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席 的
  眨眼間，一個學年又完結，不經不覺已三個年頭。在這三年中，我有幸被

選為主席和家長校董，並與一班積極盡責的委員合作處理會務，當中獲益良多，

在此衷心感謝各委員無盡的付出，亦感謝各家長對本會的信任和支持。

  為了加強各家長與學校的聯繫，我們在去年舉辦了不少活動，包括為中六

留校溫習的學生煲糖水，給他們打氣；另外亦舉辦新春盆菜宴、親子旅行團等等。

在此，希望各家長繼續踴躍參與本會活動，並於來年加入家長教師會，與我們一起

攜手為家校合作出一分力。

  我有幸擔任委員這幾年，看見學校不斷改變和進步，這有賴於校長的領導和改革，還有各位老師和職

工的配合，才能達到上下一心，做好本校。今日我校基本設施已日臻完善，全因校內所有同工配合；而收

生情況的令人鼓舞，實有賴各家長和同學支持。在此衷心感

激各人的付出，感謝你們為提升我校及締造美好的學習環境而

不斷努力！

  本校衝出香港至今年巳踏入第五年，學校致力讓更多同

學到不同國家的遊學，從而令他們開拓眼界，增進課堂以外

的知識。感謝帶隊的老師，他們犧牲自己私人時間、犧牲與

家庭的相聚，衝出香港帶領學生出外遊學和學習，他們的無

私付出和貢獻，值得我們敬佩！

  此外，我要讚揚我們一眾委員（我的好兄弟姊妹）和我分擔工作，令我不用操心會務；亦要多謝老師

委員，他們教學已經非常忙碌，還要為家教會事務而勞心，更要多謝音樂老師和其他帶隊老師帶領學生出

外表演、參賽。眾人不吝嗇的付出，正體現我校不分彼此、盡心協力，做好白沙學校的精神。

  最後容許我在這裡再說一聲多謝，多謝我另一半和我兩位兒子的支持，我才能無牽無掛的付出，為學

校盡我一點心意。

  謹祝學校：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校址：香港黃竹坑深灣道一號 電話：2553 5324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S.W.C.S. Chan Pak Sha School

第二十三屆家長教師會會訊

二零一八年十月

學中
念紀
沙 陳會商會新
白

正
誠

S.W.C.S
 OF

 H.
K. CHAN PAK SHA SCHOOL

主 話
主席  孫煥媚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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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文滙博士為本校
馮平山圖書館提字

校 長 的 話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領風騷五百年」。先賢指出，每代人才輩出，推動範式轉變 (Paradigm Shift)，而人
才得力於教育，正是「風以動之，教以化之」的道理。陳白沙紀念中學經歷四任三範式轉變，數風流人物：第一

任陳炳星校長，在香港仔還是漁光點點的年代，香港還未簽署中英聯合聲明以先，開山劈石，樹立榜樣，為白沙

奠下美好基業，此為範式一。第二任龐預松校長、第三任廖德謙校長，桃李爭榮、花果纍纍，延續「南區英華」

之雅譽，此為範式二。

  第四任徐榮耀校長，受命於危難之中：
人口急遽下降、教學語言改變、教育普及化、

南區國際及直資學校風起林立，此誠危急存

亡之秋。幸好根基雖傷未毀，加上商會、校

友、家長大力支持，學校亦不乏堅守本位的

老師，才能面對 2016-17年全港中一人口最
低潮，以及 2018-19年南區中一學生最匱乏
兩大洪濤，仍屹立不倒。範式三之道，秉持

校訓「誠正」。誠者，內聖修德；正者，外

王規範。先教人品，後教學問。一言以蔽之：

愛與真理。

  愛的教育，以學生為本位：「一切為學
生、學生為一切、為一切學生」。要兼顧每

一位學生 (Whole School Approach)，箇中道
理，知易行難。白沙自強不息，遇強愈強，中一至中四，三班主任制；中五中六則雙班主任制。初中與突破合作，

推行初中師友計劃；高中以社會菁英為骨幹，推行高中師友計劃。在這之上，共有 15間教會以生命教育形式關
懷協作，中六畢業有工商實習，還有多間大專院校友好接駁，經常星光熠熠耀白沙，實行全方位關愛校園。

  

一人一 ipad 計劃

白沙雲起時
校長  徐榮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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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文滙博士為本校
馮平山圖書館提字

This was the third year I had attended the School's 

Sports Days. This year the Sports Days were held on two 

consecutive Thursdays at Aberdeen Sports Ground. The 

opening ceremony was held in the morning of the first 

day. The students sang the School Song while the School 

Flag was being hoisted. After the hoisting of the flag, the 

four Uniform Groups of the School marched in followed 

by the competitors of all 

four Houses together with 

their Fortune characters. 

The weather was not so 

good in that morning, but 

the competitors still tried 

their best to achieve best 

results for the honour of themselves and the House they 

belonged to. The weather surprisingly, became better in the 

afternoon.

The closing ceremony was 

held around the noon time 

of the second day. The 

closing ceremony began 

with the performances from the cheering 

teams of the four Houses. The performances were 

marvelous and were well appreciated by all the guests. 

They were followed by the marches of the four Uniform 

Groups of the School and the competitors of each House 

together with their Fortune characters. We then had the 

prize presentation and speech by the President of San 

Wui Commercial Society. This year Blue House was the 

big winner. It was the Male Champion House, the Female 

Champion House and the Overall Champion House. The 

last event of the day was photo-taking of all the guests 

together with the Principal. The Sports Days ended around 

1:30pm after all the guests left the Sports Ground. 

THE SCHOOL’S SPORTS DAYS                               

 John Wu

與多間大專院校簽訂伙伴合作協議

  真理者，建構白沙四維：「以生命影響生命、腹有詩書氣自華、千里之行始於白沙、足不出戶能知天下事」。
生命教育，培養正向價值、人品，舉凡：誠信、真愛、貞潔、守時、關心家庭、友愛同伴等，均在討論之列，是

第一維。建構全港中學第一間馮平山圖書館，推動跨閱及電子閱讀，改變心智、增加競爭力、開卷有益，是第二

維。胸懷天下，足跡遍佈：英國、美國、捷克、澳洲、日本、韓國、星加坡、北京、上海、台灣等，識見大開，

培育新一代的中學生，是第三維。推動虛擬實境教學、電子互動學與教、高階編碼程式學習，裝備學生面對全球

化及數碼化新世代，處變不驚，處化不

亂，是第四維。四維彰顯，白沙自能在

全港中學邁向翹楚。

  憑著異象與使命，我們可以開創自
己的年代 (This is our time)，建立新世
代的白沙學生。白沙的異象：在關愛校

園薰陶下，讓學生培養創意，發揮潛能，

生命閃耀，天天突破自己，達致全面及

豐盛的成長，回饋香港、祖國，貢獻人

群。白沙的使命：給我一名孩子，建立

一柱楝樑；給我一間學校，還你一個真

愛國度。今天，我們不是處於口號期，

而是已進入行動期，歡迎各位家長到校

印證 (Mission and vision in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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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箏並舉   
   2月 12日學校在大美督水壩上進行千箏並舉活動。當天學校邀請了香港十大傑

出青年及世界冠軍單車手（彩虹戰衣得主）郭灝霆先生出席。在老師的帶領下，每個

學生手上都拿着自己親手製作的風箏，站在水霸上迎風放出風箏。同一時間數百風箏

在天空中乘風飛揚，無論近看遠看都是多麼的壯觀啊！  

  當天我們家教會亦有多名委員出席，還為老師和同學免費派發小食，例如砵仔糕、

腸仔和馬仔，為活動多添了一抹色彩。全校師生們在大美督水壩上，渡過了既寫意又

開心的一天。

南區中學巡禮                     
  26-11-2017 是南區中學巡禮的大日子。當天學校十分熱鬧，校長、老師、同學

都為南巡而忙碌，大家共同努力去完成這活動。

  我們家教會當天被安排在家長園預備南區巡禮的攤位。那天天氣十分怡人，風和

日麗。本會家長委員、義工一早便到達學校，然後開始烹調美味的咖哩魚蛋及燒賣，

希望能讓南巡的家長一邊參觀學校，一邊品嚐美味而充滿愛心的小食！

  南巡家長終於抵達了。他們參觀時，提出了不同的問題，我們都十分樂意地為他

們解答，讓他們對陳白沙中學有更深的了解。最後各人開開心心地品嚐食物及拍照留

念後才離去。

星光熠熠耀白沙   
  星光熠熠耀白沙於 12月 21日舉行，活動有家教會派發小禮物、小禮堂眾師堂

開幕典禮、聖誕燈飾嘉年華亮燈儀式及第四屆師友計劃。

  當天學校安排同學們在禮堂欣賞不同班級的同學表演，一班義工家長亦被邀請進

入禮堂欣賞表演，各班同學都表演得十分精彩。表演完畢後，家長義工便向同學們派

發小禮物，同學們收到家教會送的小禮物都非常興奮。然後同學便返回課室進行聖誕

聯歡會，每個課室都非常熱鬧。

  當晚亦是學校新禮堂  眾師堂的開幕日，開幕及亮燈儀式簡單而隆重，眾師堂

及外面的小花園掛滿了璀璨耀目的燈飾。當眾師堂的燈光亮起，亦代表第四屆師友計

劃聚餐閞始。回來擔任導師的包括有社會知名人士、成功校友及熱心的家長，人才濟

濟非常熱鬧。我們都十分享受這愉快又難忘的一個晚上。

吳映紅

  期待已久的著名DJ森美終於到達學校，分享會在同學們的熱烈歡呼下掀開了序幕。

  能言善道的森美在短短的幾十分鐘內分享了自己的成長歷程，原來森美中學時

期曾就讀南區某中學，與南區頗有淵源。廣受青少年歡迎的森美當天風趣幽默地演

繹他的成長路，他經歷了很多轉變，笑中有淚，令人動容。當中他亦分享了他的信

仰見證，他深信憑著愛堅持到底，凡事必能做到，永不言棄！

  希望他的正面人生觀能為同學們打打氣、減減壓，帶來正能量。

林瑞群

梁麗嬋

郭詠茜

11 月 21 日森美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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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煥媚

1.上午 8:40我們已齊集
在香港仔碼頭，乘坐專船

前往南丫島榕樹灣。

2.陳思充老師準備的資料
冊，內容豐富，介紹了南

丫島上的地貌和植物。

3.沿路上，每當陳思
充老師看見島上獨特

的植物，便會向團友

作詳細的講解。

4. 南丫風采發電站大合照。南丫風采發電站
是全港首個風力發電站，以西方風力發電的

技術建成，是香港電力發展史上首次出現的

綠色能源。「大風車」高 71公尺，團友站
在下面，都變成了小矮人。

5.路程已走了大半，榕
樹灣及風采發電站已被

我們拋在腦後，很快便

會到達索罟灣。6.午膳時間，筳開五席。
美味的海鮮餐！團友們

都大快朵頤，吃個不亦

樂乎！同學們對桌上的

佳餚更是讚口不絕！
7.活動圓滿結束！團友們在離
別前帶着滿足的笑容，再拍一

張大合照。

    今年家教會親子旅行團我們選擇就近南區不

用乘車，乘船才可到達的地方，就是南丫島。今

次旅程要多謝陳思充老師義務幫忙，他當天負責

帶隊還製作書本介紹南丫島的古蹟和歷史發展，

他的詳細解說令到我們今次旅程獲益良多。

南島親子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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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穎欣老師

新老師介紹

大家好！我是任教中國歷史科、歷史科及通識科的許泳浩老師，很高興能夠加入白沙大家庭，

從事歷史和通識教育工作。我希望能夠跟同學一同從歷史和社會變遷中領略人生哲理，探究

東西方歷史的趣味性和識別當代議題的弔詭之處。願同學能夠享受這一段穿緊古今的跨地域

旅程。

我的興趣是做運動，每星期最少會運動三天。除了運動之外，我還喜歡行山。我認為運動和

行山都可以鍛鍊自己意志和毅力。

我希望能夠成為一個以生命影響生命的老師，用我的生命、我的經歷，鼓勵學生努力向上，

never give up。 

林建盈老師

大家好，我是徐志偉老師，今年開始加入白沙大家庭，主要任教資訊及通訊科技和數學科。

平日喜愛閱讀、砌模型和攝影，對於科技尤其熱忱，如大家對於機械人製作、科技資訊以及

攝影技巧方面有任何查詢，可以來訓導處找我。

徐志偉老師

大家好！我是任教中文科的區淑賢老師（209室），很高興能加入白沙大家庭，在未來的日子

與大家一起創造更多美好回憶！

區淑賢老師

許詠浩老師

大家好！我是李穎欣老師，很高興來到陳白沙的大家庭！我是本校的英文科老師。今年度任

教中一至中四的英文班，是 2A班主任，同時擔任女童軍負責老師、家教會成員及學務工作。

希望同學在新學年定立目標，用心向學，為未來作好準備。

What a joy it is to join CPSS! Working in a new environment is not easy at the start but 

the school has prepared the best for new teachers, from touring around the campus to a 

welcoming lunch by the chairwoman of PTA, the Principal and other members of the school. 

I feel the warmth and passion from all staff and parents. This year, I will strike my very best 

to help my S2, S5 and S6 students to increase their English proficiency and equip them with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for the future. 

林玉怡老師

像素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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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家長、同學大家好，我是陳彥文老師，任教通識科。

新學年，送各位同學一段錢穆先生的訓誨：「求學與做人，貴能齊頭並進，更貴能融通合一。」

學習不只是增長知識，更是為了培養品德。同學們，共勉之。

For years, I have been teaching English in a number of secondary schools in Hong Kong. 

Having served in Academic Affairs Committee, Staff Development Committee, Guidance 

Committee and Careers Education Committee in various schools, I am more than grateful to 

help students with their academic and personal growth. 

By Miss Tsang Shun Yan

大家好！我是馮向慧老師。我今年新加入學校，擔任英文科科主任的工作。我對語言學習很有

興趣，於大學時修讀了英語研究及德語課程。我的興趣很廣泛：看書，看電影，越野跑，游泳

及烹飪。希望慢慢認識大家！

大家好！我是蒲老師，教中文。家有二寶，喜愛文字，閒時愛登高、彈琴，相信生命影響生命，

期待在白沙走一趟奇妙的旅程！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是數學科的蕭敏潔老師，1C班的班主任，亦是生命教肓組的同工。我相信每個學

生都可教，關鍵是要找到那扇溝通之門。期望來年能更多了解我所教的每一位學生，有效地跟

大家聯繫與配合，達致教學相長，渡過愉快的一年。

大家好，我是任教數學科的鄺嘉宏老師。今年能夠加入白沙大家庭，我感到非常榮幸。從事教

育工作多年，只要看見學生有進步，就會十分高興。希望日後與大家充分合作，令每位學生得

到最大益處。

陳彥文老師

曾信恩老師

馮向慧老師

蒲曉明老師

蕭敏潔老師

鄺嘉宏老師

像素欠佳

像素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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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0月 14日 第 23屆家長教師會成立
2017年 10月 14日 第一次常務會議

2017年 11月 21日 第二次常務會議

2017年 11月 21日 參與「森美分享會」

2017年 11月 25日 聖誕校園佈置

2017年 11月 26日 參與學校開放日暨「南區中學巡禮」

2017年 12月 7日 參與陸運會及頒獎典禮

2017年 12月 15日 參與「白沙聲夢同行音樂會」

2017年 12月 21日 參與「星光熠熠耀白沙聖誕聯歡會」

及派發聖誕禮物

2018年 1月 4日 農曆新年校園佈置

2018年 1月 23日 第三次常務會議

2018年 2月 2日 舉辦「新春聯歡盆菜宴」活動

2018年 2月 12日 參與「千箏並舉新春行大運」活動

2018年 3月 3日 參與「生命教育慶元宵」活動

2018年 3月 7日 第四次常務會議

2018年 3月 10日 參與「中一新生面試日」活動

2018年 3月 18日 舉辦「南丫島親子一天遊」

2018年 5月 31日 第五次常務會議

2018年 6月 8日 參與午飯供應商試食會

2018年 7月 4日 參與結業及頒獎禮

2018年 7月 5日 參與聯校畢業禮

2018年 7月 17日 參與中一新生家長分享會

2018年 9月 3日 參與 18-19年度開學禮及閱讀周
2018年 9月 11日 舉辦「敬師日」活動

2018年 9月 13日 第六次常務會議

2018年 10月 5日 參與水運會頒獎典禮

2018年 10月 籌辦 23屆家長教師會週年會員大會
2018年 10月 印製會訊

第二十三屆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

當然顧問：徐榮耀校長

法律顧問：周偉雄大律師

名譽顧問：龐預松先生

名譽會員：朱瑞明老師 、劉佩芬女士 
     王祥粧女士 、謝鳳美老師
主  席：孫煥媚女士 （家長校董）
副 主 席：陳敏儀女士 、柳凝老師

秘書：周曙華先生

司庫：葉彥康老師

康樂：吳映紅女士、梁麗嬋女士

聯絡：鄧孝梅女士、鄧玉娥女士、林瑞群女士、蔡秀芳女士

委員：李冬雲女士、胡子初先生、鄺汝娟女士（替代家長校董）

   郭詠茜女士、劉笑芬女士 、曾貴蘭女士、袁瑞蘭女士
   李穎沁老師、李文耀老師、李瑞春老師 、張婉珊老師
   徐寶玲老師、胡凱欣老師、黃萬雄老師

.24 屆家長教師會週年會員大會

二零一七至二零一八年度
家長教師會工作及活動報告

第二十三屆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

新春聯歡盆菜宴

屆家長教師會週年會員大會

中一新生家長
分享會

白沙聲夢同行音樂會

「敬師日」活動

新春聯歡盆菜宴

壁報佈置
為開學閱讀
周準備茶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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