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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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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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年度的主題為「協升全面上佳效能、開創健康豐盛人生」（Enhancement Towards 

Excellence. Envisioning Life-wide Fullne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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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http://www.lkkc.edu.hk) 
 
 
 
 
 
 
 
 

 
 
 
 
 
 

 

   
全校共開設二十四班：中一至中六每級各 

四班，學生人數約七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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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與社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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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2 年度高中科目包括：英國語文、中國 
語文、數學、通識、公民與社會發展、中國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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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及與工作有關的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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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 2021-2022 年度教職員共八十八名，其中

校長及教師共五十四名，具大學學位資歷的共 
五十三名（包括外籍英語教師一名），認可文憑 
教師一名。學位教師皆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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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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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 
、訓導、輔導、公民及品格教育、課外活動、家
長及校友事務等主要工作。此外，又設各科科務
小組、各社顧問及各學會顧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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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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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的品德教育工作主要由副校長領導的正向及品德教育小組策劃及協調，

小組成員包括輔導組、訓導組、課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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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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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更得到優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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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2R: Caring，Drive，Responsibility，Respect) ── 愛心（關懷）、自強

（上進）、責任（盡責勤奮）及尊重（禮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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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2012 年至今推行「健康校園 ── 陽光種籽計劃」，協助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

觀及態度。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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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2019 至 2022 年，本校將全力推展正向教育，協

助同學認識自己的性格強弱項目，並加強抗逆力的培訓，建立正面的人生觀，

從而活出一個健康豐盛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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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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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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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類科目（包括數學延伸部分） 學位 
課程
％ 

大專 
課程 
％ 

學位/大專
課程％ 5

＊＊
5
＊

 5 級 4 級 

2021 109 100% 88.1% 27個 87個 136個 267個 87.2% 12.8% 100% 

2020 116 99.1% 84.5% 27個 70個 128個 310個 85.3% 12.1% 97.4% 

2019 117 99.1％ 89.7％ 33個 84個 143個 313個 76.9% 18.0% 94.9% 

2018 131 99.2％ 88.5％ 31 個 72 個 157個 337個 81.7% 16.8% 98.5% 

2017 140 99.3％ 82.1％ 33個 80個 172個 343個 80.0% 16.4% 96.4% 

2016 161 100％ 88.8％ 45個 135個 196個 428個 73.9% 21.7% 95.6% 

年份 學生姓名 成 績 年份 學生姓名 成 績 
2021 梁智誠 4科 5**、1科 5*、1科 5 2014 鄭慶輝 4科 5**、2科 5* 

2021 梁明基 4科 5** 2014 蒲星宇 4科 5**、1科 5*、1科 5 

2020 馮柏瑋 4科 5**、2科 5*、1科 5 2014 蕭亮東 4科 5**、1科 5*、1科 5 

2019 黃諾謙 4科 5**、1科 5*、2科 5 2013 郭子瑩 5科 5**、1科 5*、1科 5 

2019 梁煦媛 4科 5** 2013 賴雋喬 5科 5**、1科 5*、1科 5 

2018 蘇文杰 5科 5**、2科 5* 2013 陳昊延 5科 5**、1科 5*、1科 5 

2018 陳俊言 5科 5**、1科 5*、1科 5 2013 林逸希 4科 5**、2科 5*、1科 5 

2018 陳家煇 5科 5**、2科 5 2013 周卓鋒 4科 5**、1科 5*、2科 5 

2017 李嘉榮 4科 5**、2科 5*、1科 5 2013 張詠然 4科 5**、1科 5*、1科 5 

2016 陳穎雯 4科 5**、3科 5* 2012 楊光耀 6科 5**、1科 5* 

2015 高梓諾 7科 5** 2012 許樂軒 4科 5**、2科 5*、1科 5 

2014 吳家威 4科 5**、3科 5 2012 馮蘊妍 4科 5**、2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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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香港中學文憑試卓越學生： 

（左起）梁明基及梁智誠 

升讀香港中文大學, 23.9%

升讀香港大學, 

11.9%

升讀香港科技大學, 5.5%
升讀理大、浸大、城大, 

23.9%

升讀嶺南、教大, 2.8%

升讀海外/內地(學位及

預備課程), 12.8%

升讀本港自資學位課程, 0.9%

升讀指定界別資助計劃

院校(學位課程), 5.5%

升讀本港副學位課程(資助及自資),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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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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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李承恩 一等獎 11 黃旭輝 一等獎 09 楊永祺 二等獎 

16 李承恩 一等獎 10 曾學勤 三等獎 09 劉俊文 三等獎 

13 鄭文軒 一等獎 09 鄭永發 一等獎 08 楊永祺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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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新加坡國際數學奧林匹克 

挑戰賽 2021 
簡綽彥 香港 金獎 12 IMC 國際數學競賽 麥子弢 新加坡 銀獎 

21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華南賽區)晉級賽 

李梓繽 
范奕康 

葉修銓、戴竣賢 
香港 

一等獎 
二等獎 
三等獎 

11 中國女子數學奧林匹克 楊玉華 
廣東 

深圳 
銅獎 

21 
2021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 

公開賽晉級賽 
戴竣賢 香港 銀獎 11 IMC 國際數學競賽 陳曉駿 新加坡 銀獎 

18 
華夏全國數學 

奧林匹克邀請賽 

李雨澄 

梁承顯 
深圳 

二等獎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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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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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國際數學競賽 許樂軒、黎浩權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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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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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2014 國際數學競賽 李承恩 韓國 個人獎金獎 

13 
第十屆中國東南地區 

數學奧林匹克 
林子樂 

江西 

鷹潭 
銀獎 09 

第廿四屆 

中國數學奧林匹克 
吳藝峰 

海南省 

瓊海市 
銅獎 

12 中國數學奧林匹克 許樂軒 
陝西 

西安 
銅獎 09 全國初中數學奧林匹克 

許樂軒 

黎浩權 

中國 

天津 

二等獎 

（銀獎） 

12 中國女子數學奧林匹克 楊玉華 
廣東 

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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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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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第六屆中國東南地區 

數學奧林匹克 
范小蔚 

江西 

南昌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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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HKDSE 考獲 5 科 5**的 

蘇文杰在多個數學比賽獲得獎項 

李承恩在國際大都會奧林匹克 

榮獲金獎 

 



 
 

五育均衡發展是本校的教育取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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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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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茲列部分較突出

的成績於下： 
 

本校男子組連續二十三年蟬聯屯門區學界全年體育成績總錦標冠軍 

本校女子組連續二十二年蟬聯屯門區學界全年體育成績總錦標冠軍 

梁中運動員卓越的表現豐碩的成果 

本校多年來人才輩出，在多個比賽中屢獲殊榮，表現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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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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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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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辦班際演藝比賽，讓全校同學參與，以發揮群策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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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協力完成陸運會外，同學積極參與社際球類或競技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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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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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亦寓群育於教學中，組織隊伍參加數學物理奧林匹克、

化學、生物、地理等比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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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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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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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會合辦烹飪比賽，參賽學生 
都落力向評判介紹菜色。 

群策群力，盡顯所長。 

英語話劇比賽，各人都投入萬分。 辯論比賽，互相切磋，加強自信心。 閃避球比賽，一同落場，互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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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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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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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在初中推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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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際音樂

節榮獲全場總亞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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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章的報導，對本校同學的創作深表欣賞 

充滿懷舊氣氛的校園壁畫設計﹕「奮進樓」 

同學在校際音樂節比賽榮獲優秀的成績 

本校中樂團三十五周年音樂會大匯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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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十師生一同前往順德進行藝術研習之旅，獲益良多。 同時囊括繪畫比賽冠、亞、季軍及優異獎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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