領校長及眾嘉賓進場扶少團持旗手帶領校長及眾嘉賓進場

學生會主席鄧棣泓同學及幹事池遊鎛同學學生會主席鄧棣泓同學及幹事池遊鎛同學
與斯里蘭卡的同學進行交流與斯里蘭卡的同學進行交流

團長彭茜瑩同學及副團長鄭家寶同學團長彭茜瑩同學及副團長鄭家寶同學
以流利英語向斯里蘭卡師生介紹以流利英語向斯里蘭卡師生介紹

香港特徵、歷史及文化香港特徵、歷史及文化

扶輪社眾嘉賓、校長、老師及團員扶輪社眾嘉賓、校長、老師及團員
一同慶賀南屯官扶少團成立一同慶賀南屯官扶少團成立

國際扶輪3450地區總監李德利博士及新界國際扶輪3450地區總監李德利博士及新界
扶輪社社長陳雪麗女士為扶少團團員監誓扶輪社社長陳雪麗女士為扶少團團員監誓

交流活動十分成功，吸引超過200人參與交流活動十分成功，吸引超過200人參與

扶少團團員及學生會幹事在交流活動中獲益良多扶少團團員及學生會幹事在交流活動中獲益良多

全港中、小學環保風力發電機STEM創作大賽全港中、小學環保風力發電機STEM創作大賽 青少年乒乓球爭霸賽2022青少年乒乓球爭霸賽2022

香港記憶錦標賽香港記憶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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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有幸獲教育局及專業教育團體邀請，與教育同工分
享教育見解、新教學法及如何落實有效的學與教策略。參與
不同的交流活動，讓本校教師持續優化教學法，鞏固知識與
技能，從而提升學與教果效及專業力量。 

  第一次教師發展日於2022年10月21日舉行。早上，由嘉賓童力基金會何止女士及其團隊分享「如何發展未來人才的軟實
力」，介紹「軟實力」藍圖，並分析軟實力如何改變人。下午，本校邀得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鄭加略老師主持「夏威
夷小結他（Ukulele）製作STEM工作坊」。在鄭老師的指導下，老師用心學習，最後製作出精緻的小結他。

  鑑於新冠疫情反覆，本校與中國內地姊妹學校的互訪未能進行，惟網上交流活
動從未間斷。本學年與北京首都師範大學附屬中學第一分校及肇慶市地質中學攜手
出版《兩地三校視覺藝術作品交流集》，並於
2022年12月14日舉行「肇慶姊妹學校交流暨
視藝作品交流集發佈會」，公開發佈三校的學
生作品，共同推動三校的藝術發展。

肇慶姊妹學校交流肇慶姊妹學校交流暨暨視藝作品交流集發佈會視藝作品交流集發佈會

第一次教師發展日第一次教師發展日

專業交流專業交流

老師拿著自製小結他，與校長及嘉賓合照老師拿著自製小結他，與校長及嘉賓合照 校長與何止女士及其團隊合照校長與何止女士及其團隊合照

「建立正面價值觀 關顧學生成長」分享會「建立正面價值觀 關顧學生成長」分享會「高中層管理人員實務證書課程暨專業支援系列」講座「高中層管理人員實務證書課程暨專業支援系列」講座

「童真同心照未來家長創作比賽——「童真同心照未來家長創作比賽——
最踴躍參與學校獎」獲獎學校專訪最踴躍參與學校獎」獲獎學校專訪

「樂繫校園獎勵計劃傑出大獎」「樂繫校園獎勵計劃傑出大獎」
獲獎學校專訪獲獎學校專訪

「優秀教師選舉暨教壇新秀2022」「優秀教師選舉暨教壇新秀2022」
頒獎典禮頒獎典禮

南屯官英文科與天水圍官中南屯官英文科與天水圍官中
分享交流分享交流深港校長論壇深港校長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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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推行「創高峰、求突破— 校園領袖培
訓計劃」，藉着「一生一體藝」提升學生的多元發
展；並由各學會與學社推行領袖培訓活動，為學生
提供完善的領袖訓練，提升其解難、社交、抗逆及
共通能力，協助他們達至全人發展。

學生領袖培訓學生領袖培訓

「風雨同行」輔導學長領袖培訓工作坊「風雨同行」輔導學長領袖培訓工作坊

女童軍新界第434A及434B隊成立暨宣誓典禮女童軍新界第434A及434B隊成立暨宣誓典禮

校園領袖就職典禮校園領袖就職典禮

第1811旅童軍團宣誓及就職典禮第1811旅童軍團宣誓及就職典禮

學生會就職典禮學生會就職典禮「問誰領風騷」領袖生培訓工作坊「問誰領風騷」領袖生培訓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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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家長教師會秉承宗旨，透過參與學校的各項活動，例如﹕家教會周年大會、有效摘錄筆記家長工作坊、中一暑
期銜接課程結業禮暨中一新生及家長簡介會、「冰山歷情」家長工作坊、上學期家長教師座談會、家教會聖誕聯歡活動等，
加強家長和學校的溝通及了解，達致家校合作，並提升親子關係，為學生建立一個健康愉快的學習環境。家長教師會會務得
以順利完成，全賴委員盡心籌備、家長積極參與、校方高度配合。期望家長教師會能繼續擔當家長和學校間的橋樑，讓校
長、老師、家長及同學攜手合作，建立互相關懷、互相幫助的校園文化，共創健康和諧的校園。

  為響應勞工及福利局和安老事務委員會的「長者學苑計劃」，讓
長者可以「樂頤年、活出豐盛人生」，實踐跨代共融的理想，本校安
排學生參與「長者學苑親善大使體驗」活動，藉以提升學生的個人成
長與發展，讓他們體驗長幼共融的樂趣。
  長者學苑提供平台，讓本校師生陪伴長者製作藝術小飾物及日常
用品，活動包括「土耳其燈DIY製作班」、「香薰DIY班」、「和諧粉
彩班」和「防水德國布料圍裙製作班」。同學於活動前已接受專業導
師培訓，認識各項製作技巧和安全守則。進行活動期間，同學成為長
者的小使者，用心協助，與長者攜手製作。同學不但掌握與長者溝通
的技巧，更學會聆聽長者的心聲。透過是次活動，讓同學明白到只要
積極樂觀，敞開心扉，得到快樂其實十分簡單！

家校教師交流家校教師交流及及家長學堂家長學堂

南屯官長者學苑南屯官長者學苑——
「親善大使體驗」「親善大使體驗」活動活動

中一暑期銜接課程結業禮中一暑期銜接課程結業禮
暨中一新生及家長簡介會暨中一新生及家長簡介會

布藝製作 慢工出細活布藝製作 慢工出細活 長幼共融樂趣多長幼共融樂趣多笑意洋溢土耳其燈班笑意洋溢土耳其燈班

南屯官長者學苑「和諧粉彩班」南屯官長者學苑「和諧粉彩班」

上學期家長教師座談會上學期家長教師座談會

上學期家長教師座談會校長分享環節上學期家長教師座談會校長分享環節

家教會聖誕聯歡活動家教會聖誕聯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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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獎項
活動 /比賽 主辦單位 獲獎學生 成就 /獎項

新界區傑出學生 新界青年協會 3D 陳韻婷 新界區優秀學生奬

屯門區傑出學生選舉 屯門青年協會

3D 陳韻婷 屯門區傑出學生奬（初中組）
4D 梁可兒 屯門區優秀學生奬（初中組）

5C 李曉琪 6D 周可兒
6D 關嘉怡 6D 譚綺婷 屯門區優秀學生奬（高中組）

香港學術及教育交流協會
傑出中學生選舉 香港學術及教育交流協會 3D 陳韻婷 5D 鄧棣泓 「傑出中學生」獎

黃廷方獎學金 黃廷方慈善基金 5B 黎沚萱 黃廷方獎學金
中國中學生作文比賽 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 4D 張芷嫣 旭日文學之星銅奬（初中組）

國際化學測試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 4D 陳思頌 特別優異
4C 黃琦琳 6D 李曉雯 優異

香港中學「數碼科學」
短片製作比賽

香港檢測和認證局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

5D 鄭家寶 5D 冉孟萱
5D 王文雅 季軍

香港會計師公會
香港商業教育學會
「企會財」奬學金

香港會計師公會
香港商業教育學會 6C 楊承縉 6D 關嘉怡 「企會財」奬學金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屯門區中學分會

校際田徑比賽 22-23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屯門區中學分會

4B 顧慧翹 女子乙組 100 米冠軍
女子乙組 200 米冠軍

2C 伍峻樂 男子丙組跳高冠軍
4C 張譽齡 女子乙組標槍殿軍

陳逸聰老師、鍾思迪老師及陳逸聰老師、鍾思迪老師及
林碩科老師獲教育局頒發林碩科老師獲教育局頒發

「優良顧客服務獎勵計劃」「優良顧客服務獎勵計劃」
季季獎獎

陳逸聰老師、陳漢龍老師、陳啓煜老師、陳逸聰老師、陳漢龍老師、陳啓煜老師、
梁美莉老師及余淑萍老師獲梁美莉老師及余淑萍老師獲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頒發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頒發
「2022優秀教師」國情教育組嘉許獎「2022優秀教師」國情教育組嘉許獎

本校全體員工恭賀陳漢龍老師弄瓦之喜本校全體員工恭賀陳漢龍老師弄瓦之喜

劉國耀老師及何家杰老師獲劉國耀老師及何家杰老師獲
敬師運動委員會頒發敬師運動委員會頒發

「第二十七屆表揚教師計劃」「第二十七屆表揚教師計劃」
表揚教師表揚教師

陳耀明校長、陳嘉慧老師、程中汶老師、陳耀明校長、陳嘉慧老師、程中汶老師、
何家杰老師及黎瑞怡老師出席何家杰老師及黎瑞怡老師出席

「深港校長論壇」，獲頒感謝狀「深港校長論壇」，獲頒感謝狀

老師喜訊

學校獎項
活動 /比賽 主辦單位 獎項

樂繫校園奬勵計劃 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 樂繫校園「傑出大奬」
世界和平書法日 覺行念慈基金會 聯合國可持續發展世界紀錄證書
香港記憶錦標賽 香港記憶運動協會 團體第三名

「童真同心照未來」
家長教育短片創作比賽 教育局 家長教育短片創作比賽優異獎

最積極學校參與獎

全港中小學風力發電機
STEM 創作大賽初賽 中華基督教會扶輪中學

最喜愛片段獎—冠軍、校際最大發電功率獎冠軍
隊際最大發電功率獎冠軍、最佳環保設計獎冠軍

最喜愛片段獎亞軍、最喜愛片段獎季軍
最佳 A4 報告獎季軍、最佳 STEM 元素改造大獎殿軍

最佳 A4 報告獎殿軍

教職員獎項

南官獎項及喜訊南官獎項及喜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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