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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辦學宗旨辦學宗旨辦學宗旨辦學宗旨 

 

學校致力為學生提供優質教育，讓學生在德、智、體、群、美各方面能有均衡的發展，

成為對社會及國家有承擔精神的公民。 

 

學校教育目標 

 

提供學習機會，培養學生的正確學習態度，讓學生能掌握基本的語文能力、運算能力

和資訊素養，從而具備終身學習的條件。同時，也使學生在學術、職業、德育與公民

教育、服務及體藝各方面獲取學習經歷，以促進個人和社會的發展。 

 

培育初中學生在德、智、體、群、美各方面的發展，鼓勵他們主動積極學習和發展正

面的價值觀，希望他們得到均衡發展之餘，更具備基本學科水平，並能致力於追求卓

越。 

 

提升高中學生的學術水平，使他們能為未來的學習、工作和生活作好準備。培養他們

好學的精神、批判性思考和創造能力，亦鼓勵他們對家庭、社會及國家有承擔精神和

開展國際視野。 

 

2. 我們的學校我們的學校我們的學校我們的學校 
 

本校於 1994 年 9 月創立，是由香港管理專業協會主辦之第一所政府資助文法中學。

學校在 2006 年 8 月 25 日正式成立法團校董會，加入教師校董、家長校董和獨立校董，

進一步增加學校管治的透明度和問責性。馬漢寧博士太平紳士繼續擔任校監，領導學

校發展。法團校董會組合資料如下： 

 

 辦學團體 校長 家長 教師 校友 獨立人士 

成員 7 1 1+1^ 1+1^ 0 1 

^替代校董 

 

本年度中一至中五每級五班，中六及中七每級兩班，合共二十九班。學校設備完善，

設有三十間標準課室、十多間特別教室和一間圖書館，另外還包括 English Café、多

媒體學習中心、三間電腦室、家教會辦公室、面談室、會議室和學生活動中心。全校

所有課室和禮堂都有空調設備。 

 

3. 我們的教師我們的教師我們的教師我們的教師 

 
本校教師共 63 名，其中 62 位為大學畢業生，31 位持有碩士學位，1 位持有博士學位。

校長在持續專業發展週期的第一年，完成了 61 小時的持續專業發展活動，細節如下： 

 

主要領導才能

範疇與時間 

策略方向及

政策環境 

學與教及

課程 

教師專業成

長及發展 

員工及資

源管理 

質素保證

及問責 

對外溝通

及聯繫 

累積 

2008-2009 8.0 27.0 5.5 0 15.5 35.5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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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關注事項主要關注事項主要關注事項主要關注事項 (成就與反思成就與反思成就與反思成就與反思) 

 

重點發展項目一重點發展項目一重點發展項目一重點發展項目一：：：：提升學生英語水平提升學生英語水平提升學生英語水平提升學生英語水平 

 

主要策略和工作包括： 

� 英語教學在初中和高中按學生能力分組，在預科文商班推行小班教學，針對學習

差異，因材施教。 

� 在中一級按成績編為三班英語加強班，在上學期初段於數學、科學和地理三科試

用英語授課。 

� 整合初中的英文課程，加入 Language Arts 的元素( S1-poetry; S2-drama)。 

� 針對高中學生的讀寫弱點，製作適用於中四及中六的教學材料，並在兩級部分課

題應用 Functional Grammar 教學。 

� 提供全方位課程，配合英語學習活動的推行，並提供豐富的英語媒體資源，供學

生使用，培養學生閱讀習慣。 

� 為有志和有能力的學生提供課後拔尖及銜接課程。 

 

成就： 

� 學生在多項公開考試成績有顯著進步。在 2006 至 2009 年期間，初中學生在全港

系統性評估 (TSA) 英文科的平均達標率為 81.76%，高於全港平均的 69%。中學

會考英文科成績二級以上的達標率，由 2008 年的 81.2% 上升至 2009 年的 89.5%，

高於全港平均的 66.9%。高級程度英語運用及格率，由 2008 年的 90.6%上升至

2009 年的 96.8%，高於全港平均的 71.5%。 

� 初中課程引入 Language Arts 教材，得到學生和老師的正面回應，證明這些課程對

提升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有一定幫助。 

� 學校善用早會進行集體英語活動。由 2008 年 11 月至 2009 年 3 月，中五至中七級

學生以不同方式，如音樂劇、舞蹈及簡報等，在分級早會中教導同學學習英語的

方法。由於今年的表演形式較多元化和生活化，現場觀眾反應良好。此外，在分

級早會共舉行了十六次高聲朗讀文章的活動，學生基本上願意大聲朗讀英文文章。 

� 全年共舉行了四次英語日，其中以科目為本的英文串字比賽最受中一至中四學生

歡迎，超過一百名學生獲得獎勵證書。English Funnyland 在下學期正式啟用後，已

陸續舉辦了演說比賽、英文音樂劇欣賞及英文歌唱比賽等活動。 

� 英文科於 09 年 10 月開始，正式開放 English Café。所舉辦的英語活動，包括重點

推介一些英文 Board Games，如串串字遊戲(Boggle)、每星期五天 Coffee Time、電

影欣賞、學生借用 English Café 內的資源等。學生都很喜歡到訪 English Café，並

勇於以英語和同學或老師溝通。此外，英文科老師亦推行了 9 項定期舉辦的英文

課外活動班，例如戲劇欣賞、拼字小組(Scrabble Team)、演說訓練、拼音班等，參

加的學生人數超過百人。 

� 47 位學生參加了本年度音樂朗誦節的個人英語朗誦項目，並首次有 3 位中六學生

參與公開演說比賽。比賽共獲三冠、三亞及三季成績，其他參加者亦多獲得優異

成績。 

� 學校首次演出英語音樂劇「Step by Step」。40 位中一及中二學生擔任演員和幕後

工作人員，加上 12 名舞蹈組成員和約 50 名合唱團團員及戲劇學會成員的支援，

在 2009 年 4 月 3 日英語音樂劇首次公演。該天出席的家長和學生，超過七百人，

當日演出成功，甚獲家長好評。其後，該音樂劇於 2009 年 5 月 29 日在元朗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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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校周年匯演中再度公演，觀眾包括學生、家長和社區人士。 

 

反思： 

� 今年新推行的多項活動，基本上能使學生較主動地以英語交談，但在執行上仍待

監察和完善。 

� 下學年朗讀文章的模式，會在課室內以班本形式進行。而鼓勵學生主動閱讀和積

極參與英文活動的方法仍需探討。至於英語日及有關活動的安排，會由更多的英

文老師作事前安排，希望能鼓勵更多老師和學生參與，令成效更顯著。 

� 英語興趣小組或活動，宜與其他課外活動在學期初一併招生，以免部分學生因活

動過多或撞期問題而缺席，甚至放棄興趣小組的活動。 

� 英語環境的建立需要持續的資源投放和全校參與，學校宜在固有基礎上，加大投

放資源和強化工作團隊。例如 English Funnyland 需要加添通風設備和廣播系統等，

使所舉辦的活動更多元化；而 English Cafe 需要裝置借書系統等。 

� 市場對合資格和有經驗的英語教師需求甚大，學校在招聘課後拔尖補底及銜接課

程的合適人選上遇到困難。 

� 中一英語加強班的學生基本能夠適應英語授課，惟有學生曾表示利用英語學習科

學科有一定難度。 

� 高中 Functional Grammar 的教學單元於 5 月分別在中四和中六試教。中四的單元大

概花了四節課完成，問卷顯示超過九成學生認為功能語法能幫助他們改善英文閱

讀和寫作技巧。然而，只有五成中六學生對功能語法持有以上想法，大抵因為任

教老師囿於原本英文課程緊迫，只能花上兩節課去教授功能語法的材料，因而導

致學生未能深入了解功能語法的功用。 

 

 

 

重點發展項目二重點發展項目二重點發展項目二重點發展項目二：：：：培育學生的正面價值觀和態度培育學生的正面價值觀和態度培育學生的正面價值觀和態度培育學生的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主要策略和工作包括： 

� 為各學生活動會社的學生幹事提供領袖訓練課程，讓學生學習策劃、推行及評鑑

的工作模式，培育學生幹事的責任感。 

� 各組別設計和推行針對性的活動，提升學生的正面價值觀。 

� 增加師生在課室外的接觸機會，舉辦全校性活動，製造愉快的共同經歷，例如開

放日、師生活動周、周年綜藝表演和旅行等，從而建立關愛文化。 

� 善用每次家教會活動，增加教師與家長接觸的機會；善用每年兩次的家長日去發

展良性的接觸。 

 

成就： 

� 各項活動順利完成，例如輔導組的中一成長小組、中二、三級自信心小組及歷奇

小組、中二至中七「生命火焰」計劃、性教育課程、中一服務學習計劃、大哥哥

大姐姐計劃；訓導組的自律守紀運動、滅罪運動、預防危害精神毒品、領袖生訓

練、國情教育；學生活動組的中一教育營、捐血運動、母親節送花行動、班本訓

練活動、義工嘉許計劃及學生幹事訓練班；升學及就業輔導組的生涯規劃活動、

暑期實習計劃和師友計劃；公民教育組的公民教育課程和課室清潔計劃等。 

� 本年度共有 143 名學生獲得社會福利署的義工服務嘉許獎狀，其中金獎 7 名、銀

獎 10 名和銅獎 126 名。香港紅十字會亦頒授「賈詹士夫人盃」予學校，表揚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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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踴躍捐血。 

� 學生持份者問卷在學校氣氛一項的分數理想，平均分達 3.9。 

� 家長持份者問卷在學校氣氛和家校合作兩項的分數理想，前者平均分高達 4.1，

後者平均分亦達 3.8。 

� 學生的相關情意及社交表現數據在整體滿足感、師生關係、社群關係、成就感和

對學校態度各範疇皆優於全港參考數據。其中整體滿足感得分為 2.67，為五年來

最高，亦高於全港參考數據的 2.37，反映絕大部分學生能保持正面態度。 

 

反思： 

� 新開展的「師友計劃」部分成長導師由於工作繁忙，以致未能按計劃每月與學生

聚會一次。來年會擴大導師招募範圍，除了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的員工外，亦會加

入來自各行各業的舊生。 

� 學生普遍有正面的價值觀，和一定程度的責任感，可以進一步加強其自我形象和

成就動機。 

 

 

 

重點發展項目三重點發展項目三重點發展項目三重點發展項目三：：：：培育學生的自學能力培育學生的自學能力培育學生的自學能力培育學生的自學能力 

 

主要策略和工作包括： 

� 培育學生的備課文化 

� 教師善用課業以促進學習 

� 學生懂得利用不同的工具自學 

 

成就： 

� 學生持份者問卷在題目 2(「老師經常指導我們學習方法，如課前預習、運用概念

圖、工具書及網上資源等。」)、題目 3(「老師經常指出我們的學習進展和問題。」)

和題目 8(「我經常自動自覺地學習。」的評分理想，分別是 3.8、3.9 和 3.4。 

� 學生對教學的觀感的總評分為 3.7，高於參考數據的平均數的 3.49。而學生對學

習觀感的總評分為 3.5，高於參考數據的平均數的 3.37。兩者評分皆達致 75 百分

位數的高水平。 

� 家長對學生學習觀感的總評分為 3.6，高於參考數據的平均數的 3.36，達致 75 百

分位數的高水平。 

 

反思： 

� 教師對學生學習觀感的總評分為 3.1，與參考數據的平均數的 3.13 相若，反映提

升學生的自學能力的工作只是初見成效，宜持續進行。 

� 教育局即將微調初中教學語言政策，讓學校分班、分科或分段使用英語授課，學

校宜堅持培育學生備課的良好學習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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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們的學與教我們的學與教我們的學與教我們的學與教 
 
本年度的其他學與教重點： 

� 數學科在中一、中二及中三各級按實際情況和學生能力，推行分組授課，配合課

後鞏固班，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為新高中全體學生必修數學科作好準備。初中

學生在2009年全港系統性評估 (TSA) 數學科達標率為98%，遠高於全港平均的

80%。 

� 中文科按實際情況和學生能力，安排課後學習班，包括中五口語增潤班、中五及

中三寫作訓練班、初中寫作培訓計劃等，致力提升學生中文能力。中學會考中文

科成績二級以上的達標率，由2008年的88.7% 上升至2009年的 96.5%，高於全港

平均的 71.6%。初中學生在全港系統性評估 (TSA)中文科達標率為87%，遠高於

全港平均的77%。 

� 初中專題研習科參加香港教育學院提供之校本支援計劃，推行議題探究教學，設

計六個教學單元，完成試教及正式施教，為銜接高中通識科作準備。 

� 英文科得到香港教育學院的專業支援，完成一項課堂學習研究計劃。 

 

 

6. 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 法團校董會自成立後，致力開拓資源，善用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的網絡，積極支持

學校的發展，並成立學生發展基金，致力豐富學生學習經歷和工作技能，擴濶視

野。捐款支援學生成長的人士和機構，包括惠安集團的梁啟雄主席、太平洋網絡

有限公司的林懷仁主席、管協理事薜祖麟先生和馬振玉慈善基金。學校利用相關

捐款，新辦一項師友計劃和在暑期推行「社福機構暑期見習計劃」。「社福機構

暑期見習計劃」安排24名中五學生，到不同機構實習，包括聖雅各福群會、香港

小童群益會、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白田浸信會圖書閱覽室暨老人休憩中

心、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館、香港理工大學和香港教育學院。 

� 學校繼續推行「暑期企業實習計劃」，安排4名中五學生到香港液體氣(集團)有限

公司進行四星期的實習。此外，學校亦安排5名中五學生參加香港專業聯盟的「暑

期工作體驗計劃」。 

� 學校設有多項獎學金計劃，包括羅桂祥基金獎學金、成小澄博士獎學金和家長教

師會獎學金，鼓勵學生奮發向上。 

� 學校額外自資加聘一名駐校註冊社工，以支援學生輔導工作，及專責協調融合教

育的需要。 

� 在融合教育方面，學校成立跨科組的學生支援委員會，專責制訂相關政策和統籌

融合教育工作。學校特別為6位學生，安排共16節名為「學習無障礙」的工作坊。

內容包括視覺感知能力訓練、多感官專注力訓練、圖像、故事、聯想記憶訓練等。 

� 為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堅毅抗逆精神，及配合學生的不同需要，輔導組和訓

導組分別為各級同學安排不同的活動，包括性教育課節、藥物教育講座和多個成

長小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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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學生表現學生表現學生表現學生表現 
 

公開考試公開考試公開考試公開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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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圖表列了過去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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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最佳六科 第八級 第八級 第八級 第八級 第八級 第九級 第九級 第八級 第八級 第九級 

中英數三科 第九級 第七級 第九級 第九級 第八級 第九級 第九級 第八級 第七級 第八級 

 

香港中學會考 2007 2008 2009 

考生人數 188 186 200 

考獲最佳成績的六個科目中，取得十四分或以上的學生百分率 32.4% 30.1% 48% 

 

香港高級程度會考成績 2007 2008 2009 

考生人數 62 64 62 

取得報讀本地學位課程最低要求的學生的百分率 50% 87.5% 83.8% 

 
本屆中五和中七學生在公開考試成績優異： 

� 香港中學會考全部科目及格率皆高於全港水平，非語文科目及格率高達94.9%。

14科的的優良率高於全港水平。 

� 14科香港高級程度會考科目及格率皆高於全港水平，8科的的優良率高於全港水

平，英語運用合格率高達96.7%。企業概論、中國歷史、地理、經濟、數學及統

計學及格率是100%。 

� 3位中七學生考獲2優以上的佳績，42位學生透過大學聯招辦法獲分配學位，其中

25人攻讀學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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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課外活動課外活動課外活動課外活動 

 
本校的興趣小組及學會共有三十四組，種類如下︰ 

 

體育 - 籃球隊、欖球隊、乒乓球隊、足球隊、柔道隊、跳繩隊、箭藝隊。 

藝術 - 視藝學會、合唱團、戲劇學會、舞蹈隊、銀樂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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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論隊。 

興趣 - 天文學會、生活科技學會、園藝學會、野外定向隊、攝影學會、資訊科技學

會、錄像學會、棋藝學會、橋牌學會。 

服務 - 少年警訊、童軍、女童軍、交通安全隊、義工組。 

 

 

主要校際活動獎項： 

 

學術 

組織名稱/項目 獎項 

嶺南大學 

二零零八屯門元朗中學辯論比賽 

冠軍 

6A 鄭伊淇  6A 周靜文  6A 蕭潔楹 

6A 楊翠密  6A 李志峰  6S 何芍寧 

6S 李詩婷  6S 林詠琪  6S 曾曉晴 

最佳辯論員獎 

6S  李詩婷 

元朗區青年節統籌委員會 

元朗區青年節口號創作大賽 

初中組 亞軍 3D   劉志鋒 

聖雅各福群會 

「 愛 要 說 出 口 ─給 爸 爸 的 情

話 」 比 賽  

學生組 優異獎 

3D 張美欣 

港島獅子會 

第三十三屆全港青年學藝比賽 

全港青年中文寫作比賽 

中學組 優異獎 

7S  劉潔瑩 

元朗區撲滅罪行委員會 

元朗區初中學生最佳進步獎 

3E  謝永亮  3B  譚樂瑤  4A  羅艷婷 

香港移植學會、香港腎科學會、香港腎

臟基金會、衛生署、醫院管理局、香港

醫學會、香港健康網絡 

「全球同步支持器官捐贈日」中學生 

E-Card 設計 

亞軍 6S  林詠琪 

公益少年團元朗區委員會 

簡報設計比賽 

優異獎 

6A  鄭伊淇  6A  孫詠君  6A  余偉君 

6A  何倩瑩 

優異獎 

6S  潘詩敏  6S  李佳鍾  6A  陳錦達 

教育局 

新高中學制電腦桌布設計比賽 

優異獎 6A 鄭伊淇  6A 孫詠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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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區撲滅罪行委員會 

中學電腦桌布設計比賽 

亞軍 6A  吳素素 

元朗民政事務處 

2007-2008 年度元朗區內地新來港定居

學生獎學金 

傑出學生獎 6S  吳楚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學一年級男子組詩詞獨誦粵語 

冠軍  1C  游梓聰 

季軍  1A  黃思俊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60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Form 1-Boys 

1st Runner up   1D Ng Dik Hang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Form 1-Girls 

Champion   1C Chan Hoi Nga 

2nd Runner up   1C Kwan Tsz Yan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Form 2-Girls 

Champion   2D Wong Pui Ling 

2nd Runner up  2D Wong Tsz In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Form 3-Girls 

Champion   3D Chan Yi Wing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Form 5-Girls 

1st Runner up  5A Ko Hoi Lam 

1st Runner up   5C Tsui Tze Kwan 

2nd Runner up   5C Tam Ka Chai 

Solo Verse Speaking–Non-Open Form 6 to 7 

Girls 

2nd Runner up   6S Lee Sze Ting 

 

音樂 

組織名稱/項目 獎項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61th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Festival 

Secondary School Choral Girls-----Champion 

Vocal Solo Girls Under 13  

2nd runner up 1C Chan Yuen Ying 

Hong Kong Youth Music Interflows 

Symphonic Band Contest 

Secondary Schools Junior Class 

Bronze Award 

 

藝術 

組織名稱/項目 獎項 

香港教育局 

2008 至 2009 年校際戲劇節 

最佳合作獎 

最佳女演員 3C  譚嘉慧   

元朗大會堂 

元朗區青年戲劇匯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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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 

組織名稱/項目 獎項 

香港舞蹈教育學院 

陸國雄院長生日舞會及院長盃公開賽 

1A 鄧至彤奪得 

12 歲以下拉丁舞   單項  查查查  冠軍 

12 歲以下拉丁舞   單項  森巴舞  冠軍 

12 歲以下拉丁舞   單項  倫巴舞  冠軍 

12 歲以下拉丁舞   單項  鬥牛舞  冠軍 

12 歲以下拉丁舞   單項  牛仔舞  冠軍 

12 歲以下拉丁舞   雙項          冠軍 

12 歲以下標準舞   雙項          冠軍 

16 歲以下拉丁舞   五項          季軍 

16 歲以下拉丁舞   三項          殿軍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有限公司 

第 12 屆香港公開體育舞蹈錦標賽暨第 3

屆香港公開青少年體育舞蹈錦標賽 

1A 鄧至彤奪得九項第一名，包括 : 

男女混合組   13 歲  維也納新星賽 

男女混合組   13 歲  狐步舞新星賽 

男女混合組   13 歲  華爾茲新星賽 

男女混合組   13 歲  探戈舞新星賽 

男女混合組   13 歲  快步舞新星賽 

男女混合組   13 歲  森巴舞新秀賽 

男女混合組   13 歲  查查查新秀賽 

男女混合組   13 歲  倫巴舞新秀賽 

男女混合組   13 歲  牛仔舞新秀賽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 

第三十三屆元朗區田徑運動大會 

女子少年組 400 米 亞軍  2B 袁愷茵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元朗區中學分會 

元朗學界陸運會 

女子丙組 400 米 冠軍 2B  袁愷茵 

女子丙組 800 米 季軍 2B  袁愷茵 

公民田徑會主辦 

全港青少年田徑比賽 

女子乙組 400 米 亞軍 2B  袁愷茵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 

第三十五屆九龍城區田徑運動大會 

女子丙組 400 米 季軍 2B  袁愷茵 

屈臣氏集團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08-2009 

2B 袁愷茵 

香港野外定向總會 

2008 學界分區野外定向錦標賽(新界區) 

男子甲組個人 季軍 4B  陳廣鍵 

女子乙組個人 亞軍 3E  馮楚詠 

男子甲組團體---亞軍 

男子乙組團體---亞軍 

男子丙組團體---亞軍 

女子甲組團體---亞軍 

女子乙組團體---亞軍 

女子丙組團體---亞軍 

男子全場總亞軍 

女子全場總亞軍 

登毅發展顧問 

登毅越野挑戰賽 2009 

少年組 

冠軍  6S  曾德浩   6S  尹世豪 

亞軍  6S  胡俊朗    6S  彭嘉盛 

季軍  5E  麥黎明   5D  劉冠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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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團體「空氣監察」 

第三屆鳳凰盃慈善行山比賽 

季軍  4B  鍾衍輝   

香港野外定向總會 

聯校訓練課程公園定向比賽 

男子 A 組 第四名 1D  劉耀文 

廣州體育館青少年業餘體育學校 

2009 年「粵港盃」柔道邀請賽 

男子公開組-75kg 冠軍   7S  歐耀邦 

香港大學學生會 

香港學界柔道邀請賽 2009 

男子青年組-50kg 季軍  3C  王耀宗 

粵港杯組委會 

2008「粵港杯」柔道邀請賽 

冠軍   5B  林佩欣    4B  王詩媚 

亞軍   4E  鍾沅玲    4C  廖家鈴 

     4D  蒙康玲 

民建聯荃灣支部、正東柔道聯會 

2008 國慶盃柔道錦標賽 

女子 F 組 -38kg 冠軍    5B  林佩欣 

女子 F 組 -38kg 季軍    5B  鍾沅玲 

女子 F 組 -52kg 季軍   4C  廖家鈴 

女子 H 組 -45kg 季軍    4E  甄惠玲 

南華體育會主辦、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資

助 

第四十屆香港柔道邀請錦標大賽 

女童組 13-16 歲 -52kg 冠軍  4B  王詩媚 

亞軍  4C  廖家鈴 

女童組 13-16 歲 -47kg 冠軍  4C  梁翠慧 

元朗柔道會主辦、元朗區議會贊助 

國慶盃柔道錦標賽 2008 年 

少年女子組 -44kg 季軍 5B  林佩欣 

少年女子組 -48kg 季軍 4C  梁翠慧 

少年女子組 +52kg 亞軍 4D  郭貝欣 

 季軍 4D  蒙康玲 

 季軍 4B  周芷靖 

女子組輕量級-48kg 亞軍 4C  梁翠慧 

 季軍 5B  林佩欣 

 季軍 4E  甄惠玲 

女子組輕中級-52kg 季軍 4B  王詩媚 

 季軍 4C  廖家鈴 

女子組中量級-57kg 季軍 4E  彭玉燕 

男子組中量級-73kg  亞軍 7S  歐耀邦 

荃葵射箭會 

荃葵射箭會射箭錦標賽 2008 - 2009 

 

男子初級組 冠軍及 30 米距離獎 

3C  宋凱榮 

女子青少年新秀組 冠軍及 25 米距離獎 

3D  陳愷尉 

女子青少年新秀組 亞軍及 18 米距離獎 

5A  徐婉萍 

男子青少年新秀組 冠軍及 18 米距離獎 

4A  黎宇鵠 

男子青少年新秀組 亞軍及 25 米距離獎 

3C  陳富豪 

男子青少年新秀組 季軍 

2E  潘君健 

基督教信義會心誠中學 

第五屆心誠盃射箭比賽 

反曲弓初中組 季軍 1A  蔡梓愉 



2008-2009 校務報告  11 

北區射藝會 

北區射藝會青少年室內射箭錦標賽

2009 

男子初中組隊際 冠軍 

1D  鄭衛安  1C  胡景煒  3D  王振乾 

女子初中組隊際 冠軍 

1C  高凱婷  3A  梁海堤  1A  蔡梓愉 

男子公開組隊際 冠軍 

4E  林智杰  4A  布文傑  3C  陳富豪 

男子公開組隊際 亞軍 

3C  王報旺  2E  溫詠傑  2E  潘君健 

女子公開組隊際 冠軍 

3D  陳愷尉  3A  梁綺情  3E  吳敏欣 

男子初中組個人 亞軍      1D  鄭衛安 

男子高中組個人 冠軍   4E  徐永健 

男子公開組個人 亞軍   4E  林智杰 

女子初中組個人 亞軍   1C  高凱婷 

               季軍      3A  梁海堤 

女子公開組個人 季軍   3D  陳愷尉 

香港射箭總會 

中銀香港第五十二屆體育節射箭錦標

賽 

女子反曲弓初級組 季軍    3E  吳敏欣 

男子反曲弓中級組 季軍    4A  布文傑 

順德聯誼總會譚伯羽中學 

譚伯羽盃射箭錦標賽 2009 

校際總團體  季軍 

女子公開組隊際 冠軍 

3A  梁海堤  3D  陳愷尉  3E  吳敏欣 

男子公開組隊際 亞軍 

4E  林智杰  2E  溫詠傑  2E  潘君健 

女子初中組隊際 亞軍 

1A  陳詠欣  1C  黃家儀  1E  賴心彤 

女子公開組 冠軍 3A  梁海堤 

           季軍 3D  陳愷尉 

女子初中組 冠軍 1A  陳詠欣 

香港射箭總會 

2008 香港青少年射箭公開賽 

男子丙組 殿軍 2E  溫詠傑 

男子丁組 亞軍 1D  鄭衛安 

女子丙組 殿軍 3D  陳愷尉 

男子丁組 亞軍 1A  蔡梓愉 

香港射箭總會 

香港青少年室內射箭公開賽 2009 

男子甲組 季軍 4E  林智杰 

         殿軍 4E  徐永健 

男子乙組 殿軍 3C  王報旺 

男子丙組 殿軍 2E  溫詠傑 

女子乙組 殿軍 3A  梁海堤 

女子丙組 季軍 1A  陳詠欣 

香港射箭總會 

中銀香港第五十二屆體育節射箭錦標

賽(青少年射箭錦標賽) 

男子甲組反曲弓 季軍 4E  林智杰 

男子丙組反曲弓 季軍 2E  潘君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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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射箭總會及學界體育聯會 

2009 全港學界射箭錦標賽 

男子丙組個人 季軍 2E   溫詠傑 

女子乙組個人 季軍 3A   梁海堤 

女子甲組個人 殿軍 3E   吳敏欣 

女子團體全場 季軍 

男子團體全場 亞軍 

女子甲組團體全場 季軍 

女子乙組團體全場 亞軍 

女子丙組團體全場 季軍 

男子甲組團體全場 亞軍 

男子乙組團體全場 亞軍 

男子丙組團體全場 亞軍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第二屆中學射箭邀請賽 

男子公開隊際 

冠軍 3C 宋凱榮  3C 王報旺  3C 陳富豪 

亞軍 4A 布文傑  4A 黎宇鵠  4E 林智杰 

男子初中組隊際 

冠軍 1A 張永發  1A 王駿勤  1D 鄭衛安 

女子高中組隊際 

冠軍 3A 梁綺情  3A 梁海堤  3E 吳敏欣 

女子初中組隊際 

冠軍 1A 蔡梓愉  1C 黃家儀  1C 高凱婷 

男子公開組個人 冠軍 3C  宋凱榮 

               季軍 4A  布文傑 

男子初中組個人 冠軍 1D  吳狄恆 

               亞軍 1D  鄭衛安 

女子公開組個人 冠軍 3D  陳愷尉 

女子高中組個人 冠軍 3A  梁綺情 

 亞軍 3A  梁海堤 

女子初中組個人 亞軍 1A  蔡梓愉 

            季軍 1C  黃家儀 

香港射箭總會 

2009 香港青少年射箭淘汰賽 

淘汰賽 

青少年女子組   殿軍 3D  陳愷尉 

排位賽 

男子反曲弓甲組 亞軍 4E  林智杰 

男子反曲弓丙組 殿軍 2E  潘君健 

香港射箭總會 

香港盾射箭比賽 2008 

男子反曲弓新秀組 冠軍  2E 潘君健 

香港射箭總會及西北射藝會 

第十二屆屯門康樂體育中心射箭比賽 

女子反曲弓新秀組 冠軍  3A  曾思琪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元朗區中學分會 

校際游泳錦標賽 

男子乙組 50m 蝶泳 亞軍  3B 黎朗堅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元朗區中學分會 

元朗學界籃球比賽 

男子丙組 冠軍 

香港浸會大學 

天水驕陽 2009 閃避球聯校競技日 

冠軍 

牛奶國際集團 

2008 跳動全香港 

二重跳跳繩中學組 季軍 

2C 成華殷 3D 梁詠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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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香港跳繩總會 

全港跳繩精英賽 2009 

十五歲或以上女子組團體 季軍 

單人繩速度跳比賽(15-17 歲女子組) 季軍   

3D  梁詠嵐 

單人繩速度跳接力比賽(15 歲或以上女子組) 

亞軍 

1A  蕭楚敏  1C  李金玉  3B  梁培恩 

3D  梁詠嵐 

交互繩三人速度跳接力比賽(15 歲或以上女子

組)  季軍 

1C  李金玉  3B  梁培恩  3D  梁詠嵐 

團體三人交互比賽(15 歲或以上女子組)  季

軍  

2E  區樂怡  3B  梁培恩  3D  梁詠嵐 

團體二人單人繩比賽(15 歲或以上女子組)  亞

軍 

3B  梁培恩  3D  梁詠嵐 

中國香港跳繩總會 

全港中小學跳繩比賽 2009 

中學女子組團體 亞軍  

女子組連續二重跳   冠軍  3B  梁培恩 

女子組 2 分鐘耐力跳 季軍  2C  成華殷 

女子組 2 分鐘大繩跳 亞軍 

3B  梁培恩  3D  梁詠嵐  1C  李金玉  

2C  成華殷  2C  陳思樺  1A  蕭楚敏  

1C  陳詠詩  2C  王幸婷  1C  黃柏鈴 

女子組 1 分鐘 3 人交互跳速度賽 亞軍 

3D  梁詠嵐  1C  李金玉  1C  鄧釗敏 

女子組 1 分鐘 3 人交互跳花式賽 季軍 

3B  梁培恩  2C  成華殷  2E  區樂怡 

男子組 2 分鐘大繩跳 亞軍 

1A  江志鋒  1D  陳藝通  1D 黃政 

1E  石天保  1E  梁偉剛  2E  劉耀輝 

2E  盧展鋒  2E  勞宏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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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財務報告財務報告財務報告財務報告(未經會計師審核未經會計師審核未經會計師審核未經會計師審核) 
        

政府資助     收入 $ 支出 $ 

 承上結餘    5,594,925.00  

        

       

A. 擴大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1)  行政津貼   3,151,952.19 2,461,986.45 

 2)  噪音改善津貼  363,660.00 395,979.16 

 3)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388,661.00 346,409.10 

 4)  新來港學童的校本支援計劃  241.00 0.00 

 5)  學校發展津貼  463,100.00 411,886.00 

 6)  有時限學校發展津貼  0.00 678,853.25 

 7)  基本 / 班級津貼 1,707,426.95 2,894,714.65 

 8)  整合代課教師津貼(年度)  172,497.50 108,978.50 

 9)  整合代課教師津貼(凍結)  1,853,100.00 1,412,961.00 

 10)  其他收入 (租金、利息…)  99,502.68 0.00 

    小結 : 8,200,141.32 8,711,768.11 

      

B. 其他      

 承上結餘     1,646,746.61  

        

 1)  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津貼  9,800.00 9,917.00 

 2)  校本課後學習支援計劃  71,000.00 48,970.40 

 3)  職業導向計劃  28,810.00 45,650.00 

 4)  教師專業準備津貼  480,000.00 264,073.25 

 5)  新高中課程過渡津貼  106,000.00 18,043.40 

 6)  法團校董會  0.00 214,885.06 

 7)  資訊科技設施 / 服務  0.00 199,647.38 

 8)  中學學習支援津貼  30,000.00 15,572.00 

 9)  加強高中課程支援津貼  421,140.00 0.00 

 10)  英語提升  736,926.00 690,077.86 

     小結 : 1,883,676.00 1,506,836.35 

學校津貼      

 承上結餘    1,278,863.64  

        

 1)  租金   250,620.00  

 2)  捐款   119,000.00 318,678.60 

 3)  具特定用途的收費 (包括空調電費)  42,180.00 121,347.84 

 4)  其他   17,371.58 6,944.27 

     小結 : 429,171.58 446,970.71 

        

2008-09 總盈餘   8,367,94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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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回饋與跟進回饋與跟進回饋與跟進回饋與跟進 

 

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    達達達達標標標標程度程度程度程度    跟進方法跟進方法跟進方法跟進方法    
提升學生英語水平 大部分達標 繼續定為關注事項： 

提升學生的語文表達能力 

培育學生的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責任感、尊重他人、國民身份認同、

承擔精神、堅毅、關愛、誠信 

大部分達標 恆常開展 

 

培育學生的自學能力： 

備課、促進學習的課業、從閱讀中

學習、運用工具 

部分達標 繼續定為關注事項： 

強化課堂教學效能 

 

 

    

11.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教育局於2008年到校進行校外評核工作，外評報告指出：「回首過去，領導層集中資

源，專心致志，全力發展學與教，確實取得很大成效：學校在過去三年的中學會考及

高級程度會考均取得優良的成績；課堂內教學日趨成熟，教師專業能量有所提升，學

生自學策略長足發展，教學範式已呈正面變化。另一方面，學校成功引進工商界注重

的質素管理系統和方法，成為教育界和工商界管理思維共冶一爐的最佳驗證。無可置

疑，學校在追求卓越的路途上，進展理想。」 

 

學校在各方面表現理想，學生成績優異，實有賴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的支持，法團校董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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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增值。學校將繼續努力實踐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為香港培育人才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