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家好，原來不經不覺，參加家教會已踏入第三年了，今年

當上主席一職令我深感榮幸，在這裏實在有不少學習的機會，經

常要策劃活動和處理會務。很感恩，我們有一班很好的團隊，正

因為有一班無私的委員及家長義工的協助，得以繼續推動本會的

會務，發揮「家校合作」的精神。

  本會成立至今，已經第二十五屆，很高興得到徐校長、孫顧

問和老師們對本會的支持和信任。在過往的日子，本會參與和舉

辦了不少活動，例如：敬師日、美食嘉年華、南區中學巡禮（開

放日）、家政室開幕典禮、聖誕派送糖果和師友計劃等等，這些活動能順利進行，全賴一

班委員、義工家長和學生們的積極參與，慷慨地付出愛心及時間。因此我非常鼓勵家長們

參與義工行列，我期望繼續透過家校緊密合作，能增進家長與老師們的友誼，從而讓每位

白沙學生的校園生活都能夠過得多姿多彩。

  在此，我要多謝徐校長、孫顧問、老師委員和家長委員！

  祝大家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郭詠茜

校址：香港黃竹坑深灣道一號 電話：2553 5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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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九月，陳白沙紀念中學舉行了非常「特別」的開學禮，我與老師們隔着電子屏幕，與中

一新生遠程相見。疫情爆發至今，持續蔓延，香港的狀況反覆不定，兩度停課，迎來不少前所未

有的挑戰。幸得家長、教師、學生三方面緊密合作，彼此逐漸適應「停課不停學」的教育新常態。

在這一年裡，家校合作無間，學校透過陽光電話、電子通告、網上功課系統等與家長保持聯繫，

以致在特殊的教育環境下，仍能確保每位學生學習的質與量，令嶄新的學習模式得以順利展開。

  社會變化甚急，二十一世紀是數碼年代，在疫情催化下，科技主導世界之勢，銳不可擋，教

育模式也必受影響。《禮記》之謂：「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先儒訓勉，亘古通宜，陳白沙

紀念中學未雨綢繆，在配備方面，早於六年前起推行「有一人一 iPad」，全校師生均擁有自己

的平板電腦，除了配合電子發展的浪潮外，正好應付了遠程學習的需要；在硬件上，近年增添多

媒體智能白板、視像教學課室、電子數碼圖書館等；在教學上，積極推行虛擬實境洞、虛擬實境

語文教學，學生即使足不出戶，亦能感知世界。學校在各方面配合下，加上師生累積下來的網上

教學經驗，有助促進學生多媒體學習，提升電子應用能力，為銜接未來日新月異的智能社會做好

準備。

  現今的學與教模式，已經有所變革。師生的角色異於傳統，不再是單向教授，學生是學習過

程的主人，而老師則是教學路上的引路人，也是同行者。陳白沙紀念中學鼓勵自主學習，九月舉

行閱讀與寫作雙周，透過師生共讀，陶冶學生品味，亦積極推行電子閱讀，訓練學生自主閱讀的

習慣。英語是開啟世界資訊大門的鑰匙，學校致力培訓學生的英語能力，除了在校本教學加入英

文元素、營造濃厚語文環境外，亦有師友同行英語提升計劃，以協作的方式，陪伴學生浸淫英語，

為不同能力學生提供多元適切的求學模式，發掘學習樂趣。

  在疫情及電子化的轉變下，社交接觸漸減，卻無阻學校與學生之間的距離。陳白沙紀念中學

重視關愛校園，本年將與十五間教會、愛基金、小童群益會、獅子會等團體合作，共同推動生命

教育，務求陪伴學生健康成長。此外，從每年均舉辦生命反思營、八月的中一銜接班、九月的班

級經營，乃至下學期的中六加油站等，一連串活動，皆照顧學生情感需要，直指心靈。孔子說：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陳白沙紀念中學堅持先教人品，後教學問的方針，着重

學生正向的德育與豐盛的生命，培養成內外兼備的全人。

  時代洪流，變幻莫測，未來也許有更多新常態出現，但只要我們做好準備、敞開固有思維，

自能從容面對。誠如陳白沙先生言：「天下風俗美惡存乎人，人之賢否存乎教」，無論滄海桑田，

抑或急風暴雨，我與一眾老師定必堅守教學使命，艱貞彌厲，陪伴學生走過高山低谷，共同譜寫

出白沙新世代。

徐榮耀博士

新世代下的學與教
校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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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一心，其利斷金！
孫煥媚顧問

  本人於 2019年 10月順利完成了家教會主席的職務，衷心感謝

各委員對我的鼎力支持和信任，讓我承擔起學校與家長之間的溝通

橋樑，互助互諒，家校合作愉快。卸任後我很榮幸再獲委員推選為

家教會榮譽顧問，繼續為學校和家教會籌辦各項活動。今年雖因疫

情關係，很多活動也被迫取消，但並未影響我們一班委員的熱心，

願意繼續支持學校成為關愛社群。 

  2019年開學初，我能見証教育局外評隊到我校進行校外評核，

我們家教會委員有幸被評審員接見，表達對學校辦學理念的認同和

家校緊密合作的精神。結果獲外評隊一致讚賞，評價為家教會與學

校的關係非常密切，能充份體現出「家校一心，其利斷金」！

  2019年 10月，我以家教會主席身份和老師一起，陪同徐校長去接受一位白沙校友誠意捐

贈給母校的一仟萬元英語教學經費。這位校友近幾年看見徐校長上任後，無論校園設施、學生

成績和品行各方面都大有改善，深受感動，希望回饋母校，

透過捐款加強學弟學妹的英文能力，以及提升學校整體英語

水平。

  過去大半年本港疫情嚴峻，家教會委員與學校齊心抗

疫，在購買口罩和洗手液等物資方面盡力協助。在徐校長的

帶領下，老師們在疫情中經常打電話慰問每位同學家中有否

缺口罩，學校方面也很關愛學生，如有需要便會派發少量口

罩以助解決燃眉之急。每位同工都做到家校同心，值得讚揚。

這幾年，家教會舉辦的活動可謂有聲有色，再次感謝徐校長、

各位老師和家長委員的支持和配合，才能做到盡善盡美。

  本人謹祝學校：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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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 2019年 10月 23日，也是新會商會陳白沙

中學一年一度的水運會盛會，很榮幸被學校邀請，讓我

們家長委員可以參與其中，見證孩子們的開心時刻。

  在烈日當空下，天氣十分炎熱，所有參與比賽的同

學（小運動員）都非常的認真比賽，沒有參加比賽的同學也很緊張興奮的為自己社和參

賽的同學吶喊！

  加油！加油！一場友誼第一，名次第二的友誼賽很快

就結束了，表現稍微有點遜色的同學還是泛起了一點失落

感，但是經過同伴和在場老師的鼓勵，他們便立刻開心起

來，充滿鬥志，這也表現出同學們的團隊精神。

  最後學校邀請家教會的委員們頒發獎項給得獎的同

學，他們接過自己努力爭取回來的獎牌和獎杯，臉上掛滿了掩藏不住的喜悅，心里更是

美滋滋的。一份付出，一份收獲，這是你們應該收穫的榮譽。同學們加油！

鄧孝梅

會水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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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再次化腐朽為神奇，把閒置多時的家政室重新整

葺成為美輪美奐的現代化校園廚房，這個學期開始為學生

提供家政課並為旅款科接軌。家政室籌備已久終於完美竣

工，並於 10月 23日下午舉行開幕典禮，家長委員獲邀參

與盛事；開幕儀式簡單而隆重，由嘉賓、校監及多位校董

主持剪綵並拉響禮炮，場面熱鬧且溫馨，為家政室啟用揭

開序幕。

  家政室設備完善且裝修精美，賓客皆讚嘆不已；晚上

加開西餐盛宴，由旅款科同學盛裝接待，實踐餐飲接待服

務並累積經驗，同學們態度認真，表現有板有眼，頭頭是

道，獲得賓客們的好評。我們還有幸品嚐譚校董的廚藝，

美食佳餚令人回味，大家都感到賓至如歸，樂也融融。

吳映紅

  好事多磨，世事難料。今年白沙動感天地同樂日暨「南區

中學巡禮」需延期舉行，可幸終於在 12月 1日順利舉行，每年

南區各中學都會各顯神通，讓準備升中的高小學生及其家長認

識及了解學校。

  活動當日，本校出動全體師生施展渾身解數，配合本年主

題「國際視野  多元文化」，從地下低層至五樓天台分別展示出

多樣化的活動題材，由師生分組帶領南巡隊伍進行校園導賞。

  家教會也熱心參與這項盛事，不但跟隨導賞隊伍幫忙解答

參觀者疑問，亦在小禮堂擺設小食攤位。為了配合「全校衝出

香港」環節，展現多元文化美食體驗，家長委員鄧玉娥女士親

自烹製芒果布甸送給來賓品嚐，此外亦準備了愛心糖果送贈來

賓。

  活動場面非常熱鬧，更開心的是遇到認識的家長，大家可

以聚聚舊話當年，分享升中選校心得，其樂無窮。前來參觀的

學生和家長都十分投入活動，大家開開心心的來，愉愉快快地

離開學校，並期望有緣再見。

蔡秀芳

白沙南巡同樂日

佳餚盛宴

校園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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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於七月三日舉行 2019-20年

度第九屆高中畢業典禮，邀得眾校董及家長們一同出席。當

日，畢業同學穿上高雅莊嚴的畢業袍，在眾嘉賓、家長和師

生共同見證下，領取畢業證書，完成中學階段。他們將秉持

母校的教育理想，邁向人生另一階段的旅程。

  典禮首項環節是音樂表演，分別有 1A及 4A班同學演

奏小提琴及鋼琴，悅耳而富節奏的樂聲，為畢業的中六同學

送上無限的祝福，令在座來賓也為之陶醉。隨後，校長徐榮

耀博士致歡迎詞及訓勉畢業同學們，他提到在面對因過去一

年不同社會事件及新冠疫情所帶來的「大時代」之挑戰時，

同學們應如何面對。徐校長寄語畢業同學應常持中庸之道，

追求仁義及以愛人之心去迎接及成就未來，他亦提醒畢業生

們，他們永遠有著學校、眾老師及各自的家長們的支持。

  在授憑及頒獎環節後，典禮以畢業生送花給眾師長們作

結束，同學們誠意感謝父母及師長多年來的關愛，表現溫馨

感人。

陳家欣

抗疫下的畢業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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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你，新的我
  大家好！我是黃書熙老師。很高興今年能
夠加入陳白沙這個教學團隊之中。我在大學時

主修亞洲研究，現正修讀教育

碩士學位。今個學年我主要負

責教授通識科及地理科，亦是

足球隊的負責老師之一。希望

有機會能與同學在課室暢談通

識，在球場揮灑汗水！

黃書熙老師

Mr. Musni 
  As the new NET teacher at Chan Pak Sha School I am excited to get 

into the classroom to meet new students and help them reach their goals. 

My philosophy is that a strong relationship with students is the only way 

to teach them to become better learners. That said, it’s also extremely 

important to develop their confidence, something that is essential for 

youngsters to reach the next level.

  A little bit about me personally, I come from San 

Francisco with quite a large family. I moved to Hong 

Kong more than 10 years ago because I found the 

city’s hustle and bustle to be quite attractive. My 

hobbies are reading, basketball, crossfit, and I also 

watch a lot of movies. 

  I look forward to my time here at Chan Pak Sha and am eager to 

meet you all!

譚濟毅老師
  大家好 !我是譚濟毅老師，是今年中
一級 1B班班主任，是一位資訊科技老師。
很高興可以加入陳白沙這個大家庭，亦很

高興有機會涉獵教育這個如此偉大的工

作，能夠成為下一代成長的基石，我倍感

光榮 ! 如日後在校見面，歡迎找我傾談。

朱啟峰老師
  大家好，我是數學科的朱啟峰老師。
好開心可以成為白沙的一份子，平常喜歡

看漫畫、聽音樂、看電影、游泳和行山，

如果大家有以上興趣，不妨一起分享。在

此祝願各位同學老師有個既健康又愉快的

校園生活！

梁碧欣老師
  大家好，我是梁碧欣老
師，任教中一級丶中三級及中

四級數學科。畢業於香港中文

大學，及後於某所中學執教了

數年，很高興今年能加入陳白

沙這個大家庭。我閒時喜歡閱讀、看電影丶遊山

玩水，希望能將自己的所見所聞轉遞給學生，擴

闊他們的視野，讓他們有一個更廣闊的世界觀。

楊慧儀老師
  大家好！很高興可以加入陳白沙。閒
暇時我喜歡看韓劇（特別是懸疑偵探類），

如果大家有甚麼有趣的劇集推介，或想與

我分享你的生活，歡迎大家來找我！

  大家好，我是梁啟賢老師，很榮幸能夠加
入陳白沙紀念中學，本年度主要任教中文及通

識科。我相信教育可改變命運，除了分享知識

外，也希望能陪伴同學成長，

樹立良好的價值觀。閒暇時

間，我喜歡文學和閱讀，亦好

武術與醒獅，冀盼同學都能在

文化活動的碧海汪洋中尋找樂

趣，達致多元全面的發展。

梁啟賢老師

楊凱欣老師
  大家好，我是今年度中三甲班的班主任
楊凱欣老師，我主要負責英文科組的工作。

今年，我很榮幸加入陳白沙中學這個大家

庭。往後日子我希望可以與大家一起進步，

愉快地相處。由於疫情關係，很多同學都未

有機會接觸，但仍歡迎同學與我聯絡。不論是你們在校園中

的喜樂，或是學業上和生活上的困難，我都願意和你們一起

分享、面對、解決。祝願各位同學有個愉快的校園生活！

  不經不覺在上一所學校已任教了 10多年，
上年決定離開安全域，投入陳白沙中學這片對

我來說是陌生的土壤，在充滿

未知的環境下開始適應過來，

過程中遇到很多新事物，亦令

我進步不少。

  中一的同學和我一樣進入
未知、中六的同學很快便要進

入另一個未知，不斷面對充滿未知帶來的挑戰，

這便是人生。寄望同學面對各樣未知及挑戰時，

無論結果如何，也要好好享受每一個過程。

謝國豪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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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0月 19日 第 25屆家長教師會成立
2019年 10月 19日 第一次常務會議

2019年 10月 23日 參與水運會頒獎典禮

2019年 10月 24日 出席「科技與生活室開幕禮」

2019年 11月 2日 參與「與孩子同行」講座

2019年 11月 25日 聖誕校園佈置

2019年 12月 1日 參與「白沙動感天地暨南區中學巡禮」

2019年 12月 10日 第二次常務會議

2019年 12月 20 協助「英國遊學團」面試

2020年 1月 20日 農曆新年校園佈置

2020年 2月至 4月 攜手同心抗疫

2020年 6月 9日 第三次常務會議

2020年 7月 3日 參與中六畢業禮

2020年 9月 3日 第四次常務會議

2020年 9月 23日 舉辦「敬師日」活動

2020年 9月 印製會訊

2020年 10月 籌辦 26屆家長教師會週年會員大會

當然顧問：徐榮耀校長

法律顧問：周偉雄大律師

名譽顧問：龐預松校長、孫煥媚女士

名譽會員：朱瑞明老師、劉佩芬女士、王祥粧女士

主  席：郭詠茜女士
副 主 席：蔡秀芳女士、柳 凝老師
秘  書：吳映紅女士
司  庫：葉彥康老師
康  樂：鄧孝梅女士、吳連濃女士、李潤泰先生、曾貴蘭女士
聯  絡：林瑞群女士、胡子初先生、張毅秀女士、陳家欣先生
委  員：鄧玉娥女士、李穎沁老師、李文耀老師、李瑞春老師
     黃明堅老師、周佩知老師、張弘宇老師、陳秀珍老師
     徐志偉老師
候補委員：袁瑞蘭女士、張玉燕女士、岑 燕女士

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
第二十五屆

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

家長教師會工作及活動報告

敬師日

閱讀嘉年華
美食嘉年華

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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