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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2003至2004年度校務報告 
 

本校是香港管理專業協會主辦之第一所政府資助文法中學，開辦於1994年9月。學校

秉承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為香港培養人才的使命，致力提高學校行政效能及教學質素，

為學生提供優質教育，讓學生能有均衡的發展，以達臻善敏行，追求卓越的理想。 

 

本校校舍設備完善，全校所有課室和禮堂都有空調設備。除設有二十九間課室、十三

間特別教室和圖書館外，更設多媒體學習中心、兩間語言實驗室、三間電腦室、實習

企業辦公室、家教會辦公室、面談室、會議室、學生活動中心。 

 

2000年本校被評為全港44所增值中學之一，同年進行的教育署質素保證視學亦高度讚

揚學校的成效。2001年11月學校又再度被評為全港58所增值中學之一，是元朗區唯

一兩度被評為增值的中學。自2003年開始，政府全面公佈全港中學增值表現，本校持

續增值，成為區內能在多次增值公佈中，唯一連續上榜的學校。 

 

附圖表列了過去五年本校中學會考主要科目增值額。九位數的概念是將學校的增值成

績分成九等，第五級表示按正常發展，無顯著增值或減值，第九級表示最高增值。 

 

九位數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最佳六科 第八級 第八級 第八級 第八級 第八級 

中英數三科 第九級 第七級 第九級 第九級 第八級 

 

 

學生表現 
 

本年度中一至中三每級五班，中四至中五每級四班，中六、中七每級兩班，合共二十七

班，學生人數達1041 名。本校194 位中三同學參加初中成績評核辦法，其中190 位獲

派中四學位，3位同學升讀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或職業訓練課程，1位同學往海外升學，

整體升學率達100%。 

2004年156位中五學生參加香港中學會考，各科

總合格率達77.3%，高於全港水平。本屆會考總

成績雖較去屆進步及持續增值，但學校會繼續向

所有學科投放教學資源，力求改進。 

2004年65位文、理、商科中七學生參加香港高

級程度會考，各科總合格率達89.3%，高於全港

水平。52位同學繼續升學，其中28位同學在本

地大學攻讀學位課程，2位同學赴海外升學，22

位同學攻讀副學士或其他專上教育課程，成績令

人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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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 

 
本校教師共54名，其中47位為大學畢業生，15位持有碩士學位，1位持有博士學位。

53位教師完成師資訓練。本年度共有18位教師進修教育專業、學位或高級學位課程。 

 

學與教 

 

本年度學與教重點，包括： 

 英文科按學生能力編組，分A、B、C三個組別授課，因才施教。 
 在初中推行常規功課政策。 
 安排教學助理在數學科任教拔尖補底班。 
 利用學校發展津貼招聘導師，在課後及週末任教中四小組英文增潤班。 
 數學科及中文科與香港教育學院合作推行課堂學習研究計劃。 
 

 

主要關注事項 (成就與反思) 

 

重點發展項目一：在初中主要科目推行具挑戰性課程 

 

成就 

 在家長義工的積極支援下，初中常規功課系統運作順利，學生全年大約增加閱讀
80篇中文篇章、80篇英文篇章和80份數學作業。學務組同時每月頒發常規功課

獎項，以鼓勵同學。 

 藉著推行新的教師評鑑措施，37位被評老師成功設計和執行個人學與教改進計
劃。    

 在中三級開設物理、化學、生物和綜合商業科。 
 成功在中文科及數學科進行兩項課堂學習研究。 
 所有老師都達致學校要求的基本進修時數。 
 教學助理及外聘導師進行功課輔導，及在英文科和數學科推行拔尖補底課程。接
受功課輔導的學生達2689人次。 

 成功舉行師生週(上學期)和活動週(下學期)，加強師生關係，輔導組同時為23名
中二同學安排「飛虎計劃」，幫助個別同學應付挑戰。 

 

反思 

 部份科主任仍未熟習利用數據去分析學與教的問題和制訂學習指引。 
 在個別科目推行獨立擬卷時出現困難。 
 利用常規功課去逼使學生認識英語字彙的成效並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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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發展項目二：提升學生英語水平 

 

成就 

 成功推行升中一新生和升中四學生暑期英語班。 
 中一午膳英文班順利進行。 
 成功按初中學生能力推行分組教學。 
 動員所有高年級英文老師為中五學生進行課外小組輔導，同時按學生能力，安排
學生應考課程甲和課程乙，2004年會考課程甲合格率達66.7%，課程乙合格率達

76.7%，高於全港水平，增值指數達第八級。 

 成功按計劃舉辦6次英語活動日。 
 現任的英文科學位教師全部符合語文基準要求，非學位和兼教老師正透過進修去
達致要求。 

反思 

 根據教統局在2003年11月進行的英語視學報告建議，英文科暫時擱置建立英語
自學中心的計劃。 

 

重點發展項目三：籌備十周年校慶 

 

成就 

 籌備委員會順利成立 
 校內宣傳活動按計劃進行 
 校友會重組完成，在2004年3月選出執行委員會。 
 
 

課外活動 

 
本校的興趣小組及學會增至三十八組，種類如下︰ 

 

體育 - 網球學會、籃球隊、排球隊、手球隊、欖球隊、田徑隊、足球隊、柔道隊、箭

藝隊、羽毛球隊、野外定向隊、乒乓球學會。 

藝術 - 美術學會、合唱團、戲劇學會、西方舞蹈隊、銀樂隊、錄像學會、攝影學會。

學術 - 中文學會、中史學會、英文學會、地理學會、經商學會、數學學會、科學學會、

資訊科技學會、英語拼音班。 

興趣 - 天文學會、家政學會、園藝學會、氣槍學會。 

服務 - 少年警訊、公益少年團、童軍、女童軍、交通安全隊、圖書館領袖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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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校際活動獎項： 
 
學術 

項目 / 組織名稱 獎項 
冠軍： 6S廖彩玲 6S黃翠瑤 6S王安宜 6S岑凱琪 
 6S戴素如 6S楊嘉莉 6S吳文瀚  
季軍： 6S馮惠嫦 6S梁翠怡 6S龍婉珊 6S謝曉雯 

廉政公署、元朗公民教育委員會：
 
「廉潔選舉齊參與」元朗倡廉活動宣
傳 - 教育及宣傳設計比賽  6S李玉鳳 6S黃麗容 6S黃凱亮  

     

冠軍： 6A陳正挺 6A陳嘉汶 6A羅德倩 6A梁燕璋

國際成就計劃香港區部： 
 
第二屆「模擬企業營運決策」(Second 
Hong Kong Business Challenge 2004) 亞軍： 6A鄭千里 6A謝靜筠 6A黃慧恩 6A梁偉鴻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保良局： 
 
第六屆香港青少年數學精英選拔賽

三等榮譽：3C朱小麗 

第五十五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散文獨誦–粵語(中一男子組) 冠軍： 1B謝文薾 季軍： 1B易永源  
散文獨誦–粵語(中一女子組) 季軍： 1D甄美琪 
詩詞獨誦–普通話(中一二年女子組) 冠軍： 2C江雪怡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Form 2 Girls 季軍： 2E林詠怡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Form 3: Girls 冠軍： 3B梁穎中 

皇家化學會、香港化學會、香港數理
教育學會： 
 

 

2003-2004香港化學奧林匹克比賽
(中學組) 

優異獎： 6S 黃凱亮 
6S 陳俊傑 

6S 李啟文 
6S 李玉鳳 

6S 謝曉雯 

 
音樂 

項目 / 組織名稱 獎項 
第五十六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17歲以下英文歌曲組女聲獨唱 亞軍：4C 楊德渝 
17歲以下國語歌曲組女聲獨唱 季軍：2C 陳細欣 
18歲以下聖詩歌曲合唱組 合唱團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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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 

項目 / 組織名稱 獎項 
屋宇署主辦、教育統籌局協辦： 
 
推動樓宇安全新文化中學舞台表演
賽 

 
冠軍及最佳合作獎 

香港千禧獅子會及仁濟醫院王華湘
中學主辦、西貢民政事務處協辦：
 
「不賭有法」全港中學防範運動變賭
博計劃 2004 
 
 
 

話劇設計比賽冠軍： 
1C 李志峰 1D 蔡家橋 2A 馮淇鍵 2A 陳炫康 
 2B 何毅琛 3A裘  盈 3B 蔡淅婷 3E 利珮華 
 
宣傳短片比賽亞軍： 
3C 吳海峰 3C蘇權斌 3C黃穎恩 3C陳曉穎 
3D 吳芷穎 3D殷蘭香 3D鍾卓文 3D馮蘊貞 
3D黃意華 3D馮晞彤 
 

廉政公署： 
 
「生命快拍」德育短片創作比賽 

 
 
最佳延展活動設計獎 

職業安全健康局： 
 
「健康工作間」電腦宣傳媒體設計比
賽 

 
 
冠軍：4A鄭尚文 
 

Inno Net Company Digital Photo 
Contest for Christmas & New Year 

 
學生組亞軍：5C吳景陽 

 
體育 

項目 / 組織名稱 獎項 
優等獎及編舞獎： 教育統籌局： 

 
第四十屆學校舞蹈節 
中學西方舞組 

2B張  君 
2B林明敏 
2D黎可銦

2E周映均 
3D蘇梓瑩
3D吳詠琴

4A馮可姍 
4B鄧艷清 
4D鄒悅英 

4D陳冠穎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元朗區體育會及
元朗大會堂合辦： 
 
元朗區第二十九屆長跑大賽 
男子少年組 

 
 
 
優異獎： 
5B何瑞淞 2C廖銘豪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元朗區中學分會：
 
元朗區校際陸運會女子丙組跳高 

 
 
亞軍：2B楊嘉渝 

元朗區校際越野比賽女子乙組 季軍：3C 鄺凱珊 優異：3B 溫雅慧 
元朗區校際越野比賽女子團體 全場季軍 
元朗區校際越野比賽女子丙組 優異：1C 梁曉欣 
元朗區校際越野比賽男子甲組 季軍：3A 馮國恩 優異：6S 楊沛杰 
元朗區校際越野比賽男子團體 全場第六名 

元朗區校際排球比賽女子甲組 第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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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區校際籃球比賽女子丙組 冠軍： 
 2B 楊嘉渝

1E 陳  渝
1E 鄧凱盈 

2B 陶雅媛
1D余偉君

2B 郭希文
1E 蘇穎欣 
 

1C 梁曉欣 
1E 霍梓翹 

元朗區校際籃球比賽女子乙組 第五名 

元朗區校際籃球比賽男子乙組 第四名 
2004全港青少年春季欖球比賽 
 
女子高級組碰撞式 
女子初級組碰撞式 
女子初級組帶式 

 
 
季軍 
殿軍 
殿軍 

善竣會—善苗箭藝研究社： 
 
第三屆「善竣會」中、小學射箭賽
中學男子個人組 

 
 
冠軍：2B徐駿文 
季軍：4B曾寶霆 

中學男子隊際組 
 

亞軍：2B徐駿文 4B曾寶霆 2D鄧澤銘 
      1A 鄭浩明 

大埔柔道館主辦、遠東柔道會、王肇
枝中學及香港青年協會獅子會大埔
青年空間協辦： 
 
2003柔道隊際邀請賽- 
青年男子組 

 
 
 
 
 
季軍：4B 黃耀三 5C 吳景陽 

女子青少年組 亞軍：3C 鄺凱珊  
季軍：1C 梁曉欣 
殿軍：3B 溫雅慧 

元朗柔道會主辦、元朗區體育會協辦
 
柔道隊際錦標賽 2003 
女子青年組 

 
 
 
亞軍  4D 郭瑞華 

男童組 季軍  3E 歐耀邦 
男子少年組 
 

亞軍：3C 茹梓揚 3C 吳銘然 3A 楊偉堂 
      3E 梁偉麟 3E 胡智衡 

男子青年組 亞軍：4D 鄭明達 
 

 

總結 

本學年學校在各方面運作順利，實有賴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的支持，校董會主席、校監及

各位校董的專業領導，家校合作和全校員生共同努力，才能保持學校的教學質素。學校

將繼續努力為學生提供優質教育，以實踐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為香港培養人才的使命。 

 

            

校長：鄧振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