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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工業學校 
學校報告 

2012-2013 

 
 

(一) 學校使命 

 本校辦學宗旨是致力提供一個完善的學習環境，讓學生的

潛能得以全面發展，使其日後成為盡責的公民，適應未來科

技的轉變及社會的發展。 

 

本校提供多元化課程，文、理、社、工、商各科並重，學生

得以按個人興趣及能力選讀。本校「德、智、體、群、美」

五育並重，讓學生得到全人教育，建立積極的人生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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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校抱負 
 

本校致力成為一所校風良好和科技創新的中學，讓學生發揮

潛能，並進求卓越，關心社會，成為對社會有貢獻的公民。 

 

(三) 本校簡介 

 

九龍工業學校創辦於 1961 年，是政府屬下的官立文法中學。

本校在創立之初著重數理和工科，七十年代為使學生更能適

應社會的變遷，提供多元化的課程，文、理、工、商並重。

踏入二十一世紀，為配合新高中學制的展開，本校進一步優

化多元化的課程，為學生提供更多的科目組合選擇，以切合

他們的興趣和能力。本校多年來為社會培育了不少人才，現

任立法會議員郭家麒先生、國立新加坡大學研究部主任倪亦

靖教授、香港科技大學協理副校長龐鼎全教授等均在各自崗

位上發揮所長，貢獻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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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校管理委員會成員 (2012/2013) 

 

 
姓名 

主席 黃淑華女士 

校長 蔡崇機先生 

校友代表 

杜國鎏先生 

 

周志明先生 

家長代表 

林嘉玲女士 

 

林俊誠先生 

社區代表 張凱欣博士 

老師代表 

周俊國老師 

 

林卓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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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上課日數 (2012/2013)  
 

 

 

 
(六) 班級結構 
 

班 級 結 構 ( 2 0 1 2 / 1 3 學 年 )  

 

  中  一  中  二  中  三  

班 數  : 5 5 6 

學 額 數 目  : 140 135 142 
 

  中  四  中  五  中  六  

班 數  : 6 5 6 

學 額 數 目  : 151 111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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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學生出席率 (2012/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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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教師資料 

 

教 師 資 料 (包 括 校 長 )  

 

核准編制 內教學 人員 人數  : 55 
 

核准編制 外教學 人員 人數  : 13 
 

學 歷   

(佔 全 校 教 師 人 數 的 百 份 比 ) 

教育文憑  : 4% 

學士  : 54% 

碩士、博 士或以 上  : 42% 
 

年 資   

(佔 全 校 教 師 人 數 的 百 份 比 )  

0-4 年  : 5%  

5-9 年  : 12% 

10 年或 以上  : 83% 
 

補 充 資 料  

(佔 全 校 教 師 人 數 的 百 份 比 )  

已接受特 殊教育 培訓 教師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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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教師持續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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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2012-2013年度學校報告 

 

一．多元活動展潛能     運動健康齊擁有 

 
本年度本校的主題為「運動與健康」。為配合主題，本校展開了一連串

的活動，更與不同的單位合作，以提升活動成效，例如去年 11 月與 12 月期

間，本校英文科便與理工大學護理學院合作先導計劃“Collaborative Care in 

School Health and Safety”。是項學習計劃由理大同學到本校為初中學生提供

一系列的課堂活動、講座及午間活動，讓學生瞭解及體驗運動、飲食及身心

健康的重要性，而本校老師會為理大同學修訂教學內容，並擬定相關的課程

以作配合。由於上述學習計劃以英語進行，因此增加了學生學習英文的機

會。為期十四日的活動，本校學生積極參與，也豐富了理大同學的「服務學

習」經驗，成效理想。 

 

本校認為青少年身心健康的發展對成長尤為重要。為了促進學生心靈上

的健康發展，讓他們能以正確的態度和技巧克服困難，本校邀請了台灣南華

大學周平教授和鄒川雄教授到訪本校及主持生命教育講座。兩位講者深入淺

出地與學生分享何謂心靈健康，以及如何能達致心靈上的滿足，提升了學生

戰勝逆境的能力。 

 

本校更著力為學生營造健康校園的氣氛，在去年 9 月 25 日至 27 日開展

校園健康大使計劃，藉以培訓具領導才能及服務精神的學生領袖，於校內及

社區宣揚健康生活的精神。今年 5 月，英文科舉辦“Healthy Cooking 

Contest”，副校長、老師與學生一起設計及烹調健康食物，賽後互相試食，

氣氛熱鬧融洽；而社會服務組及家長教師會也夥同佛教慈濟基金會(香港)，

進行社區關懷健康活動，為深水埗區長者作免費健康檢查和診症，17 位組

員擔當義務工作人員，一對一的協助到場長者進行登記及輪候檢查。今年 7

月 5 日，本校更與其他官校一同參加健康校園計劃之健康人生嘉許禮

(2012-13)。嘉許禮在中山紀念公園體育館舉行，全港參與健康校園計劃的官

立中學校長、負責老師與學生皆出席盛會。本校選派及訓練健康大使負責攤

位活動，健康大使全情投入，表現出色，分享了健康校園計劃的成果。典禮

在熱烈的掌聲中圓滿結束。 

 

為配合「運動與健康」這主題，本校老師亦以身作則，與學生一起參加

不同的體育活動，如今年 3 月 23 日， 5E 班林泳圻便與許遠輝老師在

2012-2013 全港學界保齡球公開賽之師生雙人賽中獲得季軍；另許遠輝老師

參加男教師組個人賽亦獲亞軍，成績超卓。 



 
9 

二．鞏固理想學業     拓展廣闊視野 

         

本校歷屆校友都對母校懷着深厚的情誼，為了培育後輩，校友會在不同

的層面回饋母校，除了在財政上支援母校舉辦各項活動及設立獎助學金推動

學生全人發展外，更聯絡在各個不同範疇有卓越成就的校友回校，協助學生

規劃人生。去年，一眾資深校友陪同本校創校校長劉國禎先生，親臨學校主

持「金禧壁畫揭幕儀式」。本人謹代表全校上下，向各校友表示深切謝意。 

 

為配合中學文憑考試四個核心科目的要求，本校積極提升學生的語文能

力。在提升學生的英語能力及水平方面，本校英文科除了與理工大學合辦活

動外，更於大型節日如中秋節、萬聖節、聖誕節、復活節等致力製造英語場

景，提供機會讓學生進行英語練習，營造學習環境。而積極參與英語活動的

學生由老師帶領，到星加坡進行境外文化交流，以增加學生使用英語的機

會，提升學生的英語水平。 

 

在中文科方面，本校學生除了參加文學之星寫作比賽及善言巧論全港學

生口語溝通大賽等活動外，去年更夥同金文泰中學及何文田官立中學舉辦聯

校口語溝通活動，讓中五及中六級學生透過互相切磋，力求進步。此外，中

文科及中國文化學會於年中舉辦多項文化活動，更於傳統節日如農曆新年、

元宵節及端午節等籌辦主題活動，為學生營造文化氣氛。 

           

至於通識教育，實為新高中課程的重要一環。為協助學生掌握更全面的

通識科資料，通識教育組去年舉辦了一連串的活動，例如市區更新探知館參

觀、公民教育資源中心參觀、海下灣生態考察和通識講座等，以啓發學生思

維，加強學生的分析及批判性思考能力，以助學生全面發展。 

 

此外，本校亦積極培養學生的閱讀習慣，以擴闊學生的閱讀範圍及提高

學生的閱讀興趣。本校推廣閱讀組於 3 月舉辦了主題閱讀月午間活動，由各

科組為學生設計與科目有關及富趣味性的閱讀材料，以加強閱讀風氣。4 月

24 日，本校在禮堂及初中操場舉辦世界閱讀日聯校活動，協辦學校有葵涌

蘇浙公學、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佛教大雄中學、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佛教大光慈航中學、香港四邑工商總會黃棣珊紀念中

學等，進一步推廣閱讀風氣。 

 

 

在本校各科組老師付出加倍努力下，學生在學業方面獲得傑出的成果。

本校在參加 2013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 13 個科目中，有 11 個科目的成績

較前一年進步，其中 6F 羅凱仁同學更取得 1 科 5**、1 科 5*及兩科 5 等的佳

績，而 6E 湯文鋒同學也取得 1 科 5**、兩科 5 等及兩科四等的佳績，令人

鼓舞。這正是本校師生共同努力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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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鼓勵學生走出校園，放眼世界，與及配合學科學習，本校去年籌辦了多個

交流及考察活動，並透過不同的歷史文化講座，鼓勵學生關心祖國，認識國

家歷史及文化。 

 

去年 12 月，韓國柳漢工業高中的老師到訪本校，參觀航空學及設計與

應用科技的課堂，觀賞學生設計的飛機模型和試飛活動，並與學生進行交

流，然後到禮堂觀賞本校 50 周年校慶英語音樂劇「Thorough」的精華片段

和 2D 班的英詩集誦表演。總結整個交流活動時，韓國柳漢工業高中的老師

對本校學生的表現有很高的評價。 

 

今年 8 月 15 日，台灣逢甲大學邱創乾校長親自帶領其教學團隊到本校

舉辦講座，介紹台灣留學生的學習及生活情況，讓有志到台灣升學的學生瞭

解當地的教育發展，為學生開拓更多升學出路。 

 

此外，去年為南京大屠殺七十五周年，本校舉辦了一連串的講座及交流

活動，讓學生毋忘歷史。於 12 月 13 日，本校舉辦了「牢記歷史，珍愛和平，

悼念南京大屠殺七十五周年講座」，邀請了香港公開大學趙兩樂博士、樹仁

大學羅永生博士和中華精忠慈善基金會副會長朱汝田先生，講解及探討事件

對我們的意義和反思歷史的教訓。透過研討會，學生透徹認識了南京大屠殺

的真實歷史，上了人生中寶貴的一課。及後，老師為了讓學生親身認識南京

大屠殺的真相，特地帶同中四及中五級的學生到南京參觀大屠殺的遺址，讓

學生獲得難忘的體驗。 

 

於 3 月 22 日，本校更邀請了二戰時備受中西軍政界推崇的二戰名將孫

立人將軍的義子揭鈞教授蒞臨演講。揭教授向高中學生講述孫立人將軍的教

育理念，提及當年孫將軍的軍隊無論到哪裡都會設立學校，使更多國人有受

教育的機會。學生在揭教授身上體會到孫立人將軍對國人教育理念的實踐和

盼望。 

 

5 月 31 日，本校中史科與中華精忠慈善基金會合作，籌辦「尋找歷史，

重歸榮譽──二戰名將後人和西南聯大抗日老戰士分享會」，很榮幸邀請到

新一軍軍長潘裕昆將軍外孫晏歡博士和西南聯合大學（由清華大學、北京大

學、南開大學組成）1944 年地質系畢業生、中國駐印軍少校翻譯官王忠詩前

輩和愛護抗戰老兵義工周堅先生親臨，與學生分享尋找歷史的經歷。 

 

在 12 月及今年 6 月，本校師生兩次參加台灣校園體驗之旅。行程中，

師生分別到不同類型的大學進行參觀及交流，體驗當地的校園生活及瞭解當

地的升學情況。此外，師生同到台灣文化保育地點實地考察，與當地志工一

起勞動，瞭解當地民生和可持續發展政策如何落實。參與此行的學生都能把

握到外地考察的機會，增廣見聞，並深入掌握環保概念，以待日後在生活中

實踐，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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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 月 22 日至 26 日，本校 28 位學生由殷見歡副校長、洪帆老師、葉

偉強老師及家長教師會林俊誠主席、林嘉玲副主席帶領，參加了四川姊妹學

校交流及文化考察之旅。是次考察之旅，學生夜遊了錦里古街，也參觀了成

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武侯祠、寬窄巷子、杜甫草堂、文殊院和四川省博

物院。此外，師生探訪了汶川縣七一映秀中學，以了解大地震的影響，也探

訪了本校在四川的姊妹學校──青龍鎮初級中學。學生將所見所聞帶回學校

與同學分享，讓同學增加了對中華文化的認識和興趣，也讓同學明白自己是

多麼的幸福，從而學懂珍惜。 

 

7 月 20 日至 26 日，本校胡愷琪老師及朱偉堂老師帶同學生到西安交通

大學參與高校科學營 2013──優秀高中生獎勵計劃。學生出席專家主持的科

普講座，並與大學師生交流；及後又參觀高校重點實驗室，進行科技實踐活

動。學生在是次活動中把握機會吸收各種科學知識，收穫甚豐。 

 

 

此外，兩名中四及中五理科學生因學科表現良好，獲學校推薦及資助，

於 7 月 16 日至 8 月 3 日暑假期間，參加由香港中文大學理學院舉辦的暑期

科學課程── 分子生物學和生物技術導論及現代化學分析，進行有關生物

及化學的實驗活動。藉此活動，學生能踏足中學課程未能深入接觸的科學領

域，從而更深入認識不同的科學知識。 

         

除到國內考察及交流外，本校也安排學生踏足世界各地，瞭解不同地方

的文化，擴濶視野。本校連續七年舉辦星加坡交流活動，讓學生與當地學生

交流，並探訪當地的馬來西亞裔家庭，體驗當地文化。學生全程以英語交談，

眼界及英語能力皆大大提升。 

 

除學生參加考察及交流活動外，本校老師也於 3 月 15 日的教師發展日

與長洲官立中學、將軍澳官立中學及筲箕灣東官立中學到珠江南沙與虎門進

行參觀及考察。老師參觀霍英東科技中學，參與當地部門為老師舉辦的南沙

發展及當地驗毒工作講座，並參觀豐田汽車生產公司，了解生產流程。最後，

老師到虎門海防博物館參觀，從而了解當年鴉片戰爭英國入侵中國時，中國

官民奮力抵抗外敵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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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務人群     培育未來領袖 

 

本校教育目標為發展學生個人潛能，讓學生建立正面的人生目標，積極

參與活動及服務社群。為進一步提升獎勵計劃的成效，本校去年成立小組進

行諮詢及檢討，將校本「全人發展獎勵計劃」進行深化，合併「全人發展獎

勵計劃」與 OLE 獎勵計劃，並擴大計劃的獎勵範疇，又將各項歷任校長、

校友、老師和家長們捐贈的獎學金歸入獎勵計劃組。經優化的「全人發展獎

勵計劃」於本年度開始推行，使學校獎勵計劃更趨統一及完整。 

 

為推廣學校正面形象及加強社區協作，本校一向積極參與社區活動，如

去年 11 月香港受颱風吹襲，一批塑膠珠貨櫃意外傾瀉入海，塑膠珠聚丙烯

污染多個海灘，破壞海洋生態，學生便協助清潔長洲沙灘，以行動支持環保

工作。 

 

推動共融精神也為本校的教育重點之一，本校學生支援組於去年 10 月

至今年 7 月期間帶領二十多名學生參加「青少年共融大使訓練計劃」。計劃

由親切機構舉辦，共有四個單元課程，包括︰「共融、兒童權利你我有份」、

「多元 360∘無障礙溝通」、「共融新體驗」及「共融在社區」，為期四個

月，內容包含重要的共融理念、溝通技巧、團隊訓練、親身訓練和社區互動。

在一連串的活動中，本校學生與路德會救主學校學生共同合作，肩負起推廣

共融的使命，在學校和社區向大眾分享他們的共融體驗和訊息。 

 

本校社會服務組致力協助學生認識及關注社會上不同階層的人和事，培

養學生服務社會的精神。社會服務組於農曆新年前，與惜食堂合作舉辦盤菜

老幼聚餐，延開十席，希望為深水區長者帶來愉快的新一年。本校二十多位

中四學生擔任義工，在席間與長者傾談，增進兩代人的溝通。本校也派出十

多位中四學生表演「花式跳繩」，長者們都看得非常投入。本校義工更聯同

長者合唱「迎春花」，祝願新年快樂，事事順利。粵語片巨星陳寶珠女士當

日更在百忙之中抽空出席盤菜聚餐，探望本區長者，與他們傾談、拍照、玩

遊戲和抽獎，長者們都非常高興。此外，去年本校學生在老師帶領下，參與

社會服務超過 30 次，包括捐血、探訪扶康會上李屋成人訓練中心、扶康會

澤安成人訓練中心、雲華護理安老苑和慧進會等，服務對象包括智障人士、

老人、腦中風及其他腦疾病患者。同時，學校要求學生在完成社會服務後，

必須以文字反思在活動中的所見所感，深化服務學習所得。學生在服務過程

中接觸到社會中不同社群的人士，獲益良多，既助人亦助己。 

 

本校學生除了為本港各機構提供社會服務外，足跡更遠至台灣。本校雷

裕鸞老師、石民健老師與馬樂謙老師，於今年 6 月 25 日帶同 24 名學生，開

展了一連五天的台灣校園體驗與服務之旅。在這次旅程中，學生先後到兩間

大學參觀。兩間大學設施完善，環境優美，加上當地師生的熱情招待，學生

不單掌握到當地的升學資訊，也獲得愉快而充實的校園體驗。除了參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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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學生也參觀了當地的垃圾回收工場，還充當義工，從事垃圾分類的工作。

就當日所見，學生不但不嫌垃圾骯髒，還積極投入服務，表現令人刮目相看！

至於參觀垃圾焚化廠，則讓學生了解垃圾焚化的過程，並親睹垃圾處理的程

序，讓學生大開眼界。學生也同時參觀了 921 地震教育園區，透過一系列的

實驗與專人講解，對地震的防禦工作有了更多的認識。而倒塌的天橋、斷開

的運動場賽道、壓至近乎扁平的課室──這一幕幕 921 地震遺址的景象，讓

學生深刻感受到地震的破壞力，以及天災對人類深遠的影響。地震園區的參

觀，令學生更珍惜生命，明白活在當下的道理。 

 

為了培育各方面的人才，本校的「其他學習經歷組」亦為高中學生安排

各項職業技能訓練課程，讓學生增加對有關職業的認識及學習有關技能，例

如電力工程、生態旅遊、營務助理、剪髮、救傷等。學生均努力學習及取得

相關證書，包括機電工程協會(香港)發出的「建造業議會訓練學院電氣佈線

工(中工)證書，香港遊樂場協會頒發的生態旅遊證書及營務助理證書等。學

生除學得一技之長外，更能在體驗職業訓練的過程中深刻地思考人生方向。

此外，本校亦積極培養學生對藝術及體育運動的興趣，舉辦各項興趣小組如

結他班、漫畫班、動畫班、魔術班等，與及體育訓練如冰球班、高爾夫球班

等。學生投入參與，積極裝備自己，務求為畢業後踏足社會打好穩定基礎。 

 

本校亦注重學生的課外活動，由課外活動組統籌多項常規訓練活動及學

會，鼓勵學生透過參與課外活動培養合作精神及領導才能。常規訓練方面，

本校規定中一學生必須最少參加一項常規訓練活動，包括童軍、聖約翰救傷

隊等制服團隊，或管樂團、國術學會、跆拳道學會、球類學會等常規訓練課

程，務求讓學生在中一階段建立投入參與活動的精神。除常規訓練外，學校

設有超過 30 個學會，分為體育、文娛、學術、服務四個範疇，學生可自由

選擇參加，以善用餘暇，發揮潛能。 

 

為協助各學會幹事在統籌活動中發揮團隊精神，培育領導才能，課外活

動組於各學會成立後，特設「領袖訓練課程」，培訓學會幹事的統籌活動及

解難能力，為日後學會的順利運作作好充足準備。此外，課外活動組亦於 7

月 2 日 至 7 月 3 日，為中二全級學生在烏溪沙青年新村舉辦兩日一夜的「歷

奇訓練營」，希望透過不同的歷奇活動，訓練學生瞭解團體精神的重要，發

揮互相支持及激勵的效果，並增強學生的自信心，以便應付日後在學業上遇

到的各種困難。學生完成 2 日 1 夜的訓練營活動後，均表示能領略到合作精

神的重要。 

 

在各科組的合作之下，學生在校園中獲得適切的教導，各展所長，潛能

得以發揮。去年本校學生參與多項校外活動及比賽，表現優秀，受到肯定。

在藝術與科技教育中心舉辦的聯校模型滑翔機飛行大賽中，3F 班李逸鍇奪

得外型設計獎季軍。在公民教育委員會和民政事務局合辦的第二屆公民大使

培訓計劃中，4B 班葉坤杏在全港 200 名候選學生中突圍而出，成為 40 名「公

民大使」之一。在第一屆全港「藝海之星」綜藝比賽中，2A 班邱晉城與 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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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林錦建分別獲得普通話詩詞獨誦亞軍及季軍。在第二屆「墨子行動：香港

傑出學生義工選舉」中，4B 班梁智鋒和葉坤杏榮獲銀獎。在第 64 屆香港學

校朗誦節中，2D 班奪得英語集誦季軍，3D 班張杰榆和 3E 班李嘉欣分別獲

得英詩獨誦冠軍和亞軍，3E 班鄧美詩和 4D 班劉芯分別獲得普通話散文獨誦

冠軍和亞軍，2D 班蕭梓晴和 4D 班丘詩敏分別獲得粵語詩詞獨誦冠軍和季

軍。在 2013 校際音樂節比賽中，6D 班鄭曉淘勇奪小號冠軍。在河源東江水

源客家文化探索之旅暨「兩地學生常識問答賽」中，5E 班王皓邦榮獲亞軍。

在校際田徑錦標賽中，5A 班羅家明奪得男子甲組鐵餅銀牌，3D 班麥俊杰奪

得男子乙組 100 米銅牌。而本校國術隊更是戰績彪炳，在第 31 屆全港公開

國術群英會奪得 13 項一等獎，並在全港公開兒童國術分齡賽獲得兩項一等

獎。此外，本校聖約翰救傷隊於周年隊際比賽中勇奪急救學第一名、制服檢

閱第一名和全場總成績第二名。由此可見，本校學生在各項活動及比賽中，

均有卓越成就。 

 

四．家校攜手     共創美好未來 

 

本校家長教師會一直肩負學校與家長橋樑的角色，積極推動「家校合作」

的精神。去年，家長教師會在林俊誠主席的領導下，捐助了多個獎學金，以

獎勵品學兼優的學生，並資助功課輔導班和交流團，又舉辦了多樣化的活

動，包括家長教師周年聚餐、各級家長茶聚、學生午餐飯盒試食、旅行及義

工服務等，深受家長歡迎。於 3 月舉行的家教會旅行以海下灣及香港科技大

學為遊覽重點，得到科大協理副校長龐鼎全校友親自接待，家長此行除增廣

見聞外，還順道交流親子心得，渡過了愉快而充實的一天。 

 

同時，家長教師會積極參與學校活動，如於 12 月舉行的深水埗中學巡

禮，向本區小學生及家長介紹本校特色，林主席更與小學生及家長們分享兒

子的校園生活，成功向區內人士推廣本校的形象。今年 5 月，家長教師會協

助本校社會服務團與佛教慈濟基金會合辦的「關懷校園健康活動」，以講座

及免費醫療諮詢形式，向區內人士灌輸關注個人及校園健康觀念，並為長者

提供義檢服務，惠及社群。家長教師會去年除資助四川姊妹學校交流及文化

考察之旅與高校科學營 2013 外，林俊誠主席及林嘉玲副主席更參與其中，

協助活動推行。此外，家長教師會也出版「家長教師會通訊」，加強校方與

家長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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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劉國禎校長獎助學金 
 

 

 
班級 

(2012/2013) 

班級 

(2013/2014) 
學生姓名 

1 2D 3D 劉銘 LAU MING 

2 3F 4B 陳武健 CHAN MO KIN 

3 4D 5D 陳倚凰 CHAN YEE WONG 

4 5A 6A 梁國垣 LEUNG KWOK WUN 

5 5C 6C 陳定邦 CHAN TING PONG 

6 6D - 區裕成 AU YU SHING 

7 6D - 莊鶴年 CHONG HOK NIN 

8 6D - 鍾禮偉 CHUNG LAI WAI 

9 6D - 許俊濠 HUI CHUN HO 

10 6D - 李瑋峻 LEE WAI T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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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二零一二至二零一三年度校外比賽獎項一覽表 

比賽名稱 得獎學生 班別 獎項名稱 

第 64 屆校際朗誦節散文獨誦 
普通話(女子組) 

鄧美詩 3E 冠軍 
劉芯 4D 亞軍 

第 64 屆校際朗誦節詩詞獨誦 
粵話(女子組) 

蕭梓晴 2D 冠軍 
丘詩敏 4D 季軍 

第七屆善言巧論：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中學組 小組討論 

華置聞 6A 
小組優異 

周智健 6C 

2012 - 2013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 
(香港賽區) 高中組 

梁家暐 6C 
優異獎 鍾禮偉 6D 

羅凱仁 6F 
2012 - 2013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 

(香港賽區) 初中組 

方偉榮 2E 
優異獎 

高梓聰、黃國壽 3E 

香港安全標誌「急口令創作比賽」 方珮如 4C 優異獎 

64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Harmonic Choral Speaking, Open 

李錦榮、盧仲謙、黃思晧 
洪嘉銘、雷耀輝、吳良煇 
陳家俊、陳玟芳、張偉諾 
張揚德、朱薇、夏嘉敏 
鄺程輝、郭明、林振興 
劉雅儀、劉銘、梁銀燕 
梁嘉敏、盧泳焮、陸日升 
吳澤琳、羅慧、吳梓鍵 
吳依霖、阮狄、沙頌賢 
岑東昌、蕭志權、談雪盈 
譚焯華、蕭梓晴、叶偉豪 
余卓樺、何昭進、羅德榮 

2D Third 

64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Harmonic Choral Speaking, Open 

陳家安、陳子峰、張海鵬 
劉安儀、梁智鋒、李全發 
盧浚浩、陸美嬋、莫宇航 
吳浩賢、黃志森、伍銘勝 

葉坤杏 

4B 

Merit 
陳瑞獻、陳倚凰、陳宇滔 
陳玉婷、張軍諾、張賓男 
詹喬其、趙唯中、周文軒 
何果駿、林學善、林家薇 
林錦建、劉碧瑩、李曉朗 
梁肇駿、劉芯、魏佳強 
顏銘杰、潘柳余、譚渼鈴 

黃振球、丘詩敏 

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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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名稱 得獎學生 班別 獎項名稱 

64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張杰愉 3D First 
李嘉欣 3E Second 

陳卓濤、文耀雄 1C 

Merit 

何龍文、韓德芳 1D 
吳汶騏、何傑輝、高焯綸 
劉沛臻、鄭權豈、馮敬傑 

尹家成 
1E 

雷立志 2E 
李芷珊、鄧美詩、楊紫晴 

李嘉欣 
3E 

陳武健、張智偉、劉家豪 3F 
陳宇滔、張賓男、林學善 
林家薇、劉芯、譚渼鈴 

4D 

黃顯誠 5C 
黃國盛 5D 
湯偉賜 1D 

Proficiency 魏凱珊、徐淑惠 3D 
陳浩然 4F 

64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Public Speaking Solo 

吳永康 5B Merit 

第一屆「藝海之星」綜藝比賽(中學組) 
普通話詩詞獨誦 

邱晉城 2A 亞軍 

林錦建 4D 季軍 

第一屆「藝海之星」綜藝比賽(中學組) 
普通話散文獨誦 

葉金妮 2C 
優異獎 

劉芯 4D 
2013 校際音樂節比賽 

大號公開組 
方展康 6B 優良 

2013 校際音樂節比賽 
小號初級組 

鄭穎軒 3A 優良 
鄭曉淘 6D 冠軍 

2013 校際音樂節比賽 
長笛初級組 

彭俊星、黃諾衡 5C 優良 

2013 校際音樂節比賽 
嗩吶初級組 

郭梓謙 1E 良好 

2013 校際音樂節比賽 
單簧管初級組 

許美荃 1B 優良 
劉銘 2D 優良 
鄧鈺婷 3E 優良 
尹子浩 4F 優良 
郭梓謙 1E 良好 

2013 校際音樂節比賽 
薩克管初級組 

鄧世豪 4C 優良 
劉芯 4D 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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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名稱 得獎學生 班別 獎項名稱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試 
樂理試 五級 

歐瑋祈 3B 

合格 
彭康家 5A 
蘇漢橋 5D 
黃仲賢 5E 
梁博禮 6B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試 
法國號  五級 

方展康 6B 合格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試 
大號  八級 

方展康 6B 合格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試 
圓號  五級 

方展康 6B 合格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試 
單簧管  五級 

黃子儀 5A 合格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試 
薩克管  五級 

張賓男、劉芯 4D 合格 

第一屆「藝海之星」綜藝比賽(中學組) 
邱晉城 2A 亞軍 
林錦建 4D 季軍 

第一屆「藝海之星」綜藝比賽(中學組) 
葉金妮 2E 

優異獎 
劉芯 4D 

聖約翰救傷隊 
2012-13 周年隊際比賽 

丘俊傑 2A 

急救學第一名 
制服檢閱第一名 
全場總成績第二名 

洪嘉銘、鄺程輝 2D 
李卓智、蕭博文 2E 
羅小俊、蘇山君 3E 

黃志偉 3F 
何俊杰 5E 
余君樂 6F 

夢想大使計劃 

丘芷希、郭文傑 4F 

良好 

鍾詠欣、卓曉烽、黃思安 4A 
林文樂 4B 
林燦誠 4C 
譚渼鈴 4D 
伍仲康 5A 
彭子峰 5B 

陳銘樂、葉啟吉 5E 

2013 年度林建康助學金 梁智鋒 4B 林建康助學金 

墨子行動：傑出學生義工選舉 梁智鋒、葉坤杏 4B 銀獎 

九龍倉全港中學生繪畫比賽 尹子浩 4F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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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名稱 得獎學生 班別 獎項名稱 

教育局薈萃館外牆設計比賽 
傷健共融輔助器材設計比賽 

江俊賢、吳堅年 5B 
良好 

陳定邦、邱敬鈞 5C 
李煜鴻、李潤豪、鄧立源 

謝景仲、余健成 
4F 優良 

聯校模型滑翔機飛行大賽 
外型設計獎 

李逸鍇 3F 季軍 

河源東江水源客家文化探索之旅 
暨「兩地學生常識問答賽」 

王皓邦 5E 亞軍 

學界甲組足球比賽 

林永賢 2A 

第五名 

呂健煒、何俊賢、歐瑋祈 3B 
林展毅 3C 
朱育彬 3D 
梁祖銘 3E 

周健威、李家駿 4A 
石耿立 4B 

林侑聰、陳健聰 4F 
梁志軒、羅家明 5A 

陳港明 5B 
周承翰 5C 

學界籃球比賽 
第三組九龍二區男子甲組 

李定文 3A 

第五名 

黃國壽 3E 
吳浩賢 4B 
伍仲康 5A 

陳朗生、陳定邦、黃嘉輝 
鄧嘉偉 

5C 

劉宏智 5D 
麥家豪、何文健 5E 

鄺宣銘 6B 
梁啟勇、麥偉恩 6C 

潘煒誠 6F 

學界籃球馬拉松錦標賽 2013 

黃國壽 3E 

第 17 名 

吳浩賢 4B 
伍仲康 5A 

陳朗生、陳定邦、黃嘉輝 5C 
劉宏智 5D 

麥家豪、何文健 5E 
潘煒誠 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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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名稱 得獎學生 班別 獎項名稱 

龍翔盃健康校園四角籃球邀請賽 

程可豐 1E 

季軍 

李定文 3A 
黃國壽 3E 
文嘉豪 3F 

陳家安、吳浩賢 4B 
黎銳志 4E 
伍仲康 5A 

陳朗生、陳定邦、黃嘉輝 5C 
劉宏智 5D 

麥家豪、何文健、王皓邦 
曾偉輝、黃嘉駿 

5E 

梁煒廉 6A 
李瑋峻 6D 

劉穗恒、李子康、潘煒誠 6F 

龍翔官立中學 2012-13 週年運動會 
男子 4x100 接力邀請賽 

麥俊杰 3D 
亞軍 陳港明、陳偉明 5B 

陳定邦 5C 

香港九龍學界保齡球錦標賽 2013 
黃鈺雯 1B 

女子隊際殿軍 丘芷希 4F 
梁思明 4A 

2013 全港學界保齡球公開賽 
師生雙人賽 

林泳圻 5E 季軍 

2012-13 校際田徑錦標賽 
男子乙組 100 米 

麥俊杰 3D 季軍 

2012-13 校際田徑錦標賽 
男子甲組鐵餅 

羅家明 5A 亞軍 

第 31 屆全港公開國術群英會 
千字掌套路 

黎志涌 3E 二等 

第 31 屆全港公開國術群英會 
現龍拳套路 

鄧沃楨 3F 一等 
林祖善 4F 二等 

第 31 屆全港公開國術群英會 
工字伏虎拳套路 

黃子儀、彭康家、伍仲康 5A 

一等 

彭俊星 5C 
葉啟吉 5E 
李啟明 6B 
李全發 4B 
陳宇滔 4D 
吳業祥 5C 

二等 
章鴻紳 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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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名稱 得獎學生 班別 獎項名稱 

第 31 屆全港公開國術群英會 
虎鶴雙形拳套路 

余君樂 6F 一等 

第 31 屆全港公開國術群英會 
千字連環拳套路 

梁建希 5E 一等 
張航健 2B 

二等 
戴詠軒 2E 

周清洋、張智偉 3F 
周健威 4A 
梁智鋒 4B 
劉卓文 2C 三等 

第 31 屆全港公開國術群英會 
櫻槍套路 

葉啟吉 5E 
一等 

余君樂 6F 
李啟明  6B 

二等 
李全發 4B 
陳宇滔 4D 
伍仲康 5A 

第 31 屆全港公開國術群英會 
團體組 

黃子儀、彭康家、伍仲康 5A 

優異 

彭俊星、吳業祥 5C 
葉啟吉 5E 
李啟明 6B 
李全發 4B 
陳宇滔 4D 
章鴻紳 6C 
余君樂 6F 
林祖善 4F 

全港公開兒童國術分齡賽 
男子少年組套拳、男子少年組短器械 陳宇滔 4D 一等獎 

屯門區公開龍獅錦標賽 2012 

鄧沃楨 3F 

中學獅組銀獎 
活樁獅組銀獎 

李全發 4B 

陳宇滔 4D 

吳業祥 5C 

余君樂 6F 

章鴻紳 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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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2012 至 2013 年度活動回顧 

參觀沙咀懲教所計劃 高校科學營 2013 - 優秀高中生獎勵 
警方網絡罪行講座  學生會諮詢大會 
四社會議 惜食盤菜老幼聚餐 
成功非僥倖講座 第十二屆環保模型創意設計比賽 
廉政互動劇場：英熊互動真人 SHOW 透視水世界野外考察 
校園健康大使就職禮 頒獎日 
英文科迎中秋活動 參觀香港國際機場 
四川姊妹學校交流及文化考察之旅 如何贏得諾貝爾獎 
學會領袖訓練營 外展訓練 

壓力處理講座 參觀煤氣示範中心 
參觀市區更新探知館 多媒體科藝體驗課程 
消防講座暨滅火示範 「性格追蹤」－ 性格特質教育講座 
海下灣生態考察 參觀理工大學食品測試實驗室 
講座 - 選舉知多少 校園健康大使計劃 - 探訪喜靈洲戒毒所 
推廣閱讀組主題閱讀月午間活動 12-13 地理科環保標語創作比賽 
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 二戰名將孫立人將軍義子揭鈞教授蒞臨演講 
地理科大角咀舊區考察 至 Fit 科學人 
英文科萬聖節活動 參觀香港大學幹細胞研究中心 
參觀香港中文大學食物研究中心 2012 - 2013 全港學界保齡球公開賽 
參觀香港大學理學院 CEO 特訓班 
香港中文大學科學講座 PS33 男女大不同講座 

清潔長洲沙灘活動 世界閱讀日聯校活動 2013 
Science Alive 火星任務 家長教師會親子旅行日 
深水埗中學巡禮 2012  墨子行動頒獎禮 
中四級社會服務 通識講座 
中二歷奇訓練營 Healthy Cooking Contest 
二零一一至二零一二年度畢業暨頒獎禮及 
金禧壁畫揭幕儀式 

開放改革新天地之廣州歷史、 
經濟和環保城市建設考察 

校友會周年晚宴 伴你同行領袖訓練計劃 2012-13 
參觀公民教育資源中心 台灣校園體驗服務之旅 
悼念南京大屠殺七十五周年 社區關懷健康活動 
韓國柳漢工業高中到訪 香港華人生活：死亡篇 
第二屆公民大使培訓計劃 廚餘有寶樂活嘉年華 
聯校模型滑翔機飛行大賽 地理運輸與規劃深度之旅：參觀香港國際機場 

英文科聖誕節活動 心晴行動講座 
聖誕歌唱比賽 林建康助學金頒獎禮 
台灣校園體驗之旅 Singapore Educational Tour 2013 
觀星營活動 青少年共融大使訓練計劃 
「尋找歷史，重歸榮譽 － 二戰名將後人 

和西南聯大抗日老戰士分享會」 
香港中文大學暑期科學課程 –  
分子生物學和生物技術導論 及 現代化學分析 

第一屆全港「藝海之星」綜藝比賽頒獎禮 (2012) 參觀公民教育資源中心 
生命教育講座 健康校園計劃之健康人生嘉許禮 
台灣逢甲大學邱創乾校長講座 中一銜接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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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鳴謝曾與本校合作的機構資料 

機構名稱 

九龍工業學校家長教師會 

九龍工業學校校友會 

劉國禎校長基金會 

長興集團(國際)有限公司 

胡立輝醫生兒科專科醫務所 

美國友邦保險(百慕達)有限公司 

廉政公署西九龍辦事處 

衛生署學生健康服務 

食物環境衛生署 

香港警務處警民關係組 

香港海關 

香港華人基督教會 

慈光社群服務網絡 

宣道會國語堂 

國民教育中心 

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 

乘風航 

香港精英運動員協會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PS33 

香港善導會賽會青衞谷 

基督教更生會 

生命工場 

協青社 

慧進會 

The AiR Association Ltd. 

火腿之友 

香港戒毒會石鼓州康復院 

黑暗中對話體驗館 

香港國際象棋總會 

香港象棋協會 

香港女青年會 

香港兒童王國 

山頂凌霄閣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深水埔青少年教會網絡 

香港射箭坊 

深水埗區家長教師聯會 

苗圃行動 

藝術與科技教育中心 

懲教社教育基金 

香港藝海語言藝術中心 

香港教學活動與遊戲研究會 

公益金 

達文西教育機構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中華旅行社海華服務基金 

香港唐氏綜合症協會 

鄰舍輔導會 

工業傷亡權益協會 

佛香講堂 

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 

樂群社會服務處 

中華鍚安傳道會 

香港青年歸主有限公司 

香港青年傷健協會 

周樂笙先生 Angus Chow 

排名不分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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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香港神託會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中華精忠慈善基金會 

明光社 

學友社 

防止青少年吸煙委員會 

深水埗清潔香港地區委員會 

香港宣明會 

香港生命教育學會 

社會福利署深水埗家庭服務中心 

少年警訊深水埗分會 

學園傳道會 

港澳信義會 

國民教育學會 

孫中山和平教育基金會 

民協社會服務社 

小童群益會（麗閣村） 

香港遊樂場協會 

香港國際交流中心 

香港學校戰爭遊戲會 

五旬節聖潔會靈光白普理失明人中心 

活泉全人教育中心 

香港扶幼會則仁中心學校 

扶康會澤安成人訓練中心暨宿舍 

扶康會上李屋成人訓練中心 

九龍巴士 (1933) 有限公司 

始創中心 

香港話劇團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深水埗綜合家居 
照顧服務雲華護理安老苑 

香港理工大學護理學系 

香港理工大學環保工程系 

香港城市大學科學及工程學院 

香港公開大學護理學系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香港科技大學 

明道大學 ( 台灣 ) 

南華大學 ( 台灣 ) 

逢甲大學 ( 台灣 ) 

華中師範大學 ( 武漢 ) 

澳門大學 

新民中學 ( 新加坡 ) 

韓國柳漢工業高中 

暨南大學香港辦事處 

華僑大學香港辦事處 

港澳台慈善基金會 

台灣基督教晨曦會 

四川成都三十六中學 

中華文化促進中心 

中華精忠基金會 

新城知訊電台 

LINUX 商會 

和富社會企業 

新元朗中心 – 心聲琴行 

香港善導會沙田青衛谷預防犯罪教育中心 

機電工程協會(香港) 

排名不分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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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學校財政摘要： 

 

1. 2012-2013 年度 ESCBG 戶口 

I. ESCBG Account 2012/13 Financial Year 
 

  

  Income (HK$) Expenditure (HK$) 

Balance B/F from 2011/12 financial Year (a) + (b) 
1,293,066.06  

  
  

(a) Non-school-specific grants     
     - Subject Grants 410,850.00  363,641.20 
     - SBM Supplementary Grant * Enhancement Grants 44,700.00  5,000.00  
     - Library grant 67,200.00  66,259.14  
     - Grants related to Extensive Reading Schemes 30,480.00  15,251.40  
     - Training & Development Grant 6,738.00  400.00 
     - Other Education Purposes 1,093,066.00  81,209.00  

Sub-total: 1,653,034.00  531,760.74  
      
(b) School-specific grants     
     - Composite IT Grant 686,737.00 604,490.17  
     - Capacity Enhancement Grant 508,936.00  433,120.90  

Sub-total: 1,195,673.00  1,037,611.07  
      

Surplus C/F for 2012/13 Financial Year (a) + (b) 1,279,335.19    

 
 
2. 2012-2013 年度 ECA 戶口 

  HK$ 

Balance B/F from 2011/12 School year 624,275.89  

    
Income   
Contribution from students and government 689,824.00  
    
Expenditure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and learning programmes 746,363.70  
    
Total balance C/F for ECA A/C in 2012/13 School Year 567,73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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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2-2013 年度 SMI 戶口 

  HK$ 

Balance B/F from 2011/12 school year 344,078.39 

Income   
Contribution from students 234,381.23 
    
Expenditure   
Learning Programmes 213,420.00  
    
Total balance C/F for SMI A/C in 2012/13 school year 365,039.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