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校務簡報          勞潔儀校監 何志佳副校監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份) 
 

(１)二零一七至一八年度屯門區中學校際田徑錦標賽成績 
 
 本校同學參加屯門區中學校際田徑錦標賽，成績卓越(連續多年囊括男子總錦標 

冠軍、女子總錦標冠軍），茲列有關賽果如下： 
  

組別 賽果 備註 

女子組總成績 全場總冠軍 連續１８年囊括女子組總冠軍 

男子組總成績 全場總冠軍 連續１７年囊括男子組總冠軍 

男子甲組團體成績 全場總冠軍 
註：(１)連續１６年囊括女子組三組冠軍 

（2002/03至2017/18） 
 

(２)曾１５年囊括男子組三組冠軍 
        【2002/03至2017/18(2015/16除外)】 

      

男子乙組團體成績 全場總冠軍 

男子丙組團體成績 全場總冠軍 

女子甲組團體成續 全場總冠軍 

女子乙組團體成績 全場總冠軍 

女子丙組團體成績 全場總冠軍 
 

男子組全場總冠軍運動員名單 

1A 鄭卓男 1A 黎庭嘉 1B 吳焯珩 1B 張家嵐 1B 蘇唯洛 1C 李祐均 1C 賴秀能 2A 金浩天 

2A 戎正昊 2A 黃柏棋 2C 陳紀燃 2D 陳崇安 2D 許雲傑 2D 羅浩然 3A 洪承羲 3A 潘俊朗 

3B 陳俊謙 3B 鄧樂恒 3B 林志承 3C 唐振銘 3D 勞君諾 4A 陳盼霖 4A 洪向樂 4A 關銘輝 

4B 劉穎禧 4C 鄭永銓 4C 鄭永鋒 4D 陳灝軒 4D 陳庭熙 4D 陳子匡 4D 劉卓楠 4D 劉晉霖 

4D 任啟樂 5A 歐梓皓 5A 胡一明 5A 陳凱維 5C 黃譯慷 5C 鄧祉禧 5C 楊國濠 5C 謝廸軒 

6A 黃鉅森 6A 黃文衍 6A 邱子灝 6A 劉柏麟 6B 鄧宇軒 6C 潘曉峰 6C 蔡致鏗 6D 謝啟逸 

 

女子組全場總冠軍運動員名單 

1A 梁毓華 1B 柳依彤 1C 黃巧澄 1C 劉芍希 1C 黎虹曼 1C 羅靖淳 1D 陳秋圯 1D 馮梓恩 

2A 幸 喬 2A 羅晞晴 2C 李巧兒 2C 謝沛妍 3A 陳慧瑩 3A 朱詩詩 3A 簡尉翹 3A 林希怡 

3A 梁巧澄 3A 盧曉慧 3B 戴穎旻 3C 是栢茹 4A 張家嘉 4A 劉芷晴 4A 李秀慧 4B 蔡詠翹 

4B 陳卓瑜 4C 何萱渝 4C 胡芷媛 5A 黎曉敏 5B 劉子淘 5C 陳蕙瑜 5D 楊茵裕 5D 劉沂洁 

6A 劉嘉淇 6A 李美詩 6A 陳鈞瑜 6B 郭愷妮 6B 高榕瑩 6B 莊應新 6B 簡朗澄 6B 徐善菱 

6C 梁雅汶        
 

破大會紀錄項目 

組別 項目名稱 成績 學生姓名 

女子甲組 跳遠 冠軍 5D 楊茵裕 

女子乙組 鐵餅 冠軍 4C 何萱渝 

女子乙組 
800米 冠軍 

4A 劉芷晴 
1500米 冠軍 

女子丙組 跳遠 冠軍 2C 李巧怡 

男子丙組 跳遠 冠軍 2D 許雲傑 

女子乙組 4X100米接力 冠軍 3A朱詩詩、3C是柏茹、4A劉芷晴、4A張家嘉、4C胡芷媛。 

女子丙組 4X100米接力 冠軍 1A梁毓華、1C黎虹曼、2A羅晞晴、2C李巧怡。 

男子丙組 4X400米接力 冠軍 1C賴秀能、2A金浩天、2A戎正昊、2C陳紀燃。 

男子丙組 4X400米接力 冠軍 1B張家嵐、1B蘇唯洛、2D許雲傑、2D羅浩然。 



 

(２)二零一七至一八年度班際演藝比賽 
 

本校於本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五)假座屯門大會堂演奏廳舉行2017-2018年度
班際演藝比賽，本年重點主題為「並佳學藝相扶持」。是項活動目的為鼓勵同學
團結合作，與老師們同心協力，在舞台發揮創意，展現潛能，增強自信，並達至
群育效果。當天四位學生司儀表現出色，各班同學演出生動有趣，創意無限， 
全校師生與在場的家長一同共渡了一個難忘的下午。 

 

(３)班級編制及學生人數 
 

 班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全校 

 班數 4 4 4 4 4 4 24 
 人數 126 124 123 132 122 131 758 

 
(４)賬戶存款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本校財務結算如下： 

   恆生一號賬結存如下：( 基金戶口 ) 

   【是項賬戶現已取消。】 
 

   恆生二號賬結存如下：( 政府津貼戶口 ) 
 
 現  金 

往來戶口 
簡便活期 
定期存款 
合    計 

:HK$    10,000.00 
:HK$ 9,770,880.01 
:HK$     9,800.87 
:HK$ 1,081,901.82 
:HK$10,872,582.70 

 
 
 
 
 

  註：二號賬內之存款包括教育局全年多項撥款（包括文員工友全年薪金、 

   各科津貼、班級津貼等逾五十多項），以備2017／2018年度應用。 
 

   恆生三號賬結存如下：( 堂費戶口 ) 
 
 往來戶口 

簡便活期 
定期存款 
合    計 

:HK$1,066,642.85 
:HK$   43,692.96 
:HK$        0.00 
:HK$1,110,335.81 

 

有需要時，堂費戶口撥款 
補充二號賬戶營運開支EOEBG 
不敷之數。 

   恆生四號賬：獎助學基金戶口；現已取消。 
   恆生五號賬：教育署撥給本校審批書簿津貼之行政費；現已取消。 

恆生六號賬：優質教育基金津貼（現階段沒有存款） 
恆生七號賬：支援英語教與學基金（現階段沒有存款） 

 

恆生八號賬結存如下： 
 

 往來戶口 

合    計 

：HK$   30,000.00 

：HK$   30,000.00 
 

   順聯會託管戶口：（不會納入法團校董會戶口內） 
 
 戶口結存 ：HK$1,525,694.45 

 股    票 ：1133股匯豐【HK$90,583.35(以31/12/2017股價計算)】  
 

＊＊報告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