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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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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對社會及國家具承擔精神的公民。 
 

學校教育目標 
 

提供學習機會，培養學生正確的學習態度，讓他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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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讓學生在學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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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具備基本的學科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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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好學精神、批判性思考和創造能力，亦鼓勵他們對家庭、社會及國家具承

擔精神和開展國際視野。 
 

2. 我們的學校 
 

本校於 1994 年 9 月創立，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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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替代校董 

 
本年度新舊學制並行，中一至中七合共開辦 31 班，有教師共 67 名，全為大學畢

業生，36 位持有碩士學位，1 位持有博士學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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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識教室、三

間電腦室、家教會辦公室、面談室、會議室和學生活動中心。 
 

3. 我們的教師 
 
本校教師共 66.5 名，全為大學畢業生，36 位持有碩士學位，1 位持有博士學位。校長

在持續專業發展的三年週期的第一年完成了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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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2012 2.5 4.0 1 0 3.0 0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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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關注事項 (成就與反思) 
 
   重點發展項目一：強化課堂教學效能 
 

主要策略和工作包括： 
 教師利用工作紙和課業教導學生備課，發展成「預習備課課堂教學鞏固課

業預習備課」的良好循環模式。 
 中文科、數學科和科學科按課堂學習研究方法，進行集體備課。 
 英文科建構 Listening Resource Bank，並於中一及中四級舉行 English Self： 

Assessment Test。 
 外聘英語教育專家，推行「非語文教師以英語授課」的校本培訓計劃，形式包

括講座和教學視導(專家駐校)，以提升教師的課堂教學成效。 
 優化新高中通識科課程。 
 於專題研習及通識教育科、化學科、新高中通識科進行合作學習。 
 
成就及反思： 
 學生於公開考試成績保持水準。2012 年香港高級程度會考全部科目及格率和優

良率均高於全港水平，總及格率更高達 91.8%；於首屆中學文憑考試考獲二級

或以上成績的學生高達 96.6%，顯示高中教學效能維持高水平。 
 學生持份者問卷在「教學觀感範疇」的題目評分理想，達致 75 百分位數的高

水平，反映教師能努力提升課堂教學效能。 
 就觀課所見和科組報告顯示，教師已普遍利用工作紙和課業教導學生備課，而

個別科組更已成功建立分享優秀課業的文化。 
 針對中文科卷五綜合能力「語境意識」中如何寫開首和收結，中文科中六級老

師共同設計出一份適用於各類常用語境的筆記，供高中學生參考。 
 英文科完成建構 Listening Resource Bank，初中課程已計劃於 2012/2013 年度，

除聆聽教科書外，加入一本自學聆聽練習。 
 英文基準試中，有 80%中一級同學達標，而中四級約有 75%同學達標，成績仍

有進步空間。 
 數學科、科學科和地理科參加由 Dr Philip Hoare 主持的校本「非語文教師以英

語授課」培訓計劃，進行多項科本教師發展活動，如透過同儕協作，提升教師

的提問技巧；研究以英語教授數學的策略，及共同設計課業以促進學生的學習。

 新高中通識科有系統地優化中四及中五級課程和設計中六級課程；初中專題研

習及通識教育科亦完成更新「通識網上自學課業計劃」的閱讀材料及課業，並

繼續在課堂上推行合作學習。 
 化學科繼續多採用探究式和互動式學習活動，如小組討論、實驗及解難式等。

大部分學生表示課前備課及課後即時溫習使他們的成績更理想。從課堂觀察所

得，學生一般對化學科知識感興趣，但能力稍遜的學生由於未能掌握基本知

識，當面對要書寫不同的化學方程式和運算時，便稍感吃力。 
 學校於 2012 年 4 月至 6 月期間，分別安排了 1 位教師到山東濰坊及 24 位教師

和校長到廣州思源考察，學習國內推行自主合作學習課堂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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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發展項目二：提升學生的語文表達能力 
 
主要策略和工作包括： 
 檢視和優化中英文兩科的垂直課程及高中英文科的分組教學安排。 
 提供展示學生各類優秀文章的途徑。 
 安排學生參與校內及校外相關語文活動，提升語文表達能力。 
 
成就及反思：： 
 英文科的垂直課程進展良好，三年高中課程已經完成並進行檢討，方向明確清

晰，當中寫作教材及聆聽部分將會修訂及進一步加強內容。 
 高中英文科大部分為小班教學，且因應能力分班，能力最弱的組別人數亦相對較

少，老師反映這措施能有效改善學生的學習差異問題。2012 年文憑考試成績理

想，考獲英文二級或以上成績的高達 95.2%，足證小班教學能有效幫助學生應付

公開考試。 
 在 10 月中，英文科與體育科合作，舉行了以英文主持及報名的長跑活動。於 11

月與科學科合作，安排了約 500 名中一至中五級學生，出席在禮堂舉辦的法證講

座。在活動周期間，安排了第二次英文拼字比賽，超過 120 位學生參加。在 2 月

則與 OLE 組合作，為中四級學生提供一個欣賞英語話劇的機會。在 3 月再次與

體育科合作，要求學生以英語邀請教師參與班際體適能活動。5 月則舉行了為期

五天的英語周，活動包括作文比賽及優勝者文章展覽、攤位遊戲、英文歌唱比賽、

中五級社際時事問答比賽及其他遊戲。 
 於校際英文朗誦節中，有 65 位學生參加了個人朗誦及文章朗讀項目，亦有 36 位

學生進行集誦項目。個人比賽中，共獲一亞及多項優良成績。 
 本年共有 29 位英語大使，協助推廣及進行各類英語活動，並負責接待超過十間

小學的學生和嘉賓。其中 8 名英語大使於 2012 年 3 月接受演說訓練，並參加演

說比賽，1C 曾孝姸同學更在第一屆元朗英語演說比賽中奪得冠軍。 
 中文科的「博之以文」網誌，為學生提供一個閱讀及寫作平台，除展示學生優秀

的語文作品外，亦有學生參與寫作及留言，全年共發表了 190 篇文章，有 1161
個留言，學生投稿 120 篇，點擊達 120860 次，效果令人滿意。 

 中文科邀請劇團到校演出和授課，透過導師講授一般技巧和欣賞數齣不同的話

劇，讓學生掌握基本的劇本創作及演出技巧。中文科首辦「中文口語藝術周」，

活動形式多樣化，計有講故事、演講、配音、話劇等，結合課程所學和活動，提

升學生的語文表達能力。 
 於校際中文朗誦節中，26 位學生參與獨誦項目，所有同學均獲得優良成績；另外共得三

冠五季佳績，表現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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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發展項目三：培育學生的成就動機 

 
主要策略和工作包括： 
 透過公民教育課程、早會短講和班主任課，讓學生了解與成就動機有關的概念。

 規劃在高中時間表內開辦或與其他學校合辦在本校/他校修讀的應用學習課程，幫

助個別學生保持對新高中四個必修科的學習動力。 
 利用學生發展基金推行擴闊學生視野的活動，並資助學生參加國際比賽。 
 透過不同的方式和活動，表揚和展示學生的學習成就。 
 
成就及反思： 
 據 APASO 數據顯示，學生的整體成就感由 2007/2008 學年的 2.47，升至 2008/2009

學年的 2.74，再進一步提升至 2009/2010 學年的 2.82，高於全港參考數據的 2.37。

APASO 在 2011 年改用 2.0 新版本，2010/2011 學年的學生整體成就感數據是

2.64，高於香港常模的 2.49，是正面和理想的表現。2011/2012 學生整體成就感數

據是 2.6，情況保持理想。 
 學生持份者問卷在「學生成長支援範疇」的題目中評分理想，全部達致 75 百分

位數的高水平。 
 在學校資助下，4 位中五和 10 位中六同學修讀應用學習課程；3 位中四同學參加

屯門/元朗區高中聯合課程，分別修讀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高中音樂科和體育科。

 「學生發展基金」資助學校啦啦隊代表香港到泰國參加亞洲賽，並資助了一位同

學到韓國參加亞洲跳繩大賽。 

 學校以「Rising Stars」為主題，於 2012 年 5 月舉辦了兩場周年匯演，公開展示

學生在演藝方面的學習成就，表演包括英語演講、英語朗誦、英語話劇、英語音

樂劇和舞蹈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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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力豐富學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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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惠安集團主席梁啟雄先生、太平洋

網絡有限公司主席林懷仁先生、華嘉集團董事總經理莊成鑫先生和馬振玉慈善基

金等。學校利用相關捐款，繼續推行師友計劃和「社福機構暑期見習計劃」，安

排 12 名中四學生於暑假期間到聖雅各福群會和香港小童群益會工作四星期。 

 學校亦安排 3 名高中畢業生參加香港管理專業協會的「企業暑期見習計劃」，分

別於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和香港液體氣(集團)有限公司工作。 

 學校設有多項獎學金，除原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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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新設「勵志儉學獎學金」，鼓勵學生奮發向上。 

 學校額外自資增聘一名駐校輔導員，以支援學生輔導工作，及專責協調融合教育

的需要。 

 為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堅毅的抗逆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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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服務學習計劃、性教育課、藥物教

育講座和多個成長小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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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學生表現 
 
   公開考試 
 
   香港高級程度會考： 

 64位中七同學參加香港高級程度會考，全部科目及格率和優良率均高於全港

水平，總及格率更高達91.8%。 
 中國語文及文化、企業概論、中國歷史、會計學原理、電腦應用、地理和經

濟(AS)共7科及格率為100%。 
 7位學生考獲1優以上的成績，其中2位學生更考獲2優以上的佳績，32位學生

透過大學聯招辦法獲分配學位，其中26人攻讀學士課程。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187位中六同學參加首屆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考獲二級或以上成績的高達

96.6%，高於全港水平。 
 16個學科之成績高於全港水平。其中數學–延伸部分(微積分與統計)、數學–

延伸部分(代數與微積分)、生物、企業–會計與財務概論、資訊及通訊科技、

中國歷史及物理之及格率更達100%。 
 12個學科之優良率(等級四或以上)高於全港水平；包括中國語文、通識教育、

數學–必修部分、數學–延伸部分(微積分與統計)、生物、物理、中國歷史、

地理、資訊及通訊科技、旅遊與款待、企業–會計與財務概論及視覺藝術。 
 40.6%學生考獲大學學士入學資格，高於全港的36.6%。 
 88.7%學生考獲副學士入學資格，遠高於全港的68.6%。 
 52位學生透過大學聯招辦法獲分配學位，其中40人攻讀學士課程。  

 
其他國際考試： 
 學校資助 12 名高中學生參加 2012 年 8 月的國家語委普通話水平測試，所有

應考學生皆取得滿意成績，其中 2 名學生取得二級甲等成績，1 名學生更考

獲 92.4 分，取得一級乙等成績。 
 2名高中學生應考澳洲國家化學測試，表現卓越，在全球十多萬考生中取得

特別優異成績(High Disti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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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課外活動 
 

本校的興趣小組及學會共有四十七組，種類如下： 

學術 ： 英文學會、中文學會、中史學會、科學學會、數學學會、通識學會、      

地理學會、資訊科技學會、商業學會、天文學會、辯論隊、閱讀學會。 

藝術 ： 合唱團、舞蹈隊、銀樂隊、視藝學會、戲劇學會、英文話劇組、微電影

學會、攝影學會、口琴班、小提琴班。 

興趣 ： 園藝學會、科技與生活學會、棋藝學會、宗教小組、啦啦隊、集郵學會、

結他班、魔術學會、氣槍隊、Scrabble Team。 

體育 ： 羽毛球隊、籃球隊、乒乓球隊、欖球隊、箭藝隊、野外定向隊、排球隊、        

閃避球隊、長跑隊、劍擊隊、跳繩隊。 

服務 ： 少年警訊、童軍、女童軍、義工隊。 
 

主要校際活動獎項： 

 
學術方面 

 
S：Math 數學全面提升計劃 及 SP Xpress 香港教育學院評估研究中心-2010/2011
年度 S：Math 數學全面提升計劃 
成績傑出獎 :      4B 陳嘉俊   4B 魏理杰   5B 陳家榮 

傑出數學成就獎 :  4B 魏理杰 
 
拉撒路會有限公司 -  2011 全港中學生「生死教育」徵文比賽 

優異獎 :  7S 胡美寶  7S 劉秀婷 

安慰獎 :  7S 馮溍龍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 第六十三屆香港學校中文朗誦節 

散文獨誦 冠軍： 1A 羅諺鎂 

散文獨誦 冠軍： 2B 黃儀 

詩詞獨誦 冠軍： 4A 黃思俊 

詩詞獨誦 季軍： 5A 羅勵嘉 

散文獨誦 季軍： 1B 陳咏茵     1C 陳嘉雯    1D 鄭凱晴    1C 李嘉妙 
 
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港澳台灣同鄉會及光華新聞文化中心 - 精彩 100！讓台港

更讚！創意點子王大集合 

亞軍   ： 5C 成華殷 

優異獎 ： 6E 郭卓敏 

入選獎 ： 6C 陳愷尉  6C 莊瑞濱  6C 李庚玲  6D 陳偉倫  

          6D 張希林  6D 尹玉珊  6E 陳嘉欣  6E 譚祐銘 
 
GTTP (Global Travel & Tourism Partnership) – International Travel Writing 
Competition(Secret Trails of  Hong Kong)2011 旅遊文章寫作比賽 (香港旅遊路徑探

秘) 

香港區冠軍：5C 張浩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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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總教育基金有限公司、新界扶輪社、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香港商業教育學會 – 
新界傑出商科學生優異獎 
新界傑出商科學生優異獎： 5D 楊佩璋 
  
香港教育工作者聯會及教育局課程發展處資優教育組 - 第四屆香港數學創意解

難比賽 2011/2012 
中學組初賽銅獎：1D 林偉杰   1D 陳子健   1D 賴健錕   1D 陳君諾 
 
保良局 及 香港數理教育學會 - 第十四屆香港青少年數學精英選拔賽 2011/2012
個人賽三等獎 ：3B 羅津灝 
 
Chiu Lut Sau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 First Plain English Speaking Contest 
2011/2012 
Champion：1C Tsang Hau Yin, Hilary 
 
Australia Education Link -  The Hong Kong Schools English Writing Contest 2012 
Merit Award：1A 王嘉敏  6D 陳璟璇   6E 吳珈蔚  

Acceptance ： 1B 林伊汶  1C Pun Lokendra  2B 何家俊  2C 張凱婷  2C 張凱琦

        4A 黎彥彤  4A 黃柏鈴      4A 劉東生  4A 吳詠恩  4E 陳婉瑛

    6D 陳偉倫 
 
香港管理專業協會羅桂祥中學數學學會及元朗公立中學校友會鄧兆棠中學數學

學會 - 第九屆友校數學比賽 
中一級    (一等獎)： 1D 陳志威  

(二等獎)： 1C 張浩然  1D 陳子健  1D 賴建錕  1D 黃凱謙 
(三等獎)： 1C 譚顯鋒  1C 張智傑  1D 陳君諾 

中二級    (一等獎)： 2C 楊証鈞  2E 廖嘉諾 
(二等獎)： 2E 何婷婷 
(三等獎)： 2C 李卓峰  2D 鍾力恆  2E 楊錦富 

中三級    (一等獎)： 3C 張俊賢 
(二等獎)： 3A 林嘉禮  3B 羅津灝  3C 李淑筠  3C 賴頌軒 
(三等獎)： 3A 李坤翰  3C 顏繼豪  3C 謝俊彥  3E 曾家熙 

團體賽獎  中一級冠軍、中三級冠軍 
 
2012 希望杯國際數學競賽 
中一級優異獎：1C 譚顯鋒   1C 張浩然 
 
新家園協會 - 新家園傑出中學生獎學金 
6E 葉婷欣 
 
香港珠算協會及香港多元智能教育與研究學會 - 2012 年多元智能盃 
數學中一組個人三等獎：1C 張浩然  
 
慧妍雅集「TES 2012 德國創遊樂」-「最佳博客獎」、「最優秀校隊獎」 

4E 陳詠詩  4A 李若彤  5A 陸文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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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方面 
 
香港教育城主辦 - 2010/2011 年度教育城創作獎勵計劃 

團體獎項  最積極參與獎季軍（第一期） 

          最積極參與獎季軍（第三期） 

個人獎項  攝影類優異作品獎       ： 7A 李俊朗 

          校園生活類優異作品獎   ： 3C 李美然  

          旅遊見聞類優異作品獎   ： 3C 陳雅靜 

          旅遊見聞類優異作品獎   ： 3C 李斯惠   

          閱讀隨筆類優異作品獎   ： 3A 關寶玲 

          圖畫／動畫類優異作品獎 ： 3C 梁穎欣   
 
壹團和戲 -  2011「我心寫我區」戲劇比賽 

優秀演員獎：3C 李美然  
 
社區投資共享基金 - 「齊結互助網 社區動起來」話劇比賽 
最佳演繹社會資本理念獎 

1A 林靖嵐  1A 廖浩賢  1B 鍾佩頤  1B 利穎儀  1B 程天慧  1B 陳穎兒  

1C 陳嘉怡  1C 劉霆欣  1C 黃蕙思  1D 陳嘉琪  1D 黃永輝  1D 余杰雄  

1D 楊燕    2A 陳冠珊  2A 黃凱莉  2A 嚴明杰  2B 梁瑋蒨  2C 何敏怡 

2E 何嘉欣  3A 梁瑜軒  3A 黃浩維  3A 陳彥婷  3C 李泳芯  3C 陳雅靜  
3C 鍾焯儒  3C 李美然  3C 梁瑜晞  3C 黃蕙心  3C 李天朗  3D 林詠德 
3E 吳紫蘊  3E 蔡海儀   
 
2011/12 學校戲劇節英語話劇比賽 

傑出導演獎     ： 4D 鄧至彤 

傑出女演員獎   ： 1C 張慧芳  3B 葉善晴  4E 衛家怡  4E 陳凱雅   

                  4E 李容容   5D 楊佩璋 

傑出男演員獎   ： 4B 梁善學     4D 鄧至彤 

傑出舞台效果獎  ： 2C 郭穎銦    3E 蔡海儀  3E 吳紫蘊 

傑出合作獎     ： 英語話劇組成員 

傑出整體演出獎 ： 英語話劇組成員  

1C 張慧芳  1C 關詠芯  1C 蔡淑懿   1D 林亭昕 1D 戴娜婷  1D 盧永欣 

1D 鄒悅妍  1D  彭裕彤  1D  郭凱珊  2B  何家俊  2C  張凱婷  2C 郭穎銦 

2D 鄧詩銘  2D 胡麗琪  3B 葉善晴  3E 蔡海儀  3E 吳紫蘊  4B 梁善學   

4D  鄧至彤  4E 陳凱雅   4E  衛家怡  4E 李容容  5D 楊佩璋   
 
「“MY”廣告…點止說不咁簡單」頒獎典禮  
最受歡迎廣告獎  
傑出表現獎： 4D 羅曼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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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處 - 全港中學校際「消防安全」宣傳短劇創作比賽 
優異獎 
1A 廖浩賢   1A 林靖嵐   1B 利穎儀   1B 鍾佩頤   1C 黃蕙思 
1D 王永輝   1D 余杰雄   1D 楊燕     1D 陳嘉琪   2A 陳冠珊 
2A 黃凱莉   2B 梁瑋蒨   2E 何嘉欣   3A 梁瑜軒   3A 黃浩維 
3B 梁浩詩   3C 梁瑜晞   3C 鍾焯儒   3C 李泳芯   3C 李美然 
3E 吳紫蘊   3E 蔡海儀   3E 夏晧暉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 第四十八屆校際舞蹈節 
 
優等獎 
1B 利穎儀   1D 鄭凱晴   3A 梁俊珊   3B 陳樂瑤   3B 霍梓騫   3B 馮希晴 
3B 關希敏   3B 黃曉鈴   3B 王嘉婷   3D 譚紫苗   4C 歐景桃   4C 蘇嘉儀 
4E 黃世渟   5A 李思彤   5C 羅麗欣   5C 黃靖兒   5C 黃鳳珊   5C 王幸婷 
5E 吳紫瑩   5E 蕭諾     5E 杜永樂   5E 黃安兒 
 
 
 
興趣 
 
天藝棋院、元朗象棋會及元朗大會堂 -  2011 天藝盃中國象棋大賽(中學組) 
二等優異獎(中學組) : 3A 徐卓亮 
 
香港離島婦女聯會有限公司 - 好手藝 ─ 環保衣飾設計比賽 

優異獎：3B 蔡穎詩  3C 劉樂怡 
 
屯門青年協會 - 全港學界大富翁比賽 

個人組 季軍   ： 4A 周博文 

       優異獎 ： 4B 陳廣朗  4B 陳國樑 

團體組 冠軍   ： 4A 周博文  4B 陳志豪  4B 陳國樑  4E 黃林峰 
 
博愛醫院 - 元朗區學校及青少年啦啦隊比賽 

全場總冠軍、中學組冠軍、金獎、最佳編排、最佳啦啦隊精神大獎 
 1C 陳嘉怡   1D 張舒嵐   1D 余靖蘭   2B 凌珮珊   2D 甄凱盈   2E 郭鈿美 
3D 周紹聰   3D 馬偉豪   3E 黃政     4A 李若彤   4A 盧小雯   4C 鄭佩儀 
4D 陳嘉瑩   4D 趙嘉英   4D 石天保   4E 李嘉敏   5C 黃鳳珊   5E 吳紫瑩 
5B 張繼月   5E 劉寶君       
  

 

MATTEL GAMES -  Scrabble The Inter：school Championship 2012 
殿軍：2E 郭煒琪   2E 陳建誠   2E 曾梓德   2E 黃子聰 
 

香港魔術同業協會及香港工會聯合會業餘進修中心 - 全港學界校際魔術大賽 2012
冠軍：2C 陳綺樺  2C 莊巧儀  4C 梁泳淋  4E 梁慧兒  5B 黃嘉俊  5B 袁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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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 
 
康樂及文化事務署 - 九龍城區分齡乒乓球賽 

季軍：6A 宋凱榮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元朗區中學分會)  -  2011/2012 年度學界乒乓球比賽(元朗區) 

女甲團體組亞軍：4A 張鉥瑩   4C 藍婷     6C 陳愷尉 

男乙團體組亞軍：3D 周錦源   4A 鄺梓賢   4C 吳雋堯 

男丙團體組冠軍：2A 袁晉杰   2C 劉銘鴻   2D 陳思齊   2D 冼嘉駿 

 

天盛苑業主立案法團、元朗公立中學校友會鄧兆棠中學合辦 - 天盛盃乒乓球賽 

男子青年組季軍：4C 吳雋堯 

 

亞洲跳繩聯盟 - 第六屆亞洲跳繩錦標賽 

交互花式       季軍：2A 羅駿灝 

四人同步花式   季軍：2A 羅駿灝 

14 歲以下男子 總季軍：2A 羅駿灝 

 

中國香港跳繩總會 - 全港跳繩精英賽 2012 

十二至十四歲 

男子組單人繩速度跳          亞軍：2A 羅駿灝 

 

十四歲或以下公開組 

單人繩速度及二重跳接力比賽 季軍：1B 劉世傑   1C 司徒傑   1D 羅寶瑩    

2A 羅駿灝 

團體二人單人繩比賽         季軍：1D 羅寶瑩   2A 羅駿灝 

團體四人單人繩比賽         季軍：1B 劉世傑   1C 司徒傑   1D 羅寶瑩 

2A 羅駿灝  

團體三人交互繩比賽          季軍：1B 劉世傑   1D 羅寶瑩   2A 羅駿灝 

團體                        季軍：1B 劉世傑   1C 司徒傑   1D 羅寶瑩 

2A 羅駿灝 

 

全港跳繩精英賽 2012 團體冠軍：   

1B 劉世傑   1C 歐靜霖   1C 司徒傑   1D 陳心絃   1D 羅寶瑩   2A 羅駿灝 
2B 吳嘉琪   3A 蔡婉喬   3A 何穎欣   3A 李泳楹   3A 黃雯文   3C 張鈺珊 
3C 康韵詩 
 

中國香港跳繩總會 - 跳繩表演杯 

團體冠軍 

1B 劉世傑   1C 歐靜霖   1C 司徒傑   1D 陳心絃   1D 羅寶瑩   2A 羅駿灝 
2B 吳嘉琪   3A 蔡婉喬   3A 何穎欣   3A 李泳楹   3A 黃雯文   3C 張鈺珊 
3C 康韵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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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德聯誼總會譚伯羽中學及香港管理專業協會羅桂祥中學 - 2011/2012 友校射箭對

抗賽 

女子中一組 冠軍：1B 卜凱瑩 

亞軍：1C 劉霆欣  

季軍：1D 鄒悅妍 

殿軍：1A 吳綽盈 

男子中一組 冠軍：1C 葉尚賢 

季軍：1A 羅志鵬 

男子丙組   冠軍：2D 馬明誠 

亞軍：2A 陳宇軒 

女子乙組   冠軍：3A 潘樂鏞 

季軍：3C 李淑筠 

殿軍：2B 梁瑋蒨 

男子乙組   冠軍：3E 馮浩賢 

殿軍：3E 彭穎鏘 

女子甲組   季軍：4E 黃家儀 

殿軍：4E 陳詠欣 

男子甲組   亞軍：5B 溫詠傑 

殿軍：5E 潘君健 

 

心誠中學 – 心誠盃射箭賽 2011 

女子丙組   冠軍：1D 鄒悅妍 

   季軍：1B 卜凱瑩 

殿軍：1C 劉霆欣 

男子丙組   殿軍：1A 許浩棠 

 

荃葵射箭會 – 2011/2012 荃葵射箭會射箭錦標賽 

男子青少年新秀組 冠軍 及 25 米距離獎：2D 馬明誠 

女子青少年新秀組 冠軍 及 18 米距離獎：1D 鄒悅妍 

季軍：1C 劉霆欣 

殿軍：1B 卜凱瑩 

女子初級組   亞軍：3A 潘樂鏞 

             殿軍 及 30 米距離獎：3C 李淑筠  

青少年隊際賽 亞軍：1A 羅志鵬   1D 鄒悅妍   2D 馬明誠 

 

香港射箭總會 -  香港青少年室內射箭淘汰賽 

女子甲組 第六名：5B 張繼月 

   第八名：4E 陳詠欣 

女子乙組   殿軍：3A 潘樂鏞 

第八名：3C 李淑筠 

女子丙組   季軍：1D 鄒悅妍 

第六名：1B 卜凱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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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銀香港體育節 - 香港體育節射箭錦標賽 

女子甲組季軍：5B 張繼月 

 

新界地域中學校際射箭比賽 

女子甲組 

團體賽  亞軍：5B 張繼月   6E 吳敏欣   6B 梁海堤 

個人賽  季軍：6E 吳敏欣 

女子乙組 

團體賽  季軍：3A 潘樂鏞   3C 李淑君   3C 曾皓恩 

個人賽  亞軍：3C 李淑君 

女子丙組 

團體賽  亞軍：1B 卜凱瑩   1D 鄒悅妍   1C 劉霆欣 

個人賽  季軍：1D 鄒悅妍 

男子乙組 

團體賽  季軍：4D 鄭衛安   3E 馮浩賢   3E 彭穎鏘 

男子丙組 

團體賽  季軍：2D 馬明誠   2E 陳錦軒   1A 許浩棠 

 

香港青少年室內射箭公開賽 
女子乙組    季軍：3C 李淑君 

殿軍：3C 曾皓恩 
女子丙組    亞軍：1D 鄒悅妍  

第五名：2D 何穎錡 
 
聯校射箭比賽 
男子反曲弓新秀組季軍：1A 許浩棠 
 
譚伯羽盃  

女子公開組團體亞軍 

男子初中組亞軍：1A 許浩棠  

女子高中組亞軍：2D 何穎錡 

香港盃射箭比賽 

女子新秀組冠軍、18 米距離獎 及 25 米距離獎：1D 鄒悅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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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管理專業協會羅桂祥中學 – 羅桂祥盃中學射箭邀請賽 
男子甲組  
季軍      ： 6A 宋凱榮 
殿軍      ： 5B 溫詠傑 
團體冠軍  ： 5B 溫詠傑   6A 宋凱榮   7S 布文傑 
女子甲組 
冠軍      ： 6E 吳敏恩 
亞軍      ： 5B 張繼月 
季軍      ： 6B 梁海提 
殿軍      ： 4E 陳詠欣 
團體冠軍  ： 5B 張繼月   6E 吳敏恩   6B 梁海提 
男子乙組 
亞軍      ： 3E 馮浩賢 
團體亞軍  ： 2A 潘汶浩   3E 馮浩賢   4D 鄭衛安    
女子乙組 
冠軍      ： 3E 李淑筠 
亞軍      ： 3A 潘樂鏞 
季軍      ： 3C 曾皓恩 
團體冠軍  ： 3A 潘樂鏞   3C 曾皓恩   3E 李淑筠   
男子丙組 
冠軍      ： 2D 馬明誠 
亞軍      ： 1A 許浩棠 
團體冠軍  ： 1A 許浩棠   2D 馬明誠   2E 陳錦軒 
女子丙組 
冠軍      ： 2D 何穎錡 
亞軍      ： 1D 鄒悅妍 
季軍      ： 1C 劉霆欣 
團體冠軍  ： 1D 鄒悅妍   1C 劉霆欣   2D 何穎錡 
 
北區區議會旅遊工作小組、北區青年協會 – 北區定向節定向比賽 
男子初中組 第 7 名：1B 鄧加衛 
女子初中組 第 6 名：3C 溫詠昭   
 
香港野外定向總會 -  2011 年學界分區野外定向錦標賽 
全新界區女子甲組冠軍   ： 7A 余芷螢 
全新界區女子乙組第五名 ： 3C 溫詠昭 
全新界區女子丙組季軍   ： 2C 王姿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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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野外定向會 China Health 定向團隊暨個人賽 

男子青少年組 冠軍： 1B 鄧加衛 
             亞軍： 3C 張俊賢  
             季軍： 2B 樊旭泰 
女子青少年組 冠軍： 7A 余芷螢 
             亞軍： 2C 王姿穎   
             季軍： 2B 梁瑋蒨 

 

皇仁書院 150 周年校慶定向比賽 

男子初中組冠軍：2B 田旭朗 

 

香港野外定向總會 - 新界區公園定向比賽 

男子丙組亞軍：1D 賴建錕     

        季軍：2B 田旭朗 

 

中銀香港體育節 - 野外定向接力賽 
女子 B 組季軍：2B 梁瑋蒨   2C 王姿穎   3C 溫詠昭 
 
屯門區康樂事務辦事處 - 屯門區長跑比賽 
男子青年組個人賽第 6 名：4E 朱逸昭 
 
大埔體育會 - 大埔區長跑比賽 
男子青年組第 6 名：6E 譚祐銘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元朗區中學分會) - 元朗區學界越野比賽  
男子甲組第 8 名：6E 譚祐銘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元朗區中學分會 - 2011/2012 年度元朗區校際田徑比賽 
女子丙組團體季軍：  
1A 蘇婉儀   1B 馮詠文   1B 林伊汶   1C 李泳漪   1D 林亭昕 
2B 黃儀     2B 黃幗嫣   2B 凌珮珊   2B 黃佩妍   2C 王姿穎 
2D 鄧愷兒   2D 何穎錡   2D 甄凱盈   2D 冼翠琳 
女子丙組 4 x 100m 接力 季軍： 
1C 李泳漪   2B 黃儀    2B 黃幗嫣   2B 凌珮珊 
女子丙組 100m 欄 亞軍：2B 凌珮珊 
女子丙組 200m   季軍： 1D 林亭昕 
女子乙組 200m   季軍： 4C 歐景桃 
女子乙組 400m   季軍： 4C 歐景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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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閃避球總會 – 聯會盃閃避球大賽 
女子公開組冠軍：  
2A 麥芯瑜   2C 王姿穎   3C 羅倩思   3C 溫詠昭   4C 歐景桃   4D 陳嘉瑩 
5A 陳韵芝   5B 鄒智聆   5B 駱梓妍   5C 梁凱庭   5C 黃紫妍 
 
男子公開組季軍：   
4B 劉錦輝   4C 王浚源   4D 江志鋒   5B 魏理杰   5B 盧展鋒   5C 陳志埼   
5C 凌頌鈞   5C 羅澤鋒   5C 曾志豪   5C 邱少榮   5C 余俊諾   5D 蕭南羲 
 
男子中學組季軍：   
3A 黃浩維   3C 唐浩智   3C 謝俊彥   4A 劉耀文   4A 石嘉睿   4B 張永發 
4D 黎梓豪   4D 王家良   4E 梁君豪   4E 王駿勤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元朗區中學分會) – 2011/2012 年度校際羽毛球比賽(元朗區) 
女子乙組團體冠軍 
2A 梁曉嵐   2C 黎綺珊   3B 陳安琪   3C 高文意   3C 張雅瑤   4C 鄭栢妍 
4E 鄒嘉希   4E 鄧釗敏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年會天水圍天晴會所 -  TEENS FOR FOUR 4 人籃球聯賽冠軍 
4D 夏達文   5A 哈成鋒   5B 溫詠傑   5E 徐嘉偉   5E 譚家堯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第九屆聯校劍擊邀請賽 
女子乙組花劍個人季軍：3B 蔡穎詩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 - 全港學界欖球賽(10 人丙組) 碟賽冠軍  
1A 張敬生   1A 郭中杰   1A 林嘉豪   1A 湯俊豪   1A 黃俊賢   1A 楊智樂 
1B 陳沛弛   1B 劉世傑   1B 李家銘   1B 鄧志堅   1B 胡思維   1C 覃嗣鈞 
2C 梁兆恆   2C 莫梓軒   2D 郭衍嵐   2E 陳錦軒   2E 趙明暉   2E 劉謙禹 
2E 曾梓德 
 
全港中學校際 7 人欖球比賽 
男子組季軍：   
1A 湯俊豪   1A 楊智樂   1B 劉世傑   1B 劉志堅   1B 陳沛馳   1B 胡思維 
1C 覃嗣鈞   2A 方富誠   2C 梁兆恆   2C 鍾宏業    2C 莫梓軒   2E 曾梓德 
2E 劉謙禹   2E 趙明暉   3A 阮文良   3A 黃文浩   3B 廖仲賢   3B 熊嘉柱 
3C 利明軒   3D 文穎軒   3D 馬偉豪   3D 周紹聰   3D 譚健豪   3D 吳兆倫 
4A 湯俊業   4A 阮文成   4B 梁汝鎰   4B 何梓軒   4B 劉錦輝   4C 阮智堯 
4E 林藝豐 
女子組冠軍    
2A 嚴明杰   2B 凌佩珊   2D 甄凱盈   3A 李泳楹   3A 袁佩琪   3C 黎柳晴 
3C 李淑筠   4C 歐景桃   4D 陳嘉瑩   4E 陳凱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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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財務報告(未經會計師審核) 
政府資助    收入 $ 支出 $ 

A. 擴大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承上結餘 
   

2,874,421.60 
 

 1)  行政津貼  3,291,971.27 2,348,201.12

 2)  噪音改善津貼 391,196.00 394,636.00

 3)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451,707.00 432,916.30

 4)  新來港學童的校本支援計劃 8,791.00 9,495.00

 5)  學校發展津貼 498,185.00 334,195.00

 6)  基本 / 班級津貼 1,932,513.31 3,308,155.03

 7)  其他收入 (租金、利息…) 122,100.88 -

    小結 : 6,696,464.46 6,827,598.45

B. 整合代課教師津貼  
 
 

 

承上結餘    
 

1)  整合代課教師津貼(年度) 

1,205,034.29 
 

178,202.50 44,218.00

 2)  整合代課教師津貼(凍結) 3,518,474.25 2,564,098.01

    小結 : 3,696,676.75 2,608,316.01

     

C. 其他     

 

承上結餘 

    
 1,573,530.87 

 

 1)  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津貼  14,418.00 14,418.00

 2)  校本課後學習支援計劃  202,800.00 202,863.70

 3)  職業導向計劃  61,875.00 85,435.00

 4)  新高中課程過渡支援津貼  0.00 247,396.00

 5)  小數位職位現金津貼  185,269.50 191,900.00

 6)  中學學習支援津貼  40,000.00 41,406.75

 7)  加強高中課程支援津貼  1,011,555.00 1,521,390.00

 8)  額外加強高中課程支援津貼  250,000.00 222,485.00

 9)  多元學習津貼  105,000.00 63,850.00

 10)  電子學習資源津貼  0.00 13,270.00

 11)  通識教育科課程支援津貼  0.00 141,440.00

 12)  英語提升計劃  0.00 77,263.40

 13)  優化提升英語計劃  46,400.00 48,720.00

     小結 : 1,917,317.50 2,871,837.85

學校津貼     

 

承上結餘 

    
2,157,437.31 

 

 1)  堂費   186,760.00 

 2)  租金   227,123.00 

 3)  捐款   333,600.00 241,658.00

 4)  具特定用途的收費 (包括空調電費)  43,440.00 59,322.50

 5)  其他   36,262.82 6,330.00

     小結 : 827,185.82 307,310.50

2011-12 總盈餘   8,333,00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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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總結 

 
學校在各方面表現理想，新高中課程順利推行，首屆中學文憑考試成績良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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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持續進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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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