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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官立中學 

二零一零至二零一一年度學校通訊（第一期） 
 
辦學抱負： 
    同心協力 
    尊德問學 
    全人教育 
    致知達善 
 
 
本期內容 
一.    校務消息 
二.    教務消息 
三.    家長教師會 
四. 道德及公民教育組 
五.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六.    輔導組 
七. 訓導組 
八. 環保教育組 

一. 校務消息 
 1. 更換領導班子  江德霞女士接任校長 
 

 

 本年九月前任校長梁社旗先生榮休，改由

江德霞女士接掌校長一職，成為本校第七任校

長。江校長為資深英語老師，具豐富的教學及行

政經驗，先後擔任沙田官立中學副校長、育才中

學校長及藝術與科技教育中心校長。本校前任副

校長黃廣榮先生榮升長洲官立中學校長一職，原

大埔官立中學副校長陳永強先生調遷本校任副校

長。此外，本校學校管理委員會主席梁兆強先生

因工作調動關係，離任主席一職，由教育局首席

教育主任李沙崙先生接替。校管會委員方面，家

長代表潘道明先生因任期屆滿，由古永漢先生接

任，潘道明先生則接替溫乃明先生，當選為新一

年度的家長教師會主席。本校新領導層的交替順

利完成，相信在新領導班子的有效管理和帶領

下，本校的發展將更上層樓。 
 

九. 全方位學習組 
十. 生命教育組 
十一. 學生會 
十二. 校友會 
十三. 圖書館 
十四. 課外活動 
十五. 獲獎及嘉許消息 
十六. 駐校社工 

 
 
 
 
 
 
 
 
 
 
 
 
 
 
 
 
 
 
 
 

 2.  
 
 
 
 
 
 
 
 

    3. 
  
 
 
 
 
 
 

 
 

 

歡迎各位新老師 
 本年度有七位老師加入本校，包括陳靜儀

老師及 Mr. Brian Lee (英文科)、呂嘉雯老師、胡

嘉名老師 (中文科)、陳嘉詠老師 (數學科) 、簡結

芬老師 (視覺藝術科)及曾偉畧老師 (通識科)老
師。我們衷心祝願這些新老師在新的教學環境中

更好地發揮所長，實踐教育理想。 
 
校管會召開  推動校務發展  
本年度首次校管會會議在十一月十八日下午召

開，新任校管會主席李沙崙先生主持會議。會議

討論並通過了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零年度的校務

報告，又討論學校主要關注事項，這些事項是

一. 如何照顧同學的學習差異。二. 如何提供更多

的英語學習環境以提升同學的英語水平。三. 跨
校協作計劃。四. 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二年度課

程規劃及上課時間表。五. 自願優化班級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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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務消息 
 1. 教師發展日 

  

 本年度首次教師發展日在十月二十三日(星期六)上午在禮堂舉行。是日活

動主題為課程領導及管理培訓系列：利用「其他學習經歷」及「學生學習概覽」

以學習型領導提升學生學習工作坊。教育局課程發展處的專家主持工作坊，通

過分組討論、個案研習等活動，讓大家反思相關的理念，並在日常教學及活動

中實踐出來。 
 

 2. 小六學生、家長參觀日 

  

 十一月十三日(星期六)本校特別為區內小六學生及家長主辦參觀交流活

動。當日約二百多位學生、家長蒞臨本校，出席在禮堂進行的簡介會，江德霞

校長及馮翠珍副校長分別致辭，介紹本校的教育抱負、特色及新高中課程的安

排。這些小嘉賓又欣賞樂團的表演，參與在實驗室及有蓋操場舉辦的各式攤位

遊戲，寓學習於娛樂，加深對本校的認識，也對未來中學生活有初步的體驗。 
 

 3. 學藝發展日 

  

 本年度的學藝發展日於十一月十八日(星期四)舉行，校方主辦了多姿多采

的活動，讓同學走出校園，擴闊視野。約二百位預科同學赴機場博覽館參觀

「動態版清明上河圖」，各人大開眼界；數十位同學遠赴國內觀賞亞運賽事及

橋樑建築，均令同學耳目一新，大大豐富了其他學習經驗，對國家現況有更深

入的了解。 
 

 4. 教學策略多元靈活  致力提升語文水平 

  

 一直以來本校對於培養同學對中、英語文之興趣及提升他們的語文水平，

均不遺餘力。中文及英文科採用多元靈活之策略，為同學創造有利的學習環

境，提供各種學習及運用語言的機會，讓大家更有效地學習。除了常規之課程

及課堂活動外，亦鼓勵同學參加各種語文課外活動。 
 
 中文科主辦的活動包括：暑期習作比賽、背誦《我，是我生命的主人》約

章、與學科相關活動(趣味中文)、《阿福精神 ─ 全港的光榮》全港中小學徵文比

賽、上海世博會「精神世博 2010」徵文比賽、悅讀樂屯門：兒童青少年好書選

舉與閱讀報告創作比賽、不賭人生徵文比賽及「尋找敬師的故事」徵文比賽，

又培訓同學參加校際朗誦節各組別的比賽。英文科主辦的活動包括：中一級暑

期英語銜接課程、中六升中七暑期英語會話精進課程、中一至中三級英文大使

計劃及英語水平提升班；校外活動包括智愛網上英文閱讀計劃及新聞評述比

賽。 
 

三. 家長教師會 
 1. 周年大會順利舉行  選出新一屆執行委員會 

  

 本年度的周年大會於十月二十三日(星期六)下午假本校禮堂舉行，共一百

五十多位家長及老師出席，場面熱鬧。大會分別由江德霞校長致歡迎辭及溫乃

明主席作會務報告，又由本校社工羅懿明姑娘以「父母如何在新高中學制中更

有效地協助子女學習」為主題作演講。大會的壓軸項目是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選

出五位家長委員及一位學校管理委員會的家長代表。經過一番激烈的競爭，最

後勝出者是古永漢先生、沈文利女士、梁佩芬女士、黎有顏女士及潘道明先

生，古永漢先生同時勝出校管會家長代表的選舉。此外，執委員已根據會章於

上一次的內閣會議中以互選的方式選出五位家長委員，他們是張金芳女士、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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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娟女士、吳瑞英女士、林慧芳女士及馮婉珊女士。這十位家長將帶領新一屆

的家長教師會推行各項活動。周年大會後，執委會隨即召開第一次會議，擬定

全年工作大綱，並選出新一屆的主席及司庫。主席由潘道明先生高票當選，司

庫則由陳敏娟女士當選。 
 

 2. 溫乃明主席離任  同寅依依不捨 

  

 溫乃明先生 2003 年起即擔任本會主席，長年以來竭盡全力，統籌本會會

務及各項活動，大力協助學校發展，充分發揮與學校、聯繫家長的角色。溫主

席領導有方，團結各委員、義工及家長，對本會及學校貢獻良多，廣為家長及

老師所敬重。溫主席的子弟剛中七畢業，已升讀大學，溫主席也因而離任。本

會同寅衷心感謝溫主席多年之竭誠服務，誠邀他轉任本會顧問，繼續推動本會

及學校之發展。 
 

 3. 興趣小組  多姿多采 

  

 家長教師會先後主辦芒果芝士蛋糕班、摺紙班、賀年吊飾班、太極班、普

通話班及有機耕種班等興趣小組，家長踴躍參加，聯繫家長間友誼，並加強了

對學校的歸屬感。 
 

四.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1. 國內交流 

  

 暑假期間該小組參與由教育局主辦的「2010 清華大學國情教育交流計劃」

及「廣西少數民俗交流團」，多位同學遠赴內地參觀交流，瞭解中國政治、經

濟、科技的政策及成就，又探訪少數民族家庭，認識他們的風俗文化。 
 

 2. 廉政公署 2010/2011 年度「i Teen 記者計劃」 

  

 多位中三同學參加由廉署主辦的「i Teen 記者」計劃，以提高廉潔的意識，

培養探究的精神。這些記者在「智多多冬日嘉年華」、「工展會」和陸運會進

行採訪活動。 
 

 3. 情繫馬尼拉 

  

 八月中旬馬尼拉發生轟動世界的香港旅遊車被挾持事件，造成不少港人傷

亡。該小組於九月初主辦關懷死傷者行動，負責老師主持早會演講，啟發同學

思考，又邀請大家寫下慰問及鼓勵傷者梁頌學同學的話語，編成心意咭小冊

子，由學生代表，德育組及輔導組的老師送給在屯門醫院的梁同學，藉表關

懷。 
 

 4. 國慶六十一周年展覽 

  

 十月上旬該小組在早會時介紹國家六十一年來的發展概況和成就，又舉行

展覽，讓大家更深入了解祖國的發展。 
 

五.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1. 中一迎新日 

 

  本校中一學生及家長於七月十三日出席在本校禮堂舉辦之中一迎新日，認

識升學及就業輔導組的工作及活動。 
 

 2. 參觀大學資訊日 
   九月十八日及十月三十日中六及中七各班分別參觀了香港科技大學及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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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之大學資訊日，參與學生共約一百人次。他們到各大學校園出席各院校及

課程之入學講座、參觀展覽、教學設施及宿舍等，以了解有關院校及課程之入

學要求，準備大學入學的申請，計劃未來的升學路向。 
 

 3. 大學聯招計劃 

  

 該小組於九月十日為中七同學介紹聯招之運作、申請程序、選科之準則及

技巧，並派發相關資料，使同學作出最佳的選擇。 
 

 4. 學生營商體驗計劃 

  

 本校三十位中四同學參加由國際成就計劃香港部主辦之營商體驗計劃。該

計劃歷時十八星期，同學在兩位商界顧問指導下自組公司，把構思之商業策略

實踐出來。同學在比賽過程中可提高團隊合作精神、人際溝通、銷售及演說等

技巧。 
 

六. 輔導組 
 1. 大哥哥大姐姐計劃 

  

  八月下旬，二十位中三及中六同學協助並參與為中一新同學主辦的「共創成

長路」(PATHS)暑期預備課程，藉此加強朋輩輔助之網絡，協助新同學更好地適

應中學生活。十月十三日輔導組舉行授章典禮，各輔導員從江德霞校長手上接

過徽章，象徵新一屆輔導員正式上任。 
 

 2. 「共創成長路」賽馬會青少年培育計劃 

  

  此計劃全年進行，旨在發掘青少年之潛能，加強人際間之聯繫，建立正面

的價值觀，從而促進青少年的全人發展。計劃分兩部分，第一層培育課程為中

一至中三同學而設，課程因應本校學生需要而剪裁，內容包括營造和諧校園及

濫用藥物、沉迷上網、援交之禍害等。第二層培育計劃為那些特別需要支援學

生而設。活動以小組形式在課餘進行，內容包括訓練營和義工服務。十月二日

及三日為中一至中三同學舉行「乘風航」兩日一夜海上訓練航程，讓同學培養

獨立處事能力及團隊合作精神，增強自信心。十一月三日舉行「乘風航」航後

工作坊，反思及鞏固航程所得。 
 

 3. 「雀躍」學生獎勵計劃 

  

  此計劃分上、下學期舉行，對象為中一至中三級學生，透過獎勵方式，鼓

勵學生在學業、品行、服務及課外活動方面改進，藉此提高學生的自尊感，同

時加強班主任對學生的了解。學生在填寫「自我評估表」時，學會訂定目標及

自我反省，從而瞭解自己的優點和弱處，以取得更大進步。 
 

 4. 愛生命系列 ─ 朋友的守護者 

  

 工作坊於九月十六日舉行，由基督教香港信義生命天使教育中心到校推

行，教導中五及中七同學關愛有失落情緒的身邊人。 
 

 5. 正能量朋輩輔導訓練營 

  

 十一月六日在保良局賽馬會大棠度假村進行，共三十位中一同學參加，藉

此培養一批有正面影響力之領袖，關顧班內人際技巧較弱的同學，培養班內和

諧的良好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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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綻放九十後計劃 

  

 該計劃由本校與循道衛理亞斯理社會服務處合辦，由「成功在望獎勵計劃」

贊助，於十月廿九日至明年三月間舉行。透過多元化的訓練和考察活動，培育

青少年關心社會及獨立思考能力，認識並尊重香港的多元創意文化及社會現

象，共有十五位中四至中六學生參加。 
 

 7. 「屯門區中學醫生大使試驗」計劃 

  

  本校參與由新界西醫院聯網舉辦之「屯門區中學醫生大使試驗計劃」，由

2010年10月開始，為期一學年。計劃期間，本校獲派一位醫生大使，協助及促

進本校學生身心健康。 
 

七. 訓導組 
 1. 領袖生培訓 

  

為提高本校領袖生的領導才能、溝通技巧及加強團隊合作精神，訓導組於

八月七日至九日，帶領領袖生入住救世軍白普理營。透過以歷奇為本的學習模

式及分組活動，領袖生充分體會了自信心和合作精神的重要。 
 

 2. 領袖生交職典禮 

  

      領袖生交職典禮在九月二十日(星期一)早會舉行，由上屆總領袖生長及三位

副總領袖生長為今屆領袖生長別上領袖生襟章，象徵本屆領袖生正式接任，全

面投入工作。在典禮上，江德霞校長激勵同學士氣，並訓勉新任領袖生要盡忠

職守，為本校同學樹立榜樣，而各同學亦要遵守紀律，共同營造良好的學習環

境。 
 

  本年度領袖生名單如下： 

  

總領袖生長： 梁梓峻 

副總領袖生長： 陳韻如 梁嘉豪 羅婧旼 范詠詩 黃鎮南 

隊長：   陳嘉裕  楊凱琪  李嘉羭 黃俊傑  吳銘慈 李瑩惠 

 

  

中三級     吳洛琳  曾善敏  丘芷君  程启茵  羅源意  

吳嘉善  葉錦潤  余琛怡  陳安琪 

 

  

中四級     黃貝莉  劉家朗  羅詩雅  呂曉明  伍宗清 

        蕭永軒       黃俊傑  王詩惠  林詠恩  彭愷欣 

        李穎昕  譚子欣      黃燕珊  周梓聰  蕭嘉倩 

        黃文艷 

 

  

中五級     區奕琪  陳嘉裕  趙善衡  周國華  何穎妍 

        許梓琪       羅婧旼  李根銘  李迪生  曾雪盈 

        黃鎮南  陳朗日      鄭愷雯  鄭穎琳  林智傑   

     林翠欣  李瑩惠  蘇惠珊      高子翹  勞婉婷 

  

 

中六級      陳韻如  張敏芝  楊凱琪  陳致良  香詠思 

         江艷穎      李嘉羭  盧芷君  羅穎欣  潘煒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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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芷昕  曾文聰      黃綺慧  黃奕琳  楊建嫻 

         范詠詩  梁嘉豪  梁梓峻      吳銘慈  姚偉強 

 
 3. 總領袖生訓練證書課程 

  

 本年度本校總領袖生長及五位副總領袖生長參與由香港青年協會主辦的總

領袖生訓練證書課程，提高領袖素質和領導技巧。課程以個案及解難等形式進

行，藉以提升學員對團隊建立、衝突處理及有效溝通等能力，從而擴闊視野，

培養使命感。 
 

八. 環保教育組 
 1. 環保糾察及環保大使 

  

 九月初成立環保糾察隊，隊員共五十多人，負責課室清潔及推廣環保工

作；又委任三十多人為環保大使，負責校園清潔及宣傳環保訊息。通過各班及

全校之清潔及教育活動，使校園清幽整潔，有利大家學習和活動。 
 

 2. 班主任課 

  

 該小組於九月三十日班主任課為初中同學主辦講座，主題為「強制性能源

效益標籤」，又為高中同學播放紀錄片「白色海灣」，喚醒同學的環保意識。 
 

 3. 早會短講宣傳環保意識 

  

 中五級的環保大使羅婧旼及黃寶瑩同學於早會時分別以「減少使用膠袋」

及「減少使用電能」為題作短講，呼籲大家節約能源。  
 

 4. 南極考察活動 

  

 中五級麥斯堯及羅婧旼同學參與由仁愛堂主辦的野外長征南極考察活

動，入選 100 位極地大使之列。 
 

九. 全方位學習組 
 1. 「薪火相傳  情繫巴蜀」國民教育交流計劃 

 

  暑假期間十八位中四及中六同學參加由教育局主辦的四川考察交流活動，

除考察文化古跡外亦訪問四川省多所學校，踏足地震遺址，了解汶川大地震的

破壞力及政府的重建工作，培養家國情懷。這些同學在九月九日班主任課與同

學分享此行的見聞和感受，啟發大家反思個人與國家及大自然的關係。 
 

 2. 香港青年大使計劃 

 

  兩位中六同學參加由香港青年協會所舉辦的香港青年大使計劃工作坊，進

一步認識香港，了解作為香港青年大使的使命，學習顧客服務的理念和技巧。

中七吳穎恩同學服務超過 100 小時，獲香港青年協會頒發銀章，以表揚她的傑

出表現。 
 3. 「上海世博」之旅 

 

  本校二十位同學於六月下旬參加由校方主辦的「世博之旅」。同學乘坐滬

九直通車赴滬。同學除參觀世博園區外，還參觀上海博物館、宋慶齡故居、豫

園等名勝。另外，本校九位同學參加由教育局舉辦的「上海世博 ─ 滬港雙城文

化及長三角規劃與發展之旅」，除了認識上海世博會，還對長三角地區發展有

初步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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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生命教育組 

 

 該小組於十月上旬參加由防止青少年吸煙委員會主辦的「珍愛生命分享關懷大行

動」，同學貼上精美的貼紙，以宣揚「關心他人，珍惜生命」的訊息。 
 

十一. 學生會 

 

 第二十屆學生會執行內閣選舉於九月二十八日舉行，共有五個候選內閣參加角逐，

競爭激烈，最後由五號內閣 Triangle 以 257 票當選，成為新一屆的執行內閣，各項由學生

會主辦活動隨即展開。九月下旬，學生會主辦公益金服飾日，同學穿著便服上學就可參

與籌款贊助活動，結果同學踴躍參加，為公益金籌得 11,414 元。 
 

十二. 校友會 

 

 校友會將於十二月十一日(星期六)在本校舉行周年大會，選出新一屆的執行委員

會。同時，將主辦籃球比賽及聚餐，以聯絡感情，歡迎校友參加。詳情請瀏覽校友會網

頁。 
 

十三. 圖書館 
 (1) 圖書館晨讀計劃 

 

  此計劃在二零一零年九月至二零一一年六月間舉行。同學於晨讀時間閱讀

報章，撰寫新聞評論，加強讀寫能力。 
 

 (2) 網上閱讀計劃 

 

  圖書館與文化機構合作，培養同學網上閱讀習慣，又推行「i-learner」英文

閱讀計劃以提高同學寫作、聆聽、說話之能力。 
 

 (3) Wise New 慧科電子剪報 

 

  慧科電子剪報提供大中華區內各大報刊的新聞內容，每日更新新聞資料

夾，同學可按個人所需選擇新聞類別，閱讀或找尋資料。 
 

 (4) 悅讀大聯盟 

 

  這是一個以書會友的讀書會，讓同學以小組的形式，在輕鬆愉快氣氛下分

享閱讀的樂趣和心得。大聯盟全年舉行多次聚會，並在老師帶領下以專題閱讀

的形式進行活動，積極參與的同學會獲頒証書及獎狀。 
 

十四. 課外活動 
  本校課外活動項目繁多，摘其大要簡介如下： 

 1. 迎新活動 

 
  暑假期間，課外活動組特別為中一和中六新同學主辦迎新活動，介紹各學

會及興趣小組，讓大家盡了解，祈在各項課外活動中得到樂趣及知識。 
 2. 四社社員大會 

 
  九月下旬四社舉行社員大會活動，各社社長為同學介紹二零一零至二零一

一年度的活動，鼓勵社員積極參與，凝聚力量，為社爭取最佳成績。 
 3. 音樂學會 
  (1)  中一迎新日 
    暑假期間，音樂學會為中一同學及家長表演，並介紹各式中西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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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提升同學對音樂的興趣，並招募中西樂團的新血。 
 

  (2) 樂器班 

 

 

 

 九月開始，中西各樂器班開始授課，由校外專業導師教授，又於九

月初主辦樂器班家長座談會，促進家校之交流和溝通。 
 

  (3) 校友管樂團音樂會 

 

 

 

 八月二十九日下午一群有心的校友假屯門大會堂主辦音樂會，為本

校師生及區內市民提供欣賞音樂的機會，當日有 800 多位聽眾入座欣賞 
 

 4. 體育組 

 

  體育組除了主辦常規的球類訓練班及興趣小組外，更參加校外各種比賽。

同學反應踴躍，並取得理想成績。 
 

 5. 基督徒團契 

 

  團契舉辦查經班、分享會及電影欣賞，以詩歌、祈禱、分享等形式進行活

動，提高同學對基督的認識及加強弟兄姐妹之關係。 
 

 6. 女童軍 

 

  本校十位中三及中四女童軍於七月及九月間共參與四項校外服務，分別為

元朗區欖球技術交流及同樂日、香港復康聯盟賣旗日、「家多一點愛」新界區

賣旗日及天水圍公園綠化嘉年華，目的為培養隊員服務精神及辦事能力。 
 

 7. 數學學會 

 

  數學學會在八月間主辦奧林匹克數學比賽培訓班，為同學提供有系統的奧

數課題，通過導師的講解、同學的討論來學習。 
 

 8. 戲劇學會 

 

  社際戲劇比賽及賽後座談會於七月八日及九日於學校禮堂順利完成，最後

由綠社勝出及取得傑出整體演出獎。賽後由評判主持一個多小時的座談會，分

析各參賽者的表現及分享心得，同學獲益良多。 
 

 9. 集郵學會 

 

  集郵學會於七月上旬參與由郵政局主辦的「一人一信免費投寄日」活動，

讓同學免費投寄一信予親朋好友，體會書信郵遞之樂趣。 
 

 10. 少年警訊 

 

  少年警訊於九月中旬參加少年警訊會長盃健康網絡七人足球比賽，以磨練

同學的意志，培養團隊精神，促進友校團員間之友誼。 
 11. 紅十字會 

 

  本校十八位同學經過一整年不同項目的訓練及服務，並在各項考核中成功

達標，完成宣誓儀式，本校紅十會青年團第 145 團正成成立。 
十五. 獲獎及嘉許消息 

 
比賽名稱 獎項 獲獎同學 

香港青年大使計劃銀章獎  吳穎恩 (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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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名稱 獎項 獲獎同學 
 

悅讀樂屯門：兒童及青少年好書選舉

與閱讀報告創作比賽： 
1. 最踴躍投票學校 
2. 閱讀報告創作比賽 

         (中學及青少年組) 

 
 

優異獎 
 

亞軍 
優異獎 

 
 
全校 
 
王懿君 (4C) 
黃子譽 (1B) 
陳心銘 (4E) 

2009-2010 年度香港中學校際體操比賽

(跳箱) 
冠軍 黎麗怡 (3B) 

 
2009-2010 年度香港中學校際體操比賽 
(自由體操) 

優異獎 黎麗怡 (3B) 
 

青松小學主辦中學校友女子組接力邀

請賽 
亞軍 林惠珊 (2E)  黎麗怡 (3B) 

張曉嵐 (3A)  歐陽淑雯 (3E) 
屯門區長跑比賽 2010 
男子青年組個人賽 

 
冠軍 

 
林俊傑 (4A) 

葵青區越野賽 2010 男子青年組 優異獎 林俊傑 (4A) 
屯門區網球賽(13-15 歲) 冠軍 霍俊延 (3C) 

 
大學嘉許獎名單 

   本校畢業生在本年度學業成績優異，獲得各大學嘉許，詳情如下： 
姓名 獎項 

黎綺珊 浸會大學院長榮譽榜 
陳靜欣 浸會大學院長榮譽榜 
陳倩瑩 浸會大學院長榮譽榜 
陳婉婷 浸會大學院長榮譽榜 
張仙美 浸會大學院長榮譽榜 
程樂怡 浸會大學院長榮譽榜 
許卓文 浸會大學院長榮譽榜 

 
十六. 駐校社工 

 
  

本年九月起羅懿明姑娘接替張兆輝先生擔任本校的駐校社工。羅姑娘的介紹如下： 

 

 大家好！我是新任駐校社工羅懿明姑娘！大家又可以叫我明明姑娘！很開心加入屯

門官立中學的大家庭！我希望在未來日子可以透過不同的活動或輔導工作，提升學生面

對困難的信心和能力，從而發揮潛能，貢獻社會。 
 
 我相信，每個青年人都擁有潛能，充滿力量的！ 
 我相信，每個青年人都應該快樂，充滿生氣的！ 
 我相信，每個青年人都創意無限，充滿活力的！ 
 
聯絡方法： 
學校社工：羅懿明姑娘 
所屬機構：循道衛理亞斯理社會服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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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校日期：逢星期一、二、三、五 
駐校時間：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聯絡電話：2458 0459 (學校)、2419 2396 (機構) 

聯絡電郵：emylaw@amss.org.hk 
 
 為了支援屯官學生在各方面之成長適應及發展，循道衛理亞斯理社會服務處在本學

年特駐兩位社工以提供更適切的服務。 
 
學生支援社工：戴煒堯姑娘 「共創成長路計劃」負責社工：丘承中先生 
駐校日期：逢星期二 駐校日期：逢星期三或四 (視乎活動情況) 
駐校時間：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駐校時間：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畢業暨頒獎禮消息 :     
本年度的畢業暨頒獎典禮訂於十二月十日(星期五)下午假本校禮堂舉行，恭請藝術發展局 

主席馬逢國先生主禮，歡迎校友、家長及各界友好撥冗光臨，藉增榮寵。 
 
 
 
 
 
 
 
 
 

屯門官立中學校訊編輯委員會致意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三十日 

mailto:emylaw@amss.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