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齊來認識我們的新掌舵 - 陳耀明校長專訪
新到任的陳耀明校長擁有豐富的教學資歷和經驗，其工作涵蓋不同區域和組別的學校。
「到了2019年9月，我接任為南屯門官立中學第7任校長。再加上我在官校伊利沙伯中學畢
業，半輩子人也在官立學校拼博。我想沒有人比我更熟悉『官校文化』了！」陳校長笑言！
他每天懷著感恩的心，長途跋涉從中環往返屯門，站在校門外迎接師生回校，並與接送學
生的家長點頭問候。性格爽朗熱情的陳校長感受到南官濃濃的人情味。他舉例說：在一次升學
講座中，因為演講後力竭聲嘶，聲音變得沙啞，與會的家長立即買喉糖給他潤喉；又有一次，陳
校長因為公務繁忙，很晚還未離開學校，有校務處員工為此買晚飯及小食給他，令校長感到人間有情、南官有愛。
雖然是剛履新，但陳校長對學校瞭如指掌，不只是南官的一磚一瓦，對學生的優勢和才
能，亦同樣用心了解，協助其發光發亮。除了重視學術成績外，陳校長覺得南官的學生極
具潛質，所以希望能提供平台積極推廣文化藝術，如今年學校的「飛躍舞台」計劃，讓
學生發揮潛能和一展所長。學校亦舉辦不同的交流團，透過境外考察，讓學生增廣見
聞，如本校學生於2019年12月到新加坡參加日全食考察之旅、2月到哈爾濱參加文化探
索之旅(但因新型冠狀疫情被迫取消)、8月日本STEM之旅和韓國音樂之旅。來年，為了加
強學生的英語學習，更會籌辦英國及澳洲遊學團。
教育需與時俱進，陳耀明校長與老師、家長和學生商討後，會將下學年每節的上課時間由
50分鐘改為40分鐘，並會改革及重整初中課程。學校會動用100萬元撥款更換全校課室電腦、實物投影機及液晶體投
影儀，務求全面更換設施，提升教學質素。

對於未來發展，陳校長致力加強學校的科技教育、創意和戲劇教育。亦會推動「情境式教
學」，提高學生學習效能。例如英文科及普通話科將模擬茶餐廳、海關和百貨公司等情
境，教導學生在生活中運用兩文三語購物和與人溝通交談，學以致用。
南官剛慶祝三十周年校慶，學校由一棵幼苗，茁壯成長，實有賴各屆校長、師生、家

長及職工的努力耕耘，無私付出，為本校奠下穩固基石。身為校長，他希望在未來日子
與教師團隊與時俱進，繼往開來。同學們務要承傳一切得來不易的優良傳統，並要將它發
揚光大，這樣才無負前人的貢獻、師長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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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設施 / 創建 目標
虛擬科技與創新中心 
 - 未來教室

開辦「航空課程」，推廣
STEM 科技教育 
加強編程課程設計思維與 STEM 探索 

體驗室
語言，文化與溝通中心 加強「兩文三語」教學
C3 創客空間 加強創新、創業教育

培育「企業家」精神「創」立方 - 三創育成中心
南官夢工場 推廣「戲劇教育」
南官體適能健身中心 加強「體適能」健身訓練、

推廣新興運動
藝術長廊 @ 南屯官 推廣「藝術教育」和培育創

意精神
南屯官校史廊及校史館 師生共建「校史廊」及「校

史館」，保留珍貴舊回憶。
全面翻新學校外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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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學習環境、增加同學對
南官的歸屬感

年份 曾任教的學校 職位
1992-2001 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學 生物科主任、訓導主任
2001-2006 上葵涌官立中學 生物科主任、課外活動主任
2006-2011 皇仁書院 通識科主任、全人發展主任
2011-2016 荃灣官立中學 副校長
2016-2019 長洲官立中學 副校長 / 校長



第28屆周年水運會
南屯門官立中學於2019年10月11日假屯門
泳池舉行第28屆周年水運會。當天風和日麗，
比賽氣氛熱烈，賽事精彩，全日歡呼聲、喝彩
聲不絕於耳。健兒們全力以赴，師生們各司其職，
使得比賽順暢進行，圓滿結束。今屆水運會學生表現出色，6B蘇皓宏
於男甲200米自由式決賽，以2分15秒68的成績奪冠，打破大會紀錄。水運會閉幕前，
校方邀請了龍翔官立中學副校長陳翠華老師蒞臨主禮。陳老師為本校前中文科科主任，對中文科的發
展貢獻良多，重臨母校，風采依然，對學生訓勉有加，語短情長，更為是日
頒獎禮掀起了高潮。

紅社勇奪第二十八屆水運會全場總冠軍

紅社勇奪第二十八屆水運會全場總冠軍

參賽者為游泳比賽傾盡全力，
熱情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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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選手為比賽全力以赴，
盡展公平競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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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展公平競賽精神

眾家長到場為游泳健兒吶喊助威眾家長到場為游泳健兒吶喊助威

2019-20年度
第一次教師專業發展日
進步源於學習，成功有賴嘗試；突破始於追尋，卓越因懷夢想。本
年度第一次教師專業發展日在2019年10月18日舉行。當天由陳耀明校
長親自主講，分享對領袖管理的看法，並帶領各同工進行相關活動，通
過遊戲方式，加深了大家對領導、決策、溝通和團隊協作的認知，期望
藉此促進並加強各組別之間的合作性。其後，各同工根據不同學習領域進行分組
討論，在陳校長的帶領下，探討一堂「好課」應有的元素，以加強學與教的效能。活動
過程中，同工們積極地參與，氣氛融洽，度過了一個豐實的發展日。

教師們積極參與發展日活動
教師們積極參與發展日活動

從遊戲中體驗協作精神的重要從遊戲中體驗協作精神的重要破冰之旅，合作無間破冰之旅，合作無間
分組討論，交流意見分組討論，交流意見

南官長者學苑
學習是每一個人充實生命的要素。本年度，南官的學生和二十多位長者透過南官長者學苑作為平台，進行「創意百
家布」的活動。
我們一共三十多位學生、長者和老師，歡度兩天製作收納袋的活動。學生搖身一變成為「小老師」，耐心地向長者
講解有關選擇布料、使用衣車及剪裁工具的流程及注意事項，老師亦從旁協助長者完成既實用又美觀的收納袋，既達
致長者「老有所學」的效果，又能增進學生與長者的溝通，互相學習，互相影響。

重返校園，真情對話重返校園，真情對話同心協力，完成作品同心協力，完成作品 長幼聚首，歡天喜地長幼聚首，歡天喜地

2019升中
學生家長座談會暨學習體驗日
每年11月中旬，本校一如既往舉行小六升中學生家長
座談會，使本區家長及小六學生了解報讀本校的程序和情
況。新人事，新作風。陳耀明校長到任以後，一改以往這
種保守的安排，決定把資訊日改為與家長的座談會和讓小六
學生參與的活動體驗日，從而使本區家長和學生更能了解本
校的辦學特色及過去的卓越成就。消息傳出後，報名參與「升
中學生家長座談會暨學習體驗日」的人數竟多達1500人，可謂
盛況空前！然而，由於香港社會情況在11月期間非常嚴峻，教
育局亦作出了停課決定，原定當天由學生負責的接待、攤位遊戲
和表演節目，不得不被迫取消，學生也不能回校出席有關活動。
事出突然，但在校長的領導下，老師們的同心和應和家長的鼎力支
持，家長座談會活動如常進行，只是內容略有改動而已。出席當天
活動的家長和學生人數不減，家長在答問環節中，更是踴躍發言，
氣氛熱烈。毋庸置疑，舉
辦是次活動過程雖是一
波三折，但卻是非常成
功，這全賴校長和老師
們的同心同德，為南屯
門官立中學的發展投入
了無私的愛與關懷，學
校的未來也定必是璀璨
耀目，閃閃生輝！

答問環節，氣氛熱烈答問環節，氣氛熱烈

教職員謹守崗位，盡顯專業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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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校長介紹本校的辦
學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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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理念

區內家長踴躍支持，座無虛席區內家長踴躍支持，座無虛席

周年畢業暨頒獎典禮
原定2019年12月6日為本校周年畢業暨頒獎典禮舉行的日

子，但因香港社會情況的不穩定，校方取消有關活動。然而，
獲獎同學未能上台領獎，實在可惜！有見及此，校方於12月6
日早上舉辦「頒獎禮」，形式略有改動，取消了學生表演環節
及主禮嘉賓頒發獎項，改由本校資深老師、家長教師會委員和校
友會主席，頒發獎項予獲獎同學，嘉許他們在學業和課外活動的
卓越表現。當天儀式簡單而隆重，氣氛異常熾熱。全校學生見證
了獲獎同學在台上領獎的精彩一刻，確實是彌足珍貴，令人難忘！
與此同時，校方亦於當天下午舉辦了一次別開生面的茶會，宴請去
屆中六畢業生和獲獎同學。校方更為中六畢業生預備了畢業袍，讓他
們開開心心地穿上，並拍照留念。毋庸置疑，舉辦是次活動能使師生
們聚首一堂，暢談生活點滴，讓彼此情緣串成一道不斷不絕的心弦，牽
繫你我之間，珍藏永遠。

校友會陳曉雋主席頒發獎項校友會陳曉雋主席頒發獎項 懇社勇奪社際全年比賽總冠軍懇社勇奪社際全年比賽總冠軍

陳校長與畢業生
合照留念

陳校長與畢業生
合照留念

資深老師頒發獎項，別具意義
資深老師頒發獎項，別具意義

家教會委員代表頒發獎項家教會委員代表頒發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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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謹守崗位，盡顯專業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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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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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消息圖書館消息

圖書館電腦系統已於9月份更新，
全校師生可於互聯網上搜索、預
約及續借圖書。另外，圖書館系

統新設了GOOGLE BOOK功能，同學可
透過圖書館網頁，利用搜尋功能(G型符
號)查閱相關圖書，包括書本、論文、雜
誌、評論等。詳情可瀏覽圖書館網頁
h t t p : / / w w w . l i b r a r y c e o . c o m / s t -
mgss/opac/index.php。

為了推廣電子閱讀風氣，本校圖
書館開通電子圖書館服務，同學
可透過互聯網閱讀電子書。詳情

可瀏覽電子書網頁︰h t t p : / / h k . a p a -
bi.com/hkstmgss。另外，本學年亦購買

香港教育城e學校閱讀計劃服務，同學可登入教城戶口閱讀200本中、英文推介圖書，詳情可留意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有關使用說明可瀏覽圖書館網頁。

本校參加了由教育局主辦的「喜『閱』學校嘉許計劃」，以短片形式介紹學校推行閱讀周、作
家講座等閱讀推廣活動之概況。本校舉辦的活動皆獲得教育局認同，學校組及學生組的影片皆
獲「喜『閱』學生」特別嘉許獎。獲獎同學包括6B KHAWAJA NAZIR ORDONEZ、5B鄧成希、

4D伍在羽、4D凌籽朗。

為提升同學閱讀風氣，圖書館定期舉辦不同主題書展，主題分別是STEM（9月至10月）、金庸
（11月至1月），除了製作相關展板介紹外，亦鼓勵同學閱讀相關圖書。

STEM教育組STEM教育組

同學利用縫紉機合力
製作產品

同學利用縫紉機合力
製作產品

同學學習利用軟件
設計 3D打印產品
同學學習利用軟件
設計 3D打印產品

同學於課堂分享鐳
射切割產品設計
同學於課堂分享鐳
射切割產品設計

同學善用回收物料，發
揮創意，製成產品
同學善用回收物料，發
揮創意，製成產品

本年度，本校重視把STEM教育貫通在不同的學科之中，在課堂內提
供多元化機會讓學生實踐所學，提升他們的創意。另一方面，學校透過
推動比賽及舉辦活動，鞏固學生的基礎知識，藉此提高他們對科學、科
技和數學的興趣，加強他們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的能力，以及培養他
們的創造、協作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發揮才能。

中三級跨學科學習活動X STEM
本年中三級的跨學科學習活動鼓勵學生將創意付諸實踐——學生通過

學習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建構經營商業業務的基礎知識後，再引入
各種科技如鐳射切割機、3D打印機及刺繡縫紉機等進行培訓。學生以
探究式學習，結合設計思維及運算思維，配合環保概念及不同的技能，
了解顧客所需，發揮創意，設計產品。學習成果將配合學校活動日作展
示及出售。我們相信通過上述活動，學生既能實踐所學、擴闊眼界，又
能提昇自信，充實自我。

每月之星頒獎禮每月之星頒獎禮

訓導組訓導組

訓導組除致力維持校
園秩序，處理學生的違規
問題外，亦重視培養學生
的自律精神。為營造班內
的欣賞互勉氣氛，推行「
每月之星」選舉，由老師
和同學推舉，嘉許有優秀
表現的學生。

此外，為提升新一屆
領袖生的領導能力，訓
導組於2019年8月舉辦領
袖生培訓。在導師的悉
心帶領下，各領袖生從
實踐中學習，透過不同

形式的活動，體會團隊合作的重要，提升了個人的自信心。領袖生除在校園內執勤外，更協助訓導組老師檢
視同學的髮式和服飾儀容，為老師及同學締造秩序井然的校園生活而努力。新學年伊始，領袖生立即投入工
作崗位，利用已掌握的技巧，履行其職責。他們積極盡責、熱心服務、贏得老師及同學的一致讚賞。

輔導組輔導組

升中適應日營：中一新
生聆聽師長講解

升中適應日營：中一新
生聆聽師長講解

升中適應日營：
二人三足活動
升中適應日營：
二人三足活動

輔導學長參與討論輔導學長參與討論

軍事訓練日營軍事訓練日營 輔導學長參與活動輔導學長參與活動

輔導組本年度以「正向思維，正面人生」為主題，盼望在緊張的社會局勢下，宣揚接納、包容等正面價值
觀；同時透過不同的活動，提升學生的自信，從而建立正向思維，以自信、積極的態度面對人生各種挑戰。

學校社工及輔導組老師於本學年每月第一個星期五放學後舉辦2019至2020年度「輔導學長」實戰技巧
訓練。另外，2019年12月13日至14日舉辦輔導學長「訓練日營」。透過上述活動，讓所有學長發展合作精
神及領導才能，學習籌劃及帶領小組活動的技巧。

上學期，共40名中二、中三級學生在輔導學長帶領下，分別於11月2
日、12月7日參加「野外軍事訓練日營」，透過野戰體驗，提升抗逆力
及自信心。

為協助中一同學適應校園生活，及加強對學校的歸屬感，建立正面的
人際支援網，學校社工於9月21日舉辦升中適應日營，協助同學適應新
環境，以樂觀的態度面對新挑戰。
此外，學校社工及輔導組老師於
2019年10月至11月期間帶領輔導
學長舉辦中一課後活動。學校社工
透過集體遊戲，讓中一同學認識社
工角色及駐校服務；而輔導學長亦
透過小組活動與中一同學相互認
識，建立正面的人際支援網，以便
於新學年協助中一同學適應校園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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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劃
教育組

生涯規劃教育組旨在協助同學認識自我，培養個人規劃、設立目標和反思的能力，並認識各
升學就業途徑。同學通過多元化活動，獲得所需知識及技能，再配合個人興趣、能力和目標作
出明智的升學及就業選擇，將「事業、學業、抱負」與全人發展及終身學習彼此連結。

多
元
化「
生
涯
規
劃
教
育
」活
動

1中六家長教師座談會 ̶ 
家校合作推動生涯規劃教育

2 職場體驗式學習 - 規劃職途

老
師

與
家長討論其子女

學習

表
現陳

耀
明校長鼓勵同學要

有夢

想

(a)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職涯縮影」學生職場體驗計劃
生涯規劃教育組於本年九月，邀請香港中
華煤氣有限公司到校主持講座，向中四
級同學簡介其公司業務、「職涯縮影」
學生職場體驗計劃以及淺談面試和
求職技巧。講座後，南官推薦10位
中四級同學參加香港中華煤氣有限
公司主辦的「職涯縮影」計劃，包
括求職技能培訓、管理技巧、煤氣
公司工作體驗、新界農場「耕田」體
驗及學習餐桌禮儀等。

(b) 商校合作計劃——珠寶行業探索日
6B仇紫晴同學及6B邱穎儀同學於本年
11月參加了由香港珠石玉器金銀首飾業商會主辦，資歷架構秘書處
及周生生珠寶金行有限公司協辦的「珠寶行業探索日」。同學於周
生生珠寶金行有限公司分店進行實地考察，瞭解珠寶零售業的管運
過程。在參觀周生生大廈的培訓室的過程中，她們在專業鑑定師指
導下使用亮光檢測儀，比較鑽石切割後的火彩和閃爍度。管理見習
生亦和同學分享工作的挑戰。是次活動，同學獲益良多。

同學參與講座活
動

(c) 專業醫療護理服務培訓課程
修讀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
的中四級同學，於本年12月到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葵涌分校，
參與一個名為「一站式醫療
護理專業體驗日」的活動。
同學透過模擬實境進行職業
體驗，加深對醫療護理服務行
業的認識及要求。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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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南官校友經驗分享

校友會及生涯規劃教育組合作，
於2019年11月7日舉辦「南官校友分享
會」。校友們與同學分享了他們在中六學
年的應試準備、時間管理、聯招選科經
驗、面試技巧以及壓力管理等；並分享了
大學生活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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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與性教育組健康與性教育組
健康與性教育組本年度的主題是「健康生
活」，於上學期邀請YWCA婦女事工會分別為中
一至中四同學舉辦「向性騷擾說不 - Me Too - You 
Too」、「He She Meet兩性相處」、「Let's Move 
on 分手處理」三場講座，向學生灌輸正確的性觀
念，建立健康的兩性社交關係。而在10月的「無
煙新世代健康講座」中，邀請了香港吸煙與健康
委員會的教育幹事到校主講，詳述吸煙、二手
煙、三手煙及電子煙的禍害，中四同學亦從中了
解現時的控煙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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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活動
承蒙陳耀明校長、老師和同學的鼎力支持，南屯門
官立中學2019至2020年度學生會「南翊」以高達84%
的信任票成功當選，深得同學信任。「南翊」理念是
能化作南官的翼，與學校合作，帶領南官飛翔，引領
同學前進，以營造良好校風和校園環境為目標。

學生會交接儀式和就職典禮於十月中旬完成，「南
翊」正式上任，至今已為同學成功實踐多項政綱，舉辦不同活動，豐富同學的校園生活。獲陳校長支持，「南翊」成
功爭取在學校地下多用途室新設置健身區域，同學可在體育老師的指導下使用設備，鍛鍊身體。在大型學校活動的舉
辦期間，同學亦可穿著經校方批核的班衫或社衫，這不僅加強同學對所屬班別和社的歸屬感，更提高同學間的凝聚
力。

「南官敬師日」於本年度10月24日圓滿結束。同學憑藉此機會，好好報答了恩師無私的付出。當天，同學和老師更
進行了「猜猜我是誰」等互動遊戲，氣氛熱烈。而老師們亦大展歌喉，張德偉老師深情演繹《深愛着你》，伍傑賢副
校長更與兩位同學合唱《Today》，體現師生之情。學校合唱團帶領各位同學獻唱《良師頌》，希望憑歌表達對老師
的感激之情，為敬師日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南官學生會與英文學會和戲劇學會合辦萬聖節活動，同學能夠寓學習於娛樂，既學習英文詞彙，亦運用英文對話，
師生教學效能相得益彰。話劇表演中，初中和高中的學生以全英語為對白，進行了精彩的演出，搏得不少家長、老師
及同學的掌聲！在活動起始，更進行了南官第一次飛躍舞台，校長、老師和學生精心打扮成萬聖節人物，在舞台上
「行貓步」，精彩絕倫，讓在測驗後同學可以放鬆緊張心情、減輕壓力。

最後，學生會感謝陳耀明校長的支持，於12月舉辦「南官飛躍舞台暨綠色聖誕聯歡會」，當天學生和老師們在飛躍
舞台上，盡展歌喉和舞藝，傾情演唱，師生關係愈見融洽。本校承蒙家長教師會的贊助，特設幸運大抽獎環節，師生
收穫滿滿。聖誕聯歡班聚中，學生發揮團結精神，由訂購食物到課室大清潔，皆體現南官學生成熟可靠的一面。

環境教育組
環境教育組於本學年致力推動同學認識環境可持續發
展與社區的關係，分別以「極端天氣」、「識食惜
食」、「海洋資源」為主題，通過班主任課向初中同學
宣傳減廢及珍惜資源的訊息。環境教育組學生代表於早
會時段向同學分享環保心得、熱門的環保話題及推動環
保活動，包括「無冷氣日」、「氣候變化」等。小組亦
與學校環保糾察開會，跟進校內相關發展。

另外，環保教育組與學生營商體驗計劃小組協作，參
加可持續發展委員會舉辦的「2018-2020可持續發展學
校獎勵計劃」，透過回收家長及同學捐贈的衣物來縫製
「百家拼布」，宣揚久違了的克勤克儉，珍視資源的生
活方式和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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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劃教育組旨在協助同學認識自我，培養個人規劃、設立目標和反思的能力，並認識各
升學就業途徑。同學通過多元化活動，獲得所需知識及技能，再配合個人興趣、能力和目標作
出明智的升學及就業選擇，將「事業、學業、抱負」與全人發展及終身學習彼此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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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六家長教師座談會 ̶ 
家校合作推動生涯規劃教育

2 職場體驗式學習 - 規劃職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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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活點滴。

校

友
們與同學分享應

試經

驗

健康與性教育組健康與性教育組
健康與性教育組本年度的主題是「健康生
活」，於上學期邀請YWCA婦女事工會分別為中
一至中四同學舉辦「向性騷擾說不 - Me Too - You 
Too」、「He She Meet兩性相處」、「Let's Move 
on 分手處理」三場講座，向學生灌輸正確的性觀
念，建立健康的兩性社交關係。而在10月的「無
煙新世代健康講座」中，邀請了香港吸煙與健康
委員會的教育幹事到校主講，詳述吸煙、二手
煙、三手煙及電子煙的禍害，中四同學亦從中了
解現時的控煙資訊。

講
者
向

同
學分析兩性相處

應有

的
態
度同

學
通過活動認識何謂

性騷

擾

學生會活動
承蒙陳耀明校長、老師和同學的鼎力支持，南屯門
官立中學2019至2020年度學生會「南翊」以高達84%
的信任票成功當選，深得同學信任。「南翊」理念是
能化作南官的翼，與學校合作，帶領南官飛翔，引領
同學前進，以營造良好校風和校園環境為目標。

學生會交接儀式和就職典禮於十月中旬完成，「南
翊」正式上任，至今已為同學成功實踐多項政綱，舉辦不同活動，豐富同學的校園生活。獲陳校長支持，「南翊」成
功爭取在學校地下多用途室新設置健身區域，同學可在體育老師的指導下使用設備，鍛鍊身體。在大型學校活動的舉
辦期間，同學亦可穿著經校方批核的班衫或社衫，這不僅加強同學對所屬班別和社的歸屬感，更提高同學間的凝聚
力。

「南官敬師日」於本年度10月24日圓滿結束。同學憑藉此機會，好好報答了恩師無私的付出。當天，同學和老師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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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學校/教師 喜訊

南屯門官立中學校訊 - 南翱
從今個學年開始，我校的家長通訊定名為「南翱」。「南」當然是指南屯
門官立中學；或許大家不知道，這個「南」字並不簡單，在中國古代詩歌總
集《詩經》裏面，就有「周南」、「召南」兩類題材，作為王者教化民眾之
詩，故「南」字實饒富教育意味，涵義深遠。至於「翱」字，乃有一飛沖
天，翱翔萬里的意思。藉着家長通訊，把學校最新發展的消息和學生的卓越
成就，廣傳開去，不但是對本校師生所付出的努力作出肯定，且更讓本區家
長與持份者知悉本校一如既往的出色表現。陳耀明校長於今個學年到任本
校，勞心勞力，為學校帶來新風，如大鵬展翅，振翼高飛；與現今家長通訊
命名為「南翱」，確實不謀而合。同心和應，齊力共往，但願我校在下一個
里程碑，再創輝煌，騰飛萬里。

恭賀何家杰老師伉儷、陳漢龍老師伉儷新婚快樂。南官全體師生祝願兩對新人在漫長的人生旅程
中白頭偕老，永遠幸福、快樂。

Mr LAU Kwok-yiu (劉國耀老師), Head 
of our Maths Department, has been 
awarded the“Outstanding Mentor of 
the School Mentoring Award 2019”
of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Congratulations!

消委會於2-10-2019舉辦「消費文化考察
報告獎教學同行20年」嘉許禮，以表達對參
與學界的謝意。本校榮獲「睿智校園」和
「創新校園」獎。而通識科主任黃俊傑老師
和通識科李美寶老師則獲頒發「卓越老師」
獎。恭喜、恭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