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南 屯 門 官 立 中 學 
  屯門湖山路二一八號 

                 SOUTH TUEN MUN 
    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 

                      218, Wu Shan Road, Tuen Mun. 
Tel. No.  電話 :  2404 5506 E-mail 電郵 : stmgss@edb.gov.hk 

 Fax No   傳真 :  2618 3151 Website 網址 : www.stmgss.edu.hk 

STM/eN053_22-23 
各位家長： 

2023 年 2 月份家長通訊 
1. 上學期家長日 

上學期家長日將於 2023 年 2 月 18 日（星期六）舉行，詳情請參閱有關通告

（STM/SA027_22-23）。受疫情影響，本校近年減少招待家長到校參觀，惟仍不斷優化校內設

施，當中四個實驗室更是煥然一新，期望能夠為學生營造優質的學習環境，提升他們在德、智、

體、群、美各方面的發展。現在校園生活復常，本校希望藉著家長日，開放校內的新設施及部

分特別室供家長參觀，讓家長更了解子女的學習環境，開放參觀地點如下： 
 

樓層 開放參觀地點 
地下 組合屋及外牆塗鴉、校園溫室、操場四社壁畫、健兒館（G19） 
一樓 創科基地（Rm118）、虛擬科技與創新中心（A107）、藝術長廊 

四樓 生物實驗室及健康教育中心（Rm 412）、物理實驗室（Rm 419） 
五樓 綜合科學實驗室（Rm 501）、化學實驗室（Rm 508） 

 
2. 有關中三升中四選科事宜 

為了能更有效掌握本學年中三學生的高中選科意向，本校擬於 2 月 15 日（星期三）閱讀

課時段進行第二次選科意向調查。本校期望各同學能透過各個選科介紹及上學期考試的表現，

更清楚了解自己的興趣及生涯規劃；而本校亦期望能透過該意向調查的結果，結合校本人力安

排，為來年的中四同學設計最理想的選科組合，開展同學的高中學習之路。 
 

為了讓中三家長及同學能對高中學制有所認識，並對本校的中四選修科分配機制及程序有

所了解，本校特舉辦一節【中三家長及學生選科講座】，有關詳情如下：        

 日期：2023 年 2 月 18 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11:30 至下午 12:25     地點：本校禮堂 
 內容： 

時間 環節 主講者 
11:30-11:35 校長致辭 陳耀明校長 
11:35-11:45 高中課程架構及可供選修科目介紹 學務主任陳嘉慧老師 

11:45-12:00 「選科路上」——學校與家長的角色 生涯規劃副主任陳嘉琳老師 
童軍知友社社工芯姑娘 

12:00-12:15 高中選修科分配機制及程序 中三選科機制負責老師李國威老師 
12:15-12:20 答問環節 學務主任陳嘉慧老師 
12:20-12:25 總結 學務主任陳嘉慧老師 

 
為能充分了解子女未來的升學就業路向，本校誠邀各位家長出席以上講座，而中三同學亦

必須陪同家長出席。此外，為了照顧有部分家長或未能抽空於上述時間出席，是次講座的錄影

片段可於 2023 年 2 月 21 日至 3 月 10 日在以下連結重溫：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wU7OoGyvIGoCT9EDQq3zZ-opIU7p2B_p?usp=share_link 
 

 如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 2404 5506 向學務主任陳嘉慧老師或 

陳靜茵副校長查詢。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wU7OoGyvIGoCT9EDQq3zZ-opIU7p2B_p?usp=share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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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名平台（E-APP） 
   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名平台（E-APP）是一個一站式網上報名系統，適用於報讀大學聯招

（JUPAS）以外全日制經本地評審副學位和學士學位課程，當中包括「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

助計劃」下的副學位課程及「為修讀香港自資學士學位課程學生提供的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

下大部分的合資格課程。為了讓同學了解 E-APP 的詳情，本校「生涯規劃教育委員會」已於

去年 12 月 16 日為同學講解 E-APP 的申請系統及搜索課程的重點。 
 

   若同學對 E-APP 有任何疑問，須儘快與「生涯規劃教育委員會」的老師聯絡。同學亦須

瀏覽 E-APP 網站：https://www.eapp.gov.hk/，以獲取各院校的最新資訊。此外，同學務必於限

期前，透過 E-APP 網上申請系統遞交各項資料，以完成申請程序。同學應儘早完成有關申請，

避免臨近截止申請日期時互聯網出現線路繁忙的情況，影響申請程序。如有任何疑問，請致電

2404 5506 與生涯規劃教育主任程中汶老師聯絡。 
  
4. 中六畢業典禮最新安排 
   由於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於 5 月中旬結束，本校將會把原定於 2023 年 6 月 30 日（星期五）

 舉行的中六畢業典禮提前於 5 月 25 日（星期四）舉行，屆時將會派發中六離校證書，讓同學

 及早進行生涯規劃。 
 
5. 學校特別假期 
      2023 年 2 月 20 日（星期一）為學校特別假期，所有學生當天不須回校上課。 
 
 
 
                                                                     陳耀明校長 謹啟 
2023 年 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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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校奬項 

活動/比賽 主辦單位 得奬學校 奬項 

「學校疫苗接種」 
嘉許計劃 教育局 南屯門官立中學 金奬 

 
 

(二) 學生奬項 

活動/比賽 主辦單位 學生姓名及班別 奬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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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學習獎學金

（2021/22 學年） 羅氏慈善基金、教育局 6A 黃靖琪 應用學習獎學金 
（特別嘉許） 

香港視覺藝術教育節

2022「國際及本地學生

郵寄藝術作品展」比賽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4A 黃軍皓 國際區第五組別三等獎 
香港區第五組別二等獎 

5D 陳星語 國際區第五組別三等獎 
香港區第五組別三等獎 

Robomaster 2022 
機甲大師青少年對抗賽 

（香港站） 

Ask Idea （Hong Kong） 
Limited 

3C 蕭詠心   3D 曾衍愉 
4A 黃軍皓   5B 田豐源 
5C 周朗希   5C 吳姵誼 
5D 鍾浩霆   5D 黃柏濤 

分組亞軍 
 

「A.I.同理心」智能構想

（中學組）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2C 陳泳嘉   2C 陳詠詩 
2D 張柏僖 最佳創意方案獎 

「人工智能機械車循線

競賽」（中學組）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2C 陳泳嘉   2C 陳詠詩 
2D 張柏僖 優異獎 

全港青年公開演講比賽 學界菁英、香港菁英會 5C 黃焮桐 優異獎 

「城載愛• 影傳情」 
青年攝影及短片拍攝比賽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 3B 李卓怡 中學組攝影比賽優異獎 

 
 
 

 

獲奬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