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行、忠、信是我們的校訓  全人教育是我們的教育理念 

五育均衡是我們的教育取向  英語是我們的教學語言 

追求卓越是我們的工作態度  自律、自強、自信是我們的奮進目標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為香港順德聯誼總會轄下六間津貼中學之一，創辦於一九八一年， 
校務發展迅速，現已略具規模，同學無論在學術及非學術的領域均有卓越的表現，成績有目共睹，  
為區內學生提供優質的全人教育。 

為了實踐我們的教育理念，校長、全體教職員及所有學生的積極參與是必須的。自九八年開
始，我校以「自律、自強與自信」主題作為全校師生共同的奮進目標，強化團隊協作的精神，發
揮群策群力的策略，透過具特色的校本管理計劃，達致我們的教育目標。盼望同學們在畢業離校
時，擁有良好的品德、豐富的學識、正確的價值觀、分辨是非的能力及積極上進的精神，還有難
以忘懷的校園生活回憶。2016-2019 年度的主題為「兼善中英廣閱讀 並佳學藝相扶持」（Reading boosts 
bilingual competence. Collaboration breeds academic excellence.），教師積極策劃及推行課程改革，並
運用多元化的教學策略提升教學效能；同時特別關注培育學生的正確學習態度和品德修養。 

(有關本校校務詳情，請參閱學校網頁/每月校務報告 http://www.lkkc.edu.hk) 

 
 
 
 
 
 
 
 

 
 
 
 
 
 
 
 

 
(一)班級及學生人數 

全校共開設二十四班：中一、中二、中三、 

中四、及中五及中六各四班，學生人數約七百六十

名。 

(二)課程編制 

本校各班級均以英語授課，並採用七日循環周。

本校初中共設十八個科目，計為：英國語文、中國

語文、數學、通識、中國歷史、歷史、地理、物理、

化學、生物、綜合科學、視覺藝術、家政、設計與

科技、音樂、體育、普通話及生活教育。 

2017-18 年度高中科目包括：英國語文、中國 

語文、數學、通識、中國歷史、中國文學、歷史、

地理、經濟、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物理、化學、

生物、視覺藝術、資訊及通訊科技共 15 科，另設有

其他學習經歷包括德育、體育、服務、文化藝術及

與工作有關的培訓課程。 

(三)學業考勤 

本校採用上、下學期制，分兩次考試：首次在

一月上旬，第二次在六月上旬。此外，中一至中五

均舉行定期統一測驗，中六則舉行非定期的測驗。 

 

 

 

 

 

 
(四)教職員 

本校 2017-2018 年度教職員共八十七名，其中校

長及教師共五十六名，具大學學位資歷的教師有 

五十五名（包括外籍英語教師一名），認可文憑 

教師一名。學位教師皆本港或海外大學專修科學士

或碩士，均獲教育文憑/教育碩士，或有現正進修

本地或海外大學的各類文憑及碩士課程。 

(五)行政組織 

校長之下設有校政委員會，成員由九個轄下之

委員會主席組成，負責商討、制定、推行及檢討校

務的工作。各委員會分別負責學務及行政、教職員

發展及評鑑、升學及就業輔導、學校資訊及資源、

訓導、輔導、公民及品格教育、學生活動、家長及

校友聯繫等主要工作。此外，又設各科科務小組、

各社顧問及各學會顧問等。 

(六)學生表現 

(本校同學有多項卓越成就登錄於教育局卓越學生資料庫內) 

學校一直致力推動同學五育均衡的發展，因此，

同學潛能盡顯，在德智體群美各方面都有超卓的表

現，先後有九次榮獲香港傑出學生獎項。 

在二零一二年五月的教育局外評視學，本校師生、員工及家長均獲

得極優越的嘉許。 



 

 
 

我們的目標 
我們相信人的本性是善良的，每一個人皆可培養出良好的品德和高

尚的情操。然而一個人的品德發展卻受不同的個人及環境因素影響

而產生差異，因此，我們相信： 

� 學校應提供一個關顧和諧的環境，同學與老師以正直、公平及

盡責的原則作行事依歸，校內每一位成員皆以關愛、接納和包

容態度來相處，同學便可把蘊藏在內心的正面力量發揮，追求

高尚的道德情操及價值觀，成為一個擁有積極態度與正確價值

觀的公民。 

� 品德教育是不單依靠課堂的教授，更需要在生活中實踐，這樣

才可發揮更佳效果。 

我們的策略 
本校的品德教育工作主要由助理校長領導的品德小組策劃及協調，

小組成員包括輔導組、訓導組、活動組和公民及品格教育組的負責

老師。小組制定中期品德教育計劃，按部就班地推行責任、愛心、

尊重及自強四大重點的品德教育，並於每學年開始時制定全年品德

教育主要目標及推行建議，由全校各單位協作推行，因此本校的品

德教育有賴全體老師一起同心協力推行。 

成果與展望 
本校於 1998 年展開「品德飛躍計劃」，要求學生自己評估品德的各

方面表現，再訂立自己希望改善的目標和具體行動，改進個人的品

格。計劃獲得仁濟醫院德育及公民教育獎勵基金讚賞，頒授獎狀及

現金獎勵一萬元，以作鼓勵。其後，本校更得到優質教育基金的資

助繼續推行「品德飛躍計劃 ── 愛心關懷篇」，同學積極以愛心關懷

家人、同學、老師、朋友和社群中有需要的人士，成效顯著。自 2002

年之後，我們全面統籌學校的活動，以全校參與的模式推行品德的

四個重點(2RCD: Respect，，，，Responsibility，，，，Care，，，，Drive) ──尊

重（禮貌）、責任（盡責勤奮）、愛心（關懷）及自強（上進），通過

不同的活動，以持續及滲透的方式，透過日常生活的事例，逐步提

升同學的品德修養，效果令人滿意。2009-2012 年期間參與「共創

成長路計劃」，加強對初中學生的輔導及支援，協助同學健康成長。

2012-2017 年推行「健康校園 ── 陽光種籽計劃」，協助學生建立正

面的價值觀及態度。自 2013 年開始，本校有系統地在全校推展生涯

規劃課程，讓同學具體地訂立清晰的生活及學習目標，活出一個豐

盛人生。 

總  結 
我們對三十多年來努力耕耘的成果深感喜悅，對同學在品格上不斷求進的精神擊節讚賞，希望我們將來可

更進一步，再創高峰。 

2012 校外人士評核本校校風及支援學生的意見 
認真而專業的老師對學生付出無盡的支援，讓學生在一個關愛的校園學習，令同學有無數的機會去認真學
習，發展多元智能，培育領導才能，展現潛力，更擁有豐盛的生活體驗。學校竭力支援學生的全人發展，
成功地孕育出同學不同領域的卓越成就，為社會培育出不少具責任感及領導才能的人才。 
 



 
 

 
我們一直致力培養學生全方位學習、群學互動及終身學習的態度，授予適當學習技巧，使學生能掌握最新知識及

共通能力，達致與時並進的學習效果。學校亦不斷檢視最新的「學與教」策略，並成立各級「加強學習效能」協調組，

致力提升同學的學業水平。因此，同學在學校悉心培育之下，均獲致較高水平的發展和增值。本校同學在過去十多年

來的香港中學會考、高級程度會考、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英國倫敦工商協會（LCCI）會計科等公開考試都取得極優異

的表現，屢獲殊榮，成績斐然。 

本校本校本校本校先後有先後有先後有先後有會考十優生會考十優生會考十優生會考十優生 8名，高考五優生名，高考五優生名，高考五優生名，高考五優生 5名。中學文憑試名。中學文憑試名。中學文憑試名。中學文憑試 7科科科科 5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1名、名、名、名、6科科科科 5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1名、名、名、名、5科科科科 5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3名及名及名及名及 4科科科科 5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11名名名名。    

本校⾹港中學⽂憑試成績 
年份 應考人數 

5 個科目考獲 
2 級或以上 

核心科目取得「3322」 
或更佳成績 5＊＊ 5＊ 5 級 4 級 

修讀大學／ 
大專課程％ 

2017 140 99.3％％％％ 82.1％％％％ 33 個個個個 77 個個個個 161 個個個個 338 個個個個 96.4% 

2016 161 100％％％％ 88.8％％％％ 42 個個個個 130 個個個個 185 個個個個 415 個個個個 95.6% 

2015 176 100％％％％ 86.4％％％％ 30 個個個個 107 個個個個 198 個個個個 452 個個個個 92.6% 

2014 176 100％％％％ 82.4％％％％ 62 個個個個 137 個個個個 196 個個個個 409 個個個個 91.5％％％％ 

2013 200 100％％％％ 85.5％％％％ 67 個個個個 150 個個個個 239 個個個個 488 個個個個 93.5％％％％ 

2012 174 100％％％％ 85.6％％％％ 44 個個個個 136 個個個個 203 個個個個 461 個個個個 91.9％％％％ 

本校⾹港中學⽂憑試卓越學生成績 
年份 卓越的學生成績 備 註 

2017 

李嘉榮李嘉榮李嘉榮李嘉榮 4 科科科科 5
＊＊＊＊＊＊＊＊；；；；2 科科科科 5

＊＊＊＊及及及及 1 科科科科 5 

林嘉聰林嘉聰林嘉聰林嘉聰 3 科科科科 5
＊＊＊＊＊＊＊＊及及及及 2 科科科科 5

＊＊＊＊ 

蕭亮南蕭亮南蕭亮南蕭亮南 3 科科科科 5
＊＊＊＊＊＊＊＊；；；；1 科科科科 5

＊＊＊＊及及及及 3 科科科科 5 

陳曉駿陳曉駿陳曉駿陳曉駿、黃天朗、黃天朗、黃天朗、黃天朗 3 科科科科 5
＊＊＊＊＊＊＊＊及及及及 1 科科科科 5

＊＊＊＊ 

第六屆中學文憑考試應考人數達第六屆中學文憑考試應考人數達第六屆中學文憑考試應考人數達第六屆中學文憑考試應考人數達 61,624 人，僅人，僅人，僅人，僅 1.4%人考獲人考獲人考獲人考獲 5 科科科科 5
＊＊＊＊級別或以上級別或以上級別或以上級別或以上 

本校本校本校本校 5 位同學於劍橋國際日語考試（高級補充程度）考獲位同學於劍橋國際日語考試（高級補充程度）考獲位同學於劍橋國際日語考試（高級補充程度）考獲位同學於劍橋國際日語考試（高級補充程度）考獲 A-B 級成績級成績級成績級成績 

2016 

陳穎雯陳穎雯陳穎雯陳穎雯 4 科科科科 5
＊＊＊＊＊＊＊＊及及及及 3 科科科科 5

＊＊＊＊ 

曹家齊曹家齊曹家齊曹家齊 3 科科科科 5
＊＊＊＊＊＊＊＊；；；；2 科科科科 5

＊＊＊＊及及及及 2 科科科科 5 

胡文胡文胡文胡文晧晧晧晧 3 科科科科 5
＊＊＊＊＊＊＊＊；；；；2 科科科科 5

＊＊＊＊及及及及 1 科科科科 5 

第五屆中學文憑考試應考人數達第五屆中學文憑考試應考人數達第五屆中學文憑考試應考人數達第五屆中學文憑考試應考人數達 68,128 人，僅人，僅人，僅人，僅 1.2%人考獲人考獲人考獲人考獲 5 科科科科 5
＊＊＊＊級別或以上級別或以上級別或以上級別或以上 

本校本校本校本校 6 位同學於劍橋國際日語及法語考試（高級補充程度）考獲位同學於劍橋國際日語及法語考試（高級補充程度）考獲位同學於劍橋國際日語及法語考試（高級補充程度）考獲位同學於劍橋國際日語及法語考試（高級補充程度）考獲 B-C 級成績級成績級成績級成績 

2015 

高梓諾高梓諾高梓諾高梓諾 7 科科科科 5
＊＊＊＊＊＊＊＊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本校第一位狀元，位列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本校第一位狀元，位列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本校第一位狀元，位列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本校第一位狀元，位列 

                全港全港全港全港 12 位最佳成績學生之一】位最佳成績學生之一】位最佳成績學生之一】位最佳成績學生之一】 
勞禧琳勞禧琳勞禧琳勞禧琳 3 科科科科 5

＊＊＊＊＊＊＊＊；；；；2 科科科科 5
＊＊＊＊及及及及 1 科科科科 5 

朱振邦朱振邦朱振邦朱振邦 3 科科科科 5
＊＊＊＊＊＊＊＊；；；；1 科科科科 5

＊＊＊＊及及及及 3 科科科科 5
 

第四屆中學文憑考試應考人數達第四屆中學文憑考試應考人數達第四屆中學文憑考試應考人數達第四屆中學文憑考試應考人數達 74,131 人，僅人，僅人，僅人，僅 1.2%人考獲人考獲人考獲人考獲 5 科科科科 5
＊＊＊＊級別或以上級別或以上級別或以上級別或以上 

本校本校本校本校 7 位同學於劍橋國際日語考試（高級補充程度）考獲位同學於劍橋國際日語考試（高級補充程度）考獲位同學於劍橋國際日語考試（高級補充程度）考獲位同學於劍橋國際日語考試（高級補充程度）考獲 A-C 級成績級成績級成績級成績 

2014 

吳家威吳家威吳家威吳家威 4 科科科科 5
＊＊＊＊＊＊＊＊及及及及 3 科科科科 5

＊＊＊＊ 

鄭慶輝鄭慶輝鄭慶輝鄭慶輝 4 科科科科 5
＊＊＊＊＊＊＊＊及及及及 2 科科科科 5

＊＊＊＊ 

蒲星宇蒲星宇蒲星宇蒲星宇、蕭亮東、蕭亮東、蕭亮東、蕭亮東 4 科科科科 5
＊＊＊＊＊＊＊＊；；；；1 科科科科 5

＊＊＊＊及及及及 1 科科科科 5 

第三屆中學文憑考試應考人數達第三屆中學文憑考試應考人數達第三屆中學文憑考試應考人數達第三屆中學文憑考試應考人數達 79,572 人，僅人，僅人，僅人，僅 1.3%人考獲人考獲人考獲人考獲 5 科科科科 5
＊＊＊＊級別或以上級別或以上級別或以上級別或以上 

本校本校本校本校 5 位同學於劍橋國際日語及法語考試（高級補充程度）考獲位同學於劍橋國際日語及法語考試（高級補充程度）考獲位同學於劍橋國際日語及法語考試（高級補充程度）考獲位同學於劍橋國際日語及法語考試（高級補充程度）考獲 A-C 級成績級成績級成績級成績 

2013 
郭子瑩、賴雋喬、陳昊延郭子瑩、賴雋喬、陳昊延郭子瑩、賴雋喬、陳昊延郭子瑩、賴雋喬、陳昊延 5 科科科科 5

＊＊＊＊＊＊＊＊及及及及 1 科科科科 5
＊＊＊＊或或或或 1 科科科科 5

 

林逸希、周卓鋒、張詠然林逸希、周卓鋒、張詠然林逸希、周卓鋒、張詠然林逸希、周卓鋒、張詠然 4 科科科科 5
＊＊＊＊＊＊＊＊；；；；2 或或或或 1 科科科科 5

＊＊＊＊或或或或 1 科科科科 5 

第二屆中學文憑考試應考人數達第二屆中學文憑考試應考人數達第二屆中學文憑考試應考人數達第二屆中學文憑考試應考人數達 82,283 人，僅人，僅人，僅人，僅 76(0.1%)人考獲人考獲人考獲人考獲 5 科或以上科或以上科或以上科或以上 5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本校本校本校本校 9 位同學於劍橋國際日語及法語考試（高級補充程度）位同學於劍橋國際日語及法語考試（高級補充程度）位同學於劍橋國際日語及法語考試（高級補充程度）位同學於劍橋國際日語及法語考試（高級補充程度）考獲考獲考獲考獲 A-B 級成績級成績級成績級成績 

2012 
楊光耀楊光耀楊光耀楊光耀 6 科科科科 5

＊＊＊＊＊＊＊＊及及及及 1 科科科科 5
＊＊＊＊ 

馮蘊妍馮蘊妍馮蘊妍馮蘊妍、許樂軒、許樂軒、許樂軒、許樂軒 4 科科科科 5
＊＊＊＊＊＊＊＊；；；；2 科科科科 5

＊＊＊＊及及及及 1 科科科科 5 

第一屆中學文憑考試應考人數達第一屆中學文憑考試應考人數達第一屆中學文憑考試應考人數達第一屆中學文憑考試應考人數達 73,074 人，僅人，僅人，僅人，僅 32 人考獲人考獲人考獲人考獲 6 科或以上科或以上科或以上科或以上 5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本校本校本校本校 2 位同學於劍橋國際日語考試（高級補充程度）考獲位同學於劍橋國際日語考試（高級補充程度）考獲位同學於劍橋國際日語考試（高級補充程度）考獲位同學於劍橋國際日語考試（高級補充程度）考獲 A 級【最高級別】成績級【最高級別】成績級【最高級別】成績級【最高級別】成績 

＊＊＊有關本校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詳情，請參閱學校網頁每年八月份校務報告有關本校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詳情，請參閱學校網頁每年八月份校務報告有關本校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詳情，請參閱學校網頁每年八月份校務報告有關本校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詳情，請參閱學校網頁每年八月份校務報告＊＊＊ 

卓越的學業成就（⾹港中學會考獲 7 優或以上同學名單） 
會考年份 學生姓名 會考年份 學生姓名 

2010 
8 優：范小蔚；7 優：朱祖良、李擇飛、李其鋒、 

鄧秉基、周文洛、林健強、張曉晴 
2009 10 優：李樂恆；8 優：楊惠敏；7 優：蘇朗婷 

2008 
10 優：羅嘉瑩；8 優：李燕玲、鄭榮發、陳慧心； 

7 優：劉振民、吳嘉敏、彭珺、麥翠茵 
2007 

10 優：陳彥豐；9 優：黎俊生；8 優：陳翠妍； 

7 優：張凱婷、莊澤權、許激揚 

2006 10 優：潘凱瀛；9 優：葉梓鴻；7 優：鍾志雄、楊偉傑 2005 9 優：陳家樂；7 優：張永添 

2004 
10 優：張寶婷；8 優：傅展邦、潘俊傑； 

7 優：張天、葛愷祺、尹煜祥 
2003 

10 優：鄺文傑、林煒培；8 優：陳德豪、張宗揚、楊嶸峰； 

7 優：陳俊傑、陳俊彥、劉漢威 

2002 7 優：麥詠欣、林海容 2001 8 優：龍競斌、陳維康；7 優：何亦穎、楊振宇 

2000 10 優：梁耀嘉；7 優：王俊豪、鄭嘉麒、王仲賢 ／ ／ 

註： 香港高級程度會考【5 優學生梁倬睿(2011)；陳維康(2003)；吳家榮、單家輝(2000)；關燕琳(1997)。】  
    

2013 香港中學文憑試卓越學生： 

（左起）林逸希、陳昊延、郭子瑩；（右起）張詠然、周卓鋒、賴雋喬~~ 

2016 香港中學文憑試卓越學生： 

（左起）曹家齊、陳穎雯、胡文晧 
2017 香港中學文憑試卓越學生： 

（左起）林嘉聰、陳曉駿、李嘉榮、黃天朗、蕭亮南 

2014 香港中學文憑試卓越學生： 

（左起）鄭慶輝、吳家威、蒲星宇、蕭亮東 
2012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卓越學生:  

楊光耀考獲 6 科 5
＊＊

及 1 科 5
＊
 

2015 香港中學文憑試卓越學生： 

（左起）勞禧琳、高梓諾(7 科 5
**
文憑試狀元之一)、朱振邦 



 
 

 
2015年7位同學同時於世界性會計科專業試考獲滿分獎 

2012年10位同學同時於世界性會計科專業試考獲滿分獎 
2010年5位同學同時於世界性會計科專業試考獲全球第⼆名／全港第⼆名 

2008年5位同學同時於世界性會計科專業試考獲全球第一名／全球第⼆名／滿分獎 
2007年8位同學於世界性會計科考試同時考獲全球第一名（4位）／全球第⼆名（4位）  

會計科在梁銶琚中學的發展 
會計科在梁銶琚中學的發展十分成功，我們的教學策略著重同學的理解，並能靈活運用基本概念，令同學對會計科產生濃厚興趣。除了商科

班同學修讀外，部分文科與及理科班同學亦可修讀會計科，並且成績表現優異，令人欣賞。由於課程著重會計理論與實務的基本培訓，因此

可銜接各大學及專上院校的商業課程，進而投身會計專業的行列。 

國際性專業考試的卓越成績 
同學除了參加香港中學會考、高級程度會考與及香港文憑試之外，我們亦鼓勵他們參與一些國際性的會計專業考試，在獲取專科資格之餘，

亦可加深對會計科的認識。一般同學均會於中四、中五、中六及中七，分別報考英國倫敦工商協會所舉辦的初級、中級和高級會計科考試，

而且成績卓越，在高級會計科考試中，多名同學曾考獲全球第一／第二名及多次100％％％％優異（Distinction）的成績。2012年推行新學制後，

同學衹會應考初級及中級會計科考試。很多同學對會計科產生濃厚興趣，更在大學選擇主修會計，亦有不少同學投身會計行業，成為專業會

計師，更有同學在大學畢業後，進入四大會計師樓之一服務，並晉升至會計師樓之合伙人。 

梁銶琚中學會計科卓越表現部份學生名單（英國倫敦工商協會會計科考試） 
由2008年起Level 1考試不設全球及全港名次，改為頒發最高成績滿分傑出証書，本校先後共有19名同學獲發傑出証書。  

項目 學生姓名 成績 

初級會計初級會計初級會計初級會計

Level 1 

2015 張霽晞、劉海晴、符國軒、謝佩怡、楊瀚蕎、李嘉欣、廖俊延張霽晞、劉海晴、符國軒、謝佩怡、楊瀚蕎、李嘉欣、廖俊延張霽晞、劉海晴、符國軒、謝佩怡、楊瀚蕎、李嘉欣、廖俊延張霽晞、劉海晴、符國軒、謝佩怡、楊瀚蕎、李嘉欣、廖俊延(15-16 F.5) 

傑出証書（滿分） 2012 鍾斯沛、鍾佳儀、卓家誠、黃嘉韻、張敏言、劉穎聰、朱潔儀、畢鎧晴鍾斯沛、鍾佳儀、卓家誠、黃嘉韻、張敏言、劉穎聰、朱潔儀、畢鎧晴鍾斯沛、鍾佳儀、卓家誠、黃嘉韻、張敏言、劉穎聰、朱潔儀、畢鎧晴鍾斯沛、鍾佳儀、卓家誠、黃嘉韻、張敏言、劉穎聰、朱潔儀、畢鎧晴、李倩遙、林依婷、李倩遙、林依婷、李倩遙、林依婷、李倩遙、林依婷(12-13 F.5) 

2011 周卓鋒周卓鋒周卓鋒周卓鋒(11-12 F.5) 2008 葉俊強葉俊強葉俊強葉俊強 (07-08 F.4) 

自1993至2014年共有37名同學先後考獲全球第一 (8名)／第⼆ (18名)或全港第一 (12名)／第⼆（26名） 

 
＊2017年本校同學於⾹港中學⽂憑考試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考獲5級或以上成績達36.5%【全港13.9%】 
＊2016年本校同學於⾹港中學⽂憑考試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考獲5級或以上成績達45.8%【全港13.4%】 
＊2015年本校同學於⾹港中學⽂憑考試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考獲5級或以上成績達39.7%【全港13.9%】 
＊2014年本校同學於⾹港中學⽂憑考試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考獲5級或以上成績達36.4%【全港11.5%】 
＊2013年本校同學於⾹港中學⽂憑考試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考獲5級或以上成績達36.5%【全港11.2%】 
＊2011年第4季24名中七同學於高級會計科考試獲全部優異成績（100%優異Distinction） 
＊2010年第4季24名中七同學於高級會計科考試獲優異成績（79%優異Distinction） 
 

年 份 科 目 學生姓名 成 績 年 份 科 目 學生姓名 成 績 

2014 Level 2 中級會計中級會計中級會計中級會計 文雅麗文雅麗文雅麗文雅麗 (13-14 F.5) 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二名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二名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二名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二名 2010 Level 2 中級會計中級會計中級會計中級會計 梁浩晴梁浩晴梁浩晴梁浩晴 (09-10 F.5) 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二名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二名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二名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二名 

2010 Level 2 中級會計中級會計中級會計中級會計 李文耀李文耀李文耀李文耀 (09-10 F.5) 全港第二名全港第二名全港第二名全港第二名 2010 Level 2 中級會計中級會計中級會計中級會計 盧俊熙盧俊熙盧俊熙盧俊熙 (09-10 F.5) 全港第二名全港第二名全港第二名全港第二名 

2010 Level 2 中級會計中級會計中級會計中級會計 李裕佳李裕佳李裕佳李裕佳 (09-10 F.5) 全港第二名全港第二名全港第二名全港第二名 2010 Level 2 中級會計中級會計中級會計中級會計 張雲添張雲添張雲添張雲添 (09-10 F.5) 全港第二名全港第二名全港第二名全港第二名 

2008 Level 2 中級會計中級會計中級會計中級會計 李燕玲李燕玲李燕玲李燕玲 (07-08 F.5) 全球第一名及全港第一名全球第一名及全港第一名全球第一名及全港第一名全球第一名及全港第一名 2008 Level 2 中級會計中級會計中級會計中級會計 梁健欣梁健欣梁健欣梁健欣 (07-08 F.5) 全球第一名及全港第一名全球第一名及全港第一名全球第一名及全港第一名全球第一名及全港第一名 

2008 Level 2 中級會計中級會計中級會計中級會計 勞穎欣勞穎欣勞穎欣勞穎欣 (07-08 F.5) 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二名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二名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二名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二名 2008 Level 3 高級會計高級會計高級會計高級會計 吳淬寧吳淬寧吳淬寧吳淬寧 (07-08 F.6) 全港第二名全港第二名全港第二名全港第二名 

2007 Series 3 初級會計初級會計初級會計初級會計 關芷琪關芷琪關芷琪關芷琪 (06-07 F.4) 全球第一名及全港第一名全球第一名及全港第一名全球第一名及全港第一名全球第一名及全港第一名 2007 Series 3 初級會計初級會計初級會計初級會計 梁健欣梁健欣梁健欣梁健欣 (06-07 F.4) 全球第一名及全港第一名全球第一名及全港第一名全球第一名及全港第一名全球第一名及全港第一名 

2007 Series 3 初級會計初級會計初級會計初級會計 朱嘉晞朱嘉晞朱嘉晞朱嘉晞 (06-07 F.4) 全球第一名及全港第一名全球第一名及全港第一名全球第一名及全港第一名全球第一名及全港第一名 2007 Series 3 初級會計初級會計初級會計初級會計 方家賢方家賢方家賢方家賢 (06-07 F.4) 全球第一名及全港第一名全球第一名及全港第一名全球第一名及全港第一名全球第一名及全港第一名 

2007 Series 3 初級會計初級會計初級會計初級會計 馮景揚馮景揚馮景揚馮景揚 (06-07 F.4) 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二名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二名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二名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二名 2007 Series 3 初級會計初級會計初級會計初級會計 陳慧心陳慧心陳慧心陳慧心 (06-07 F.4) 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二名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二名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二名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二名 

2007 Series 3 初級會計初級會計初級會計初級會計 黃婷婷黃婷婷黃婷婷黃婷婷 (06-07 F.4) 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二名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二名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二名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二名 2007 Series 2 中級會計中級會計中級會計中級會計 陳嘉俊陳嘉俊陳嘉俊陳嘉俊 (06-07 F.5) 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一名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一名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一名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一名 

2006 Series 4 高級會計高級會計高級會計高級會計 倪偉成倪偉成倪偉成倪偉成    (06-07 F.7) 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二名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二名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二名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二名 2007 Series 3 初級會計初級會計初級會計初級會計 劉詩慧劉詩慧劉詩慧劉詩慧 (06-07 F.4) 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二名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二名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二名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二名 

2006 Series 3 高級會計高級會計高級會計高級會計 李兆生李兆生李兆生李兆生 (05-06 F.7) 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二名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二名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二名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二名 2006 Series 3 高級會計高級會計高級會計高級會計 黃家忻黃家忻黃家忻黃家忻 (05-06 F.7) 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二名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二名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二名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二名 

2003 Series 4 高級會計高級會計高級會計高級會計 蕭詠善蕭詠善蕭詠善蕭詠善 (03-04 F.7) 全港第二名全港第二名全港第二名全港第二名 2005 Series 3 初級會計初級會計初級會計初級會計 鄭嘉敏鄭嘉敏鄭嘉敏鄭嘉敏 (04-05 F.4) 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二名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二名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二名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二名 

2003 Series 3 初級會計初級會計初級會計初級會計 蔣家鈺蔣家鈺蔣家鈺蔣家鈺 (02-03 F.4) 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二名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二名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二名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二名 2003 Series 3 初級會計初級會計初級會計初級會計 葉嘉彤葉嘉彤葉嘉彤葉嘉彤 (02-03 F.4) 全球第一名及全港第一名全球第一名及全港第一名全球第一名及全港第一名全球第一名及全港第一名 

2000 Series 4 高級會計高級會計高級會計高級會計 伍家安伍家安伍家安伍家安 (00-01 F.7) 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二名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二名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二名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二名 2002 Series 3 初級會計初級會計初級會計初級會計 鍾婉儀鍾婉儀鍾婉儀鍾婉儀 (01-02 F.4) 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二名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二名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二名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二名 

1999 Series 3 初級會計初級會計初級會計初級會計 蕭子衡蕭子衡蕭子衡蕭子衡 (98-99 F.4) 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二名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二名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二名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二名 2000 Series 3 初級會計初級會計初級會計初級會計 周影彤周影彤周影彤周影彤    (99-00 F.4) 全港第二名全港第二名全港第二名全港第二名 

1997 Series 4 高級會計高級會計高級會計高級會計 郭麗絹郭麗絹郭麗絹郭麗絹    (97-98 F.7) 全港第二名全港第二名全港第二名全港第二名 1998 Series 3 初級會計初級會計初級會計初級會計 邱邱邱邱    明明明明 (97-98 F.4) 全港第一名全港第一名全港第一名全港第一名 

1996 Series 4 高級會計高級會計高級會計高級會計 陳裕興陳裕興陳裕興陳裕興 (96-97 F.7) 全球第一名及全港第一名全球第一名及全港第一名全球第一名及全港第一名全球第一名及全港第一名 1997 Series 2 中級會計中級會計中級會計中級會計 張怡婷張怡婷張怡婷張怡婷 (96-97F.5) 全港第二名全港第二名全港第二名全港第二名 

1994 Series 4 高級會計高級會計高級會計高級會計 蔡麗君蔡麗君蔡麗君蔡麗君 (94-95 F.7) 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一名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一名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一名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一名 1995 Series 4 高級會計高級會計高級會計高級會計 黃啟堅黃啟堅黃啟堅黃啟堅 (95-96 F.7) 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一名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一名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一名全球第二名及全港第一名 

1993 Series 2 中級會計中級會計中級會計中級會計 黃永昌黃永昌黃永昌黃永昌 (92-93 F.5) 全港第二名全港第二名全港第二名全港第二名 1993 Series 4 高級會計高級會計高級會計高級會計 鄧曜華鄧曜華鄧曜華鄧曜華    (93-94 F.7) 全港第二名全港第二名全港第二名全港第二名 

2012 年 10 位同學同時考獲滿分獎 2010 年 5 位同學同時考獲全球第二及全港第二 
2014 年文雅麗同學考獲 

全球第二及全港第二 2015 年 7 位同學同時考獲滿分獎 



 

 
本校同學數理科表現成績卓越 
本校數理科的教育方針，除鼓勵同學於學業方面積極進取之外，同時亦設法推動他們參加各種數理科的課餘活動，如講座、研討會、學術活

動及比賽等，目的是加強他們對數理科的興趣，增加投入感。多年來，同學均表現進取，成績亦令人滿意。歷屆同學在國際性／全港／不同

區域性數理比賽及活動方面取得的部份成績如下： 

（一）國際性比賽的卓越表現 
(A) 國際物理奧林匹克比賽，本校同學多次被選為⾹港隊代表，名單如下： 

國際物理奧林匹克比賽 亞洲物理奧林匹克比賽 國際⼤都會奧林匹克 
年份 學生 比賽地點 成績及備註 年份 學生 比賽地點 成績及備註 年份 學生 比賽地點 成績及備註 

17 李承恩 印尼日惹 金獎 
（5位成員之一） 17 李承恩 雅庫茨克 銅獎 17 李承恩 俄羅斯 金獎 

11 黃旭輝 以色列拉維夫 榮譽獎 17 蘇文杰 雅庫茨克 香港代表隊     
10 曾學勤 克羅地亞 銅獎 16 李承恩 香港 銅獎     
09 楊永祺 墨西哥 銅獎 14 林子樂 新加坡 榮譽獎     

 
泛珠三角物理奧林匹克比賽 

年份 學生 成績及備註 年份 學生 成績及備註 年份 學生 成績及備註 
17 李承恩 一等獎 16 李承恩 一等獎 13 鄭文軒 一等獎 

11 黃旭輝 一等獎 10 曾學勤 三等獎 09 劉俊文 三等獎 

09 楊永祺 二等獎 09 鄭永發 一等獎 08 楊永祺 三等獎 
 
(B) 國際數學奧林匹克比賽（⾹港代表隊每年有 6 名隊員到海外比賽）本校同學多次被選為⾹港隊代表，名單如下： 
年份 學生 比賽地點 成績及備註 年份 學生 比賽地點 成績及備註 年份 學生 比賽地點 成績及備註 
09 吳藝峰 德  國 銅獎 04 潘銘峰 希臘 代表香港出賽 99 吳家榮 羅馬尼亞 代表香港出賽 

05 潘銘峰 墨西哥 銀獎 03 蕭子衡 日本 銅獎 98 張博文 台  灣 代表香港出賽 

04 潘銘峰 亞太區 銅獎 00 吳家榮 南韓 代表香港出賽 97 張博文 阿根廷 銀  獎 
 
(C) 其他及國內數學奧林匹克（由 1999 年開始有⾹港代表參加）本校多位同學被選為⾹港代表，名單如下： 

年

份 
比賽名稱 學 生 比賽地點 成績 

年

份 
比賽名稱 學 生 比賽地點 成績 

15 第十六屆國際數學競賽 
李承恩 

蘇文杰 
中國長春 

金獎 

銀獎 
／ ／ ／ ／ ／ 

14 
第五屆兩岸四地「華羅庚金杯」

少年數學精英邀請賽 

蘇文杰 

黃諾謙 
北京 

一等獎 

三等獎 
14 2014 國際數學競賽 李承恩 韓國 個人獎金獎 

13 
「亞洲杯」奧數之星 

創新思維總決賽 
官騰貴 香港 一等獎 13 

第十屆中國東南地區 

數學奧林匹克賽 
林子樂 

江西 

鷹潭 
銀獎 

12 中國數學奧林匹克 許樂軒 
陝西 

西安 
銅獎 12 

亞洲國際數學 

奧林匹克公開賽 
麥子弢 香港 金獎 

12 中國女子數學奧林匹克賽 楊玉華 廣東廣州 銅獎 12 IMC 國際數學競賽 麥子弢 新加坡 銀獎 

12 世界數學團體錦標賽 麥子弢 北京 
個人賽銅獎 

團體賽冠軍 
11 IMC 國際數學競賽 陳曉駿 新加坡 銀獎 

11 中國女子數學奧林匹克賽 楊玉華 
廣東 

深圳 
銅獎 10 

全國初中及小學數學 

奧林匹克總決賽 

呂曉霖 

楊玉華 

中國 

天津 

三等獎 (一項) 

三等獎 (二項) 

10 國際數學競賽 
許樂軒 

黎浩權 
新加坡 銀獎 09 全國初中數學奧林匹克賽 

許樂軒 

黎浩權 

中國 

天津 

二等獎 

（銀獎） 

09 
第十四屆華羅庚金杯 

少年數學邀請賽總決賽 
林子樂 

廣東 

惠州 
銅獎 09 2009 國際初級數學邀請賽 林子樂 

菲律賓 

怡朗市 

個人獎金獎 

團體賽銀獎 

09 
第廿四屆 

中國數學奧林匹克賽 
吳藝峰 

海南省 

瓊海市 
銅獎 09 

第六屆中國東南地區 

數學奧林匹克賽 
范小蔚 

江西 

南昌 
銅獎 

 
（二）全港及區域數學比賽的卓越表現 
•本校參加由教育局舉辦之歷屆數學比賽，曾獲滿分之同學分別為：吳家榮同學、陳展飛同學、蕭子衡同學及黎俊生同學。 

•由教育局舉辦之卓越數學培訓《特別資優學生培育支援計劃》，本校自 2002 年開始已有 32 名同學獲選參加該計劃。 

•香港青少年數學精英選拔賽（保良局及香港數理教育學會聯合主辦）：本校多年來先後榮獲多項一等獎、二等獎、三等獎。 

•培正數學邀請賽：本校個人成績卓越，榮獲滿分獎、金獎、銀獎、銅獎；多名同學名列全港 10 名之內。 

•全國華羅庚盃少年數學香港區賽（全國華羅庚盃少年數學邀請賽香港賽區組織委員會）：本校同學於比賽中屢獲殊榮，團體成績獲得 

 全港 10 名之內；個人成績方面更多次榮獲一等獎、二等獎及三等獎。 

•本校同學亦積極投稿於科技大學數學難題求解，獲取錄之數學難題解答共 359 次，其中 158 項獲得刊出為最佳答案。 

•由教育局舉辦之香港中學數學創意解難比賽：本校於 2015 年榮獲亞軍及 2017 年榮獲殿軍。 
 林子樂在中國東南地區 

數學奧林匹克比賽中獲得銀獎 

楊玉華（右一）代表香港參加第 11 屆 

中國女子數學奧林匹克比賽，榮獲銅牌 

F5 李承恩(右二)於印尼日惹舉行的第 48 屆國際物理 

奧林匹克勇奪一面金牌，並已獲香港科技大學破格取錄 蘇文杰在多個數學比賽獲得獎項 



 
 

 
五育均衡發展是本校的敎育取向，而體育訓練更

是全人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透過體育活動，學

生除可強身健體外，更能建立健康的自我形象，確立

奮進的目標。因此，本校積極推展體育訓練，提高學

生對體育活動的興趣，令學生養成經常參與體育運動

的健康生活模式。經過多年的努力及耕耘；創新及嘗

試，學生主動參與課餘體育鍛練的人數不斷上升，學

生歷年參加校內陸運會賽事的人次，平均每人參與三

項比賽，可謂全民皆兵，亦足以證明同學不但重視體

育鍛鍊，更能體現同學全力以赴的拼搏精神。 

學校設立不同的體育校隊訓練供全校有興趣的同學參與，透過發掘及培訓，鼓勵他們積極參與

各項校際學界體育比賽，挑戰自我，發揮團隊精神，讓同學發揮潛能、增強自信，體驗體育精神的

可貴。在體育老師、教練和同學們的努力下，近年本校同學在屯門區學界、全港學界精英以及學界

埠際賽事，皆有卓越的表現。現兹列部分較突出的成績於下： 
 

� 本校男子組連續二十一年蟬聯屯門區學界全年體育成績總錦標冠軍(1996-2017)  

� 本校女子組亦連續二十年蟬聯屯門區學界全年體育成績總錦標冠軍(1997-2017) 
� 本校男子甲組手球隊獲全港學界手球精英比賽殿軍。 
� 本校男子壁球隊獲全新界地域中學校際壁球比賽亞軍。 
� 本校田徑隊在全港學界精英田徑比賽中獲得女子組 4x100 米全港亞軍、4x400 米接力全港 

殿軍、男子組 4x400 米接力全港殿軍、1B 李巧怡同學獲女子跳遠全港第五名、5B 莊應新同學
獲女子鉛球全港第八名及 3B 何萱渝同學獲女子鐵餅全港第八名。 

� 2C 何穎詩同學獲 Hong Kong Figure Skating &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Championships Novice Girls 1
st
 

Place (Medal) 2016-2017 及亞洲青少年花樣滑冰挑戰賽(青島站)獲 1
st
 Place，並且現正在香港體育

學院獲獎學金接受精英培訓。  

� 6C 廖俊延同學被獲選為屯門區全能傑出運動員及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6-2017。 

� 6E 程柏穎同學獲選為屯門區全能傑出運動員。 

� 本校女子手球隊於香港沙灘手球獲全港季軍。 
� 本校男女子手球於元朗盃青少年手球錦標賽中分別獲得女子中學乙組及丙組冠軍及男子中學

乙組季軍。 

本校在 2016-2017 年度屯門區中學學界賽事所獲得的各項目團體成績，茲列如下: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男甲男甲男甲男甲    男乙男乙男乙男乙    男丙男丙男丙男丙    女甲女甲女甲女甲    女乙女乙女乙女乙    女丙女丙女丙女丙    單項總錦標單項總錦標單項總錦標單項總錦標    

田徑田徑田徑田徑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男子及女子組總冠軍 

越野跑越野跑越野跑越野跑    亞軍 冠軍 亞軍 冠軍 亞軍 冠軍 男子及女子組總冠軍 

游泳游泳游泳游泳    季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第五名 冠軍 男子及女子組總冠軍 

乒乓球乒乓球乒乓球乒乓球    冠軍 亞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男子及女子組總冠軍 

羽毛球羽毛球羽毛球羽毛球    冠軍 亞軍 冠軍 冠軍 亞軍 亞軍 男子及女子組總冠軍 

手球手球手球手球    冠軍(合併) 亞軍 冠軍(合併) 冠軍 女子組總冠軍 

籃球籃球籃球籃球    ----- ----- ----- 殿軍 亞軍 冠軍 ---- 

排球排球排球排球    -----(合併) 亞軍 沒有參加 沒有參加 沒有參加 ---- 
 

我們的同學每年都在頒獎台上接受各獎項 

本校同學勇奪 2016-17 屯門區中學學界田徑賽 

（全部六組冠軍）男子組及女子組全場總冠軍 

本校同學勇奪 2016-17 屯門區 

中學學界游泳賽男子組及女子組全場總冠軍 
本校同學勇奪 2016-17 屯門區 

中學學界越野賽男子組及女子組全場總冠軍 



 
 

 

理  念 
群育活動是全人教育的重要一環，亦是同學體驗校園生活的

好機會。學校提供一個平台，讓同學透過不同種類的聯課活

動，學校支援同學成長，發展潛能，盼望同學能夠積極參與，

透過生活的體驗，建立健康、積極的人生觀，掌握人際關係

及處事之道的竅門，進而積極參與社會事務，服務社群，達

至立己立人的理想。同時，希望同學在參與推行各項聯課活

動時，能高度發揮群策群力的組織及領導才能，繼而發展出

高度的自信，鍛煉勇於承擔責任的精神。 

目  的 
我們更希望同學在參與各項活動時，學校能提供機會培養學

生多方面興趣及善用餘暇，令他們發揮潛能，使生活多姿彩。

在不同場合，同學需要靈活運用所學，發揮所長及創意。 

參與活動時，同學有機會結交不同級別、不同班別或友校同

學，從群體生活加強同學間合作。幹事在組織活動時，能多

學習領袖技巧，建立自信、自主及自治精神，希望日後能成

為出色的領袖。 

  推行方法                                 
  本校活動單位計有學生會、四社、學會及校隊，透過不同

的課外活動，為學生提供不同的學習及發展潛能機會，茲

簡介如下： 

˙̇̇̇全 校 大 型 活 動 ：十二月中旬舉辦班際演藝比賽，讓全

校同學均會參與，以班際比賽形式讓同學發揮群策群力的

精神及互相合作的力量。一年一度的陸運會，校方除鼓勵

同學踴躍參與比賽外，更安排同學於不同崗位參與工作

(例如：啦啦隊統籌及隊員工作等)，鼓勵學生自發地計劃

及組織各項工作，希望同學能學以致用，發揮所長。 

˙̇̇̇社 際 活 動 ：除協力完成陸運會外，各社皆需組織隊伍

參與社際比賽，如球類比賽或競技比賽，以發揮隊伍間的

合作精神。此外，本校每年皆舉辦大型的社際比賽，以配

合學校每年的主題，讓社員在挑戰中建立正確的人生觀。 

˙̇̇̇學 會 活 動 ：本校有逾三十個不同類型的學會，提供不

同範圍的聯課活動。除基本活動外，本校更鼓勵學會參與

校外活動，以擴闊同學視野及增強自信心，並領略群體互

相支持的力量。 

˙̇̇̇學 科 活 動 ：本校亦寓群育於教學科目中。本校組織參

賽隊伍如數學奧林匹克隊、化學奧林匹克隊及聯校科展隊，

讓同學們在團隊活動中明白互相支持的重要，並發揮團結

精神。 

 

一年一度的班際演藝比賽，全校共聚，永誌難忘 

戶外學習樂趣多 

豐盛的群體學習活動令人難以忘懷 

群策群力，盡顯所長 

在每年的陸運會，四社幹事們均能發揮領導才能，帶領社員同心協力地把場地佈置得美輪美奐。【圖左起﹕文社、行社、忠社、信社】 



 
 

為達致全人教育的理念，與及促進德智體群美五育的均衡發展，本校

一直致力積極推動藝術教育，先制定目標，然後透過不同的推行策略提供

不同的藝術培訓課程，藉此啟發同學的創造力和想像力、提升學生的美學

鑑賞力及個人藝術修養。學校亦鼓勵同學將藝術教育與其他學科的學習互

相結合，將美感經驗融入日常生活中，從而達致更佳的學習成果。當然尊

重及認可同學在學科以外的成績與表現，對學生的身心成長亦幫助極大。

透過個人作品展覽及美化校園計劃，不但讓同學有機會接觸不同的藝術媒

體，更可肯定學生的學習成效、認許同學的努力。 

三十多年來，學校不斷提供多種不同類型的比賽，例如：運動會場地

布置比賽、環保時裝設計比賽、老師形象設計比賽、聖誕老人新形象設計比賽、寫生比賽等等。本校每年均在屯門大會堂舉

行班際演藝比賽，希望透過大型表演活動，令同學有機會運用不同的演藝媒體，發揮多樣的演藝才華，展現藝術潛能。從籌

備到演出，同學都積極參與及全情投入，目的並不是計較勝負成敗，而是

體驗多姿多采的校園生活；感受同學之間真摯情誼的可貴，讓同學獲益。

相信這一切都是同學畢生難以忘懷的校園生活片段。 

除此之外，本校初中亦推行「一生一體藝」計劃，鼓勵對音樂有興趣

的同學掌握至少一種樂器的演奏。積極推動中國文化藝術，專注中樂的培

訓，亦是本校長期目標之一。成立於 1983 年的中樂團，經過卅多年專業

的訓練，樂團成員的造詣更高，屢獲邀請參與各項公開表演。多年來，樂

團成員先後在全港各項公開比賽中勇奪冠、亞、季及優異獎數百項、中樂

團大合奏（60 人）全港冠軍、第三屆香港國際音樂節 2016 音樂比賽榮

獲全場總亞軍、南華早報學界傑出樂手獎等等。 

多參與校外的美術及音樂比賽，同學不但有機會展現才華，更可藉此提升自我形象，

同時亦令更多家長及社會人士認同本校的藝術教育目標。多年來同學積極投入各項創

作活動，無論是校內活動抑或校外比賽，成績斐然，得到社會人士高度讚賞，先後在

全港公開比賽中勇奪冠、亞、季軍及優異獎數百項。例如：和平海報設計比賽、T-shirt

設計、水上安全海報設計、漫畫設計、巴士車身設計、寫生比賽、繪畫比賽等等。除

此之外，學校亦鼓勵同學運用自己的藝術才能，參與不同的社區演藝活動，放眼社區

服務社群（病房布置、繪畫外牆壁畫、文娛演奏等等）。 

在二零零零年，本校榮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予傑出藝術教育獎項，嘉許本校師生

在藝術教育工作的努力與成就。此外，本校中五同學在中學會考視覺藝術科的成績卓

越，最後五年共有 75 人參加考試，共考獲 63 個 A、6 個 B、3 個 C，2007 會考成績

更見輝煌，19 人報考，19 人全部考獲 A 級。2006 年，同學卓越的表現，報章亦曾

作深入報導。2017 年新高中視覺藝術科本校 58.5%同學考獲同學考獲同學考獲同學考獲 5 級或以上級或以上級或以上級或以上(全港只有

6.9% 同學考獲 5 級或以上)。 
 

有關本校詳情請瀏覽網址有關本校詳情請瀏覽網址有關本校詳情請瀏覽網址有關本校詳情請瀏覽網址: http://www.lkkc.edu.hk  電郵地址電郵地址電郵地址電郵地址: info@lkkc.edu.hk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新界屯門安定邨新界屯門安定邨新界屯門安定邨新界屯門安定邨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 2458 0766    傳真傳真傳真傳真: 2440 0692 

報章的報導，對本校同學的創作深表欣賞 

同學在校際音樂節比賽榮獲優秀的成績 

本校中樂團 35 周年音樂會大匯演，全賴樂團導師、 
校友及本校中樂團團員衷誠合作，發揮團隊精神。 

數十師生一同前往上海進行藝術研習之旅 同時囊括繪畫比賽冠、亞、季軍及優異獎的同學 

充滿懷舊氣氛的校園設計：「奮進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