撮要
(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
張家邦校長
董玉娣中學由保良局於一九八七年創辦，得李景芬女士捐款建校，以懷念她的先慈董玉娣
夫人；並幸蒙李女士之千金白明珠醫生自 2014 年 4 月起擔任本校法團校董會的獨立校董。此
外，譚綺琪女士(瑞士寶盛銀行有限公司董事)則於 2019 年 4 月起出任校友校董。

本校為一所以英語授課的英文津貼中學。學校位於屯門湖景村。本校向來五育並重，幫助
學生盡展潛能，深受區內家長歡迎。本學年開辦中一至中六共 25 班，學生 750 人，教職員及
非教員合共 85 人。

學業成績
本校學生在 2019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考取理想成績，整體科目取得「第 4 級或以上」
的百分率為 73.6%；而取得「第 2 級或以上」更高達 99.5%。同時，多項紀錄被刷新，包括
必修科考獲 3322 或以上等級的高達 94.3%，中英文科分別有 95.1%及 100%考獲第 3 級或以
上。更令人欣喜的是，獲派本地大學聯招資助院校學位百分率高達 96.7%，為歷屆之冠。這
些成就不僅標誌著同學們的努力，也見證著我校老師們在教學和備試上付出的辛勞。

訓育、輔導及公民教育
本校一直重視同學的品德情意發展。透過以下科組的協同和努力，期望能貫徹而有效地
培養同學具備美好的品格。本年的主題為幫助建立學生一種目標導向的態度，並透過各相關
組別的多元化活動，讓學生學懂自律及加強責任感。
經過多年的運作，訓導組已建立一個嚴謹、公平和高效率的獎罰制度。透過學生獎勵計
劃，鼓勵學生積極進取，自我完善，去年共有 388 人次獲獎。此外，訓導組頒發了 39 個操行
奬，28 個服務奬，117 個大、小功及 535 個優點，獎勵服務及品行表現優良學生。
輔導組在教育心理學家及駐校社工支援下，除進行個別及小組輔導外，亦舉辦不同計劃。
輔導組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200,000，推展「尊重生命，逆境同行」（「好心情@學校」計劃），
及早識別及支援抗逆力低之初中學生，並提升學生、老師及家長對精神健康的關注。此外，
輔導組還舉辦了大哥哥大姐姐計劃、健康 Sun Teen 計劃、性教育講座及時間管理工作坊等多
項預防性活動，藉此引導學生建立正確價值觀，積極面對挑戰，健康成長。
此外，通識及公民教育科為中二學生舉辦社區服務學習計劃，每位學生均參與校外義工
服務，其中包括探訪長者、智障人士，由此讓學生體會福樂的真義，知足感恩，並學習主動
關懷別人，及提升其對區內弱勢社群的關注。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透過籌辦及鼓勵學生參加不同類型活動，如講座、工作坊、參觀公司、
大學及參加大學暑期課程，幫助學生進一步認識自我，定立目標，引導他們以積極態度規劃
未來。例如，本年一批中四同學參加了教育局商校合作計劃，獲配對和記電訊香港有限公司。
此外，部份中四至中六同學獲安排參加工作影子計劃，體驗醫護及政府工作，受用良多。部

份中四至中五同學更獲安排參加大灣區香港中心舉辦的一天活動，加深了對深圳發展的認識。
為提高學生對時事及社會的關注，公民教育組舉辦了多項活動，如「TYT 早晨」新聞廣
播、時事馬拉松、時事專題探討、時事常識問答比賽、環保教育活動等。此外，又舉辦尊師
重道好少年選舉、敬師日、班際壁報及金句設計比賽、捐血日等活動，培養學生尊重及關懷
別人的品格。
此外，本校十分重視教師與學生及家長的關係，透過班主任輔導計劃，建立良好和互信
的師生關係，在學業和成長方面關顧學生。家教會亦舉辦了不同活動，如講座、工作坊、校
長家長座談會、親子旅行、太極班、書法班及國畫班等，促進了學校與家長的合作。

課外活動
本年學生會、四社、20 支校隊、15 個學會及其他學生組織，籌辦了多姿多采的課外活動，
培養同學的多元智能。校方亦致力發掘學生潛能，在各類公開比賽或選舉中，獲得優異成績，
現概述如下：
1. 傑出學生成就：
(a) 在南華早報學生年度選舉中，趙文浩同學獲選為「最投入校園生活」大獎。
(b) 在傑出中學生領袖選舉中，趙爾納同學獲選為傑出中學生領袖。
(c) 於新界區傑出學生選舉中，霍傲璇同學獲選為新界區十大傑出學生；而趙紀妍同學
則獲選為新界區優秀學生。
(d) 在〈香港 200〉領袖計劃中，趙紀妍、葉曉霖、霍穎璇、張皓然及鄺凱儀同學獲選
為〈香港 200〉領袖。
(e) 莫天恩及文皓正同學獲選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青年使者。
(f)

在香港青年大使計劃中，莫巧晴同學被委任為香港青年大使。

(g) 在屯門傑出學生選舉中，霍傲璇同學獲選為傑出學生，張美馨、郭成榮及廖家楹同
學則奪得優秀學生獎。
(h) 趙紀妍同學於屯門區優秀青年嘉許計劃中獲得優秀青年獎。
(i)

在屯門區卓越學生選舉中，鄭穎聰及何諺琳同學獲得卓越學生獎。

(j)

樊璇及張皓然同學獲選為尊師重道好少年，而羅玉兒及趙紀妍陳同學則獲選為待人
有禮好少年。

(k) 在校園藝術大使計劃中，莫天恩及黎學鍁同學獲選為校園藝術大使。
(l)

在隊伍優秀女童軍選舉中，黃睿玲同學獲選為優秀女童軍。

2. 學術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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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本校問答隊在第十三屆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中，勇奪精英賽全港總冠軍及踴躍參與
學校獎，梁美淇同學更獲得最佳發言人獎；代表隊亦於第三屆中國歷史比賽校際精
英問答比賽中奪得冠軍；另外，於第七屆法制先鋒問答比賽中，本校代表隊奪得中
學組冠軍及公開組殿軍。
(b) 在大灣區知識爭霸比賽中，本校代表勇奪大灣區及全港總冠軍；而在第五屆《基本
法》全港校際問答比賽中，本校代表榮獲總冠軍及最積極參與學校獎；另外，於全
港中小學生中國改革開放 40 周年知識競賽中，本校代表勇奪全港總冠軍；而本校
11 位問答隊代表於第八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中，奪得優異金獎，而隊伍更
獲中學組團隊賽冠軍。
(c) 在 2018 澳洲國家化學測試（香港區）中，文皓正、梁卓遙、方源森、何正和及唐
俊豪同學奪得卓越表現滿分獎，另外 12 位同學則獲特別優異獎。另外，在 2018 科
學評核測試中，本校同學分別奪得 1 項鑽石獎、18 項金獎、9 項銀獎及 8 項銅獎。
而在高中數理學科比賽中，17 位同學獲得特別優異獎、16 位同學獲得優異獎，以
及 23 位同學獲得優良獎。此外，在化學在線自學獎勵計劃中，本校代表獲得 7 項
鑽石獎及 2 項白金獎。
(d) 在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競賽（港澳盃數學賽）中，本校代表共奪得 6 項一等獎、
9 項二等獎及 12 項三等獎；此外，於香港青少年數學精英選拔賽中，本校代表奪團
體優異獎。另外，於 ECFix 獎學金計劃（資訊及通訊科技科）中，吳梓維、鍾承軒
及胡晨彬同學分別奪得金、銀、銅獎；而方源森則於香港電腦奧林匹克競賽中奪得
銅獎。
(e) 本校機械人代表隊於 ROBOFEST 機械人大賽香港區選拔賽中，奪得 1 項冠軍及 1
項一等獎，代表隊更獲邀出席於美國舉行的世界盃 ROBOFEST 機械人大賽世界賽，
並於創意機械人巡遊比賽中勇奪世界冠軍；另於泰國曼谷舉行的機械奧運會國際賽
中，奪得 1 項冠軍、5 項亞軍及 1 項季軍，為港爭光。另外，代表隊於海峽兩岸暨
港澳機械人大賽中，勇奪 1 項冠軍 2 項金獎及 3 項銅獎；他們更於香港機械奧運會，
於各比賽項目中奪得 4 項冠軍、5 項亞軍及 5 項季軍。
(f)

3.

何諺琳同學奪得哈佛圖書獎冠軍，而林卓妍及林嘉澔同學則分別奪得亞軍及季軍；
而彭穎津同學於第二十三屆全港學界對聯創作比賽奪得亞軍。此外，陳天琛同學於
新界西區「兩文三語」菁英大比拼中，勇奪朗誦比賽冠軍、最佳中文文章金獎及最
佳英文文章銅獎。

文化及藝術比賽：
(a) 本校舞蹈隊獲邀出席於日本熊本舉行的第七回國際（日、韓、港、台）青少年舞蹈
比賽，現代舞隊更奪得冠軍，為港爭光。代表隊亦於第 55 屆學校舞蹈節中，共囊括
8 項優等獎及 1 項甲級獎，更分別於現代舞組及中國舞組中勇奪全港總冠軍及總亞
軍。而本校代表於第 39 屆沙田區舞蹈比賽、第 41 屆元朗區舞蹈比賽及第 33 屆屯門
區舞蹈比賽中，現代舞隊及中國舞隊共奪 5 項金獎及 1 項銀獎。個人方面，黃欣桐
同學於各項公開舞蹈比賽中，勇奪 9 項冠軍、4 項亞軍及 1 項季軍，而王偉權同學則
奪得 5 項冠軍、1 項亞軍及 1 項優等獎。
(b) 本校英語辯論隊於香港中學英語辯論比賽奪得標準制冠軍，趙爾納同學更於初賽及
決賽三奪最佳辯論員獎。而於第十三屆「善言巧論」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中，賴
2

憲宏同學奪得 1 項冠軍及 2 項特優獎。另外，在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本校代表
於中、英文各項朗誦比賽中，共贏得 3 項冠軍、9 項亞軍、12 項季軍及 26 項優異獎。
(c) 在第 71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中，本校同學共獲得 2 項季軍及 12 項優良獎。合唱團及
管弦樂團於聯校音樂大賽分別奪得銀獎及銅獎。個人方面，何奕倫同學於各項公開
鋼琴大賽中，共奪得 3 項冠軍、2 項亞軍及 1 項季軍；而梁芊悠同學則於各項古箏演
奏比賽中奪得 4 項冠軍及 1 項亞軍。
(d) 在香港學校戲劇節中，本校勇奪 5 項大獎，分別為傑出劇本獎、傑出合作獎、傑出
舞台效果獎、評判推介演出獎，以及由陳晞瑤、莫巧晴、黎學鍁及吳婉嫻同學取得
的傑出演員獎，並獲邀舉行公演；本校亦於即興戲劇創作比賽中勇奪優異獎，王凱
晴同學更獲最佳英語運用獎。

4.

體育比賽：
(a) 在屯門區學界體育校際比賽中，本校在多項體育競賽中獲得理想成績，而總成績更名
列前茅，於 40 多所參與中學中，男子組奪得第四名，女子組則奪得第六名。
(b) 本校男子隊及女子隊分別於屯門區學界游泳比賽中，均奪得全場總亞軍；個人方面奪
得 8 項冠軍、5 項亞軍及 6 項季軍，而接力則奪得 1 項冠軍及 3 項亞軍。另外，在保
良局中學聯校水運會中，本校代表隊奪得男子初級組亞軍及女子高級組季軍，總成績
則獲全場團體殿軍，而隊員於個人項目亦勇奪 3 項冠軍、1 項亞軍及 3 項季軍。另外，
本校隊員於本年度所有游泳比賽中的個人及接力項目，共奪得 19 項冠軍、23 項亞軍
及 16 項季軍。
(c) 本校乒乓球隊於屯門區學界乒乓球比賽中，勇奪男子乙組亞軍及女子乙組季軍，並於
「元朗盃」校際乒乓球公開賽中勇奪亞軍，而林卓穎同學則奪得個人賽冠軍。
(d) 本校羽毛球隊於屯門區學界羽毛球比賽中，勇奪女子總冠軍。此外，於其他羽毛球公
開賽事中，共奪得 8 項冠軍及 1 項亞軍。
(e) 本校野外定向隊於學界分區野外定向錦標賽勇奪女子團體總亞軍；而莫天恩同學則於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校際越野比賽勇奪個人賽季軍。另外，田徑代表隊於各
項全港及分區田徑比賽奪得 2 項冠軍、2 項亞軍及 9 項季軍。
(f) 郭晉謙同學於香港男子跆拳道黑帶賽及國際跆拳道公開錦標賽中勇奪冠軍，並於
ThaiTae 跆拳道國際公開賽奪得季軍；而盧穎欣同學則於全港公開兒童國術分齡賽勇
奪女子少年器械組及套拳組雙冠軍。
(g) 蔡洛同學榮獲屈臣氏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社會服務
本校學生積極參與各項社會服務，在剛過去由社會福利署簽發的「義工運動 2018」
，本校
同學共獲頒 82 個金章、108 銀章，及 83 個銅章。而 7 個本校學生組織更獲頒義工小組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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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考察
復活節期間，本校為學生舉辦了為期十天海外考察團，同學們遠赴紐西蘭考察南半球的
生態環境，擴闊了同學們的視野，這也是本校連續第五年舉辦的澳紐考察團。
結語
由衷感激保良局、教育局、創校捐款人李景芬女士、校友、家長的不斷支持，使學校的願
景和使命得以實現。
其中，特別感謝保良局透過「保良局李兆忠優質教育基金」配發十萬元予本校安裝舊翼有
蓋操場的冷氣設施。此外，又獲「保良局李樹福創意科技教育發展基金」增撥十萬元予本校
推行「機‧智‧創客」計劃，以打造「創客空間」及增潤 STEAM 課程，以提升機械人隊的
實戰力。
同時，亦感謝保良局頒發合共 142,500 元獎學金予本校同學，以肯定他們在香港中學文憑
考試及課外活動所取得的優異成績。
最後，我們將繼續秉承優良傳統，努力不懈，於未來的日子裡再創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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