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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  線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家長通訊

二十五周年校慶典禮暨開放日

典禮表演

本校慶祝創校二十五周年，於二零
一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星期五）上午十一
時正假座學校盧幹庭紀念堂舉行二十五周
年銀禧校慶慶典，厚蒙元朗民政事務專員
楊德強太平紳士蒞臨主禮，並得「盧幹庭
教育基金」盧楚鏗先生伉儷、東華三院主
席兼校監陳文綺慧女士、東華三院副主席
兼學務委員會主任委員何超蕸女士駐駕為
各項校慶活動揭開序幕。典禮上更有紀念
牌揭幕儀式，感謝「盧幹庭教育基金」慨
捐港幣二百萬元作優化教學之用。

開放日一連兩天，緊接在校慶典禮之
後啟動：升中親子熱聽學校介紹講座、中
小學生穿梭於各學科攤位遊戲、街坊同工
觀賞教學成果展示、校友重尋良師舊友；
校園絡繹，盡是歡顏。

校慶聚餐於三月一日假元朗明星海
鮮酒家舉行，筵開三十八席，新知欣逢舊
雨，同敘今昔濃情。校慶壓軸節目為七月
上旬下午在本校禮堂舉行的二十五周年綜
藝表演，屆時盧中師生將以音樂、歌舞及
中英話劇作為對學校銀禧華誕的獻禮。

右起：陳文綺慧主席，楊德強太平
紳士，何超遐副主席

頒發長期服務員工獎

盧幹庭教育基金捐贈盧中
揭牌儀式

盧楚鏘先生代表盧幹庭教育基金捐贈盧中

一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星期五）上午十一
時正假座學校盧幹庭紀念堂舉行二十五周
年銀禧校慶慶典，厚蒙元朗民政事務專員
楊德強太平紳士蒞臨主禮，並得「盧幹庭
教育基金」盧楚鏗先生伉儷、東華三院主
席兼校監陳文綺慧女士、東華三院副主席
兼學務委員會主任委員何超蕸女士駐駕為
各項校慶活動揭開序幕。典禮上更有紀念
牌揭幕儀式，感謝「盧幹庭教育基金」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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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幹庭教育基金

盧幹庭先生

盧家驄先生

盧家騶先生 盧方小寶女士

盧楚鏘先生(中坐者)

羅雄焯先生

周年校慶 升中講座 攤位活動

3

在20世紀70年代，盧幹庭先生已構思在新界
偏遠地區為寒素學子興辦中學，舒緩學生長途跋

涉往返上學的問題。及後盧幹庭先生身故，兒子

盧家驄先生、媳婦盧家騶遺孀盧方小寶女士、盧

氏姻親兼生意合伙人羅雄焯先生，在好友—前

東華三院主席馬墉傑先生穿針引線下、與當時的

教育署署長李越挺先生多次往復商討，最終「盧

氏家族」捐出港幣180萬元，於1987年在元朗朗
屏邨創辦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此舉一方面

配合了香港新市鎮的整體發展，一方面又完成了

盧幹庭先生的辦學遺願。

「盧氏家族」的慈善事業，乃秉承前人以

「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信念為基礎。盧家

驄、盧家騶先生的曾祖父盧禮屏先生白手興家，

一生積善修仁，服務社會，曾任東華三院及保良

局總理；祖父盧紹勛先生，曾任東華三院主席；

父親盧幹庭先生，行事低調，樂善好施。盧家驄

先生，熱心支持教育及醫療事業；除興辦東華三

院盧幹庭紀念中學外，亦曾向香港科技大學、香

港理工大學及香港浸會大學慷慨捐輸。又得前東

華三院主席馬墉傑先生協助，盧家驄先生與弟

婦盧家騶夫人合力籌劃香港第一所眼科醫療中

心—「東華三院盧家騶眼科醫療紀念中心」，

以紀念因眼疾仙逝的弟弟盧家騶先生。

「盧氏家族」對盧幹庭紀念中學的學生關懷

備至，屢解善囊，特別為盧幹庭紀念中學成立

「盧幹庭教育基金」，資助學校舉行十五周年、

二十周年、二十五周年慶祝活動、撥款購置三角

鋼琴、捐助圖書館添購圖書及改善多媒體設備、

成立「盧幹庭境外活動基金」，贊助清貧學生往

境外交流學習和比賽等等。

繼往開來，「盧氏家族」成員將一如過往，

善用家族名下的慈善基金，推動香港醫療及教育

發展。



盧中快覽

2011-2012年度派位及公開試成績

級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班數 4 4 5 5 5 5

本年度中一、中二、中三級，全級除中文、中史、通
識教育及普通話外，其餘所有學科，包括英文、數學、綜
合科學、地理、歷史及普通電腦皆採用英語授課。

本校致力推行兩文三語，尤重提升學生的英語水平；
高中各科按學生能力選用母語或英語教學。初中每周兩節
普通話課，並開設普通話中文班。

中一派位情況 所有中一新生均屬本區最優秀組別的學生。

中三派位率
中三派位率為100%，所有中四學位均由本校中三
學生升讀。

高級程度會考成績
整體及格率為98.0%；中、英文及格率分別為100%
和95.0%。

中學文憑考試成績

整體考獲2級或以上比率為99.4%；

中文、英文、數學、通識考獲2級或以上比率分別
為96.8%、100%、99.5%、100%。

整體考獲4級或以上比率為46.6%；

本校的班級編制如下：

高級程度會考成績

中學文憑考試成績

香港中學會考/文憑試及格率

香港高級程度考試及格率

整體考獲4級或以上比率為46.6%；

本校創辦於一九八七年九月，乃東華三院第十五間文法中學，承蒙盧幹庭紀念基金慨捐鉅款以
紀念盧幹庭先生而命名。首任校長趙柯燕冰女士，為本校的持續發展奠定了良好而穩固的基礎。第
二任校長梁志堅先生，在學校設施方面建樹良多，並積極推展校務，學生的公開試及課外活動成績
均不斷提升。自二零零八年九月開始，原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校長嚴展明先生調任本校校長，帶領
學校經歷教育大時代的轉變、合力拓展校務、優化教學質素、持續完善校本管理、推動課程改革、
加強家校合作，為學生締造理想的成長環境。

本校校長及教師人數共63人，100%已接受師資培訓；其中52%持有或正在修讀碩士學位，
97%持有學士學位。此外，除安排校本教師培訓活動外，校長及教師亦積極進修，裝備自己，多年
來安排教師到國內外交流考察，博展視野，配合教育改革大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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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中快覽

2011-2012年度派位及公開試成績

中一派位情況 所有中一新生均屬本區最優秀組別的學生。

中三派位率
中三派位率為100%，所有中四學位均由本校中三
學生升讀。

高級程度會考成績
整體及格率為98.0%；中、英文及格率分別為100%
和95.0%。

中學文憑考試成績

整體考獲2級或以上比率為99.4%；

中文、英文、數學、通識考獲2級或以上比率分別
為96.8%、100%、99.5%、100%。

整體考獲4級或以上比率為46.6%；

香港中學會考/文憑試及格率

香港高級程度考試及格率

歷屆公開試成績

香港高級程度考試及格率香港高級程度考試及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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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姓名      何凱琳
公開試成績   2007會考成績
                  8A 1( 5*) 1(5)

入讀院系      中文大學醫學院

現　　況      中文大學心理學系二年級

分　　享：

在中學，每天坐在同一課室上課，到唯一的小賣部買東西，在籃球場隔日上著早會，總覺
得生活太平凡，期望長大，期望進大學看看更廣闊的世界。長大了，卻懷緬在中學簡簡單
單的生活，掛念中學的那襲白裙，懷念與老師們和同學們相處的美好時光⋯⋯所以說，中
學生活是生命中的一塊瑰寶，請全情享受，盡情享受，讓自己有個畢生難忘的中學生活。

左為何凱琳

學生姓名      顏向培
公開試成績   2010高考成績
                  3A 1B 1C

入讀院系      中文大學醫學院

現　　況      醫學院二年級

分　　享：

享受校園生活的同時，亦要不忘裝備自己和關心社
會。另外，處理每一樣事情都不要令自己後悔。

學生姓名       連祖兒
公開試成績    2009高考成績
                   1A 3B

入讀院系      香港中文大學法律系

現　　況      法律系四年級

分　　享：

別要活在別人的期望之下；別要被關進自己
劃地自囚的粉筆圈裡。張開雙手，好好擁抱
未知的將來和可能性。

學生姓名     談雪儀
公開試成績  2009高考成績
                 2A 1B 2C

入讀院系    中文大學醫學院

現　　況    醫學院四年級

分　　享：

祝賀盧中成立廿五周年；
願繼續作育英才，發展全人教育；
協助同學們實現他們的理想。

公開試成績

優異  

學生舉隅 

學生姓名       黃舒婷
公開試成績   2010會考成績
                   7A 1B

入讀院系     香港大學政治與法律系

現　　況     政治與法律系二年級

分　　享：

黃子華：「比生活更加重要嘅係對生活嘅感受。人人
都生活，但唔係人人都有感受。」

Ignite your righteous anger, awaken your sense of 
in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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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姓名     談雪儀
公開試成績  2009高考成績
                 2A 1B 2C

入讀院系    中文大學醫學院

現　　況    醫學院四年級

分　　享：

祝賀盧中成立廿五周年；
願繼續作育英才，發展全人教育；
協助同學們實現他們的理想。

讀書心得：最重要的是周詳的
計劃，例如在暑假時必須要熟習已學
內容，這樣新學年學習新知識時就
可以無後顧之憂。談起讀書心得，
當然是上課要專心，切忌
累積疑問。

黃文苑

2012高考成績

三優一良

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語文及文學系

讀書心得：讀書時讀書，請
關掉WHATSAPP, WIFI，電視，

電腦。讀書考試實為耐力戰，試題做
完一遍又一遍，想放任不理時，一字記
之曰「忍」。

朱傳勇

2012高考成績

二優二良

香港大學教育系

言語及聽覺科學部

讀書心得：認識你的敵人很重要，敵人並不是你的同學，而是你將要面對的公開試。在放鬆和衝刺之間取得適當平衡，並有效率地溫習，這才能發
揮你的最佳表現。

學生姓名      蕭泳鍶
公開試成績   2008年高考成績
                  2A 1B 1C 1D

入讀院系      中文大學專業會計學系

現　　況      剛大學畢業，加入政府成為行政主任，服務市民回饋社會，
                  每天做著自己熱愛的工作，努力活出精彩的生命。
分　　享：

年少，有的是時間和活力，凡事全情投入，只要盡過力的都有得著。希望在你畢業的那天，
會感激當天奮鬥的自己造就了今天的你，並留下無可取代的青春回憶。

黃樂慧

2012高考成績

三優二良

香港中文大學

專業會計學系

讀書心得：在做試題時
遇上不明白的地方時請教老
師或同學，然後做個記號。做完
整份試題後，再重複做一次有記號
的試題，又忘記的話再做記號。不斷
重複直至沒有不會做的題目。

陳樂

2012高考成績

二優二良

香港理工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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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功赫赫 人才濟濟—

盧中排球的騰飛

讀書心得：業精於勤，
成功與否在於有否堅持、
有否盡最大努力。

文婉鈴

2012高考成績

一優三良

香港理工大學

職業治療學系

黎善齊

2012香港文憑考試成績

5科(5**)1科(5)

香港中文大學

專業會計學

讀書心得：每溫習
約一小時，休息五至十分

鐘，到處走走、做一下伸展
運動，讓自己放鬆一下，保
持良好的精神狀況，才
能有效率地溫習。

讀書心得：時
間分配是非常重要
的，同學應找出自己
的最佳溫習時間，以提
升個人的溫習效率。當
然，休息也同樣重要，
聽一聽音樂、看一看
電視節目等都是
可以的。

陳祺丰

2012香港文憑考試成績

4科(5**)1科(5)

香港中文大學

保險金融與精算學/
計量金融學

屈倩欣

2012香港文憑考試成績

1科(5**)2科(5*)2科(5)

香港中文大學

翻譯系

讀書心得：把知識變成你的愛人，
你自然一分一秒都不想離開她。

在該休息的時候就放下書本，
讓大腦放輕鬆。

讀書心得：課堂所學到的遠比你在家中
花相同時間自習所得的多，所以請精神奕奕地
上課，更別為了趕功課而犧牲課堂時間。

張煜堯
2012香港文憑考試成績

2科(5**)2科(5*)2科(5)

香港中文大學

數學系

林栢勤

2012香港文憑考試成績

1科(5**)2科(5*)1科(5)

香港大學文學院

讀書心得：Using Facebook 
and spending all your time texting 

or chatting with friends are time 
consuming and thus you lack time 

making re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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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功赫赫 人才濟濟—

盧中排球的騰飛
盧中男子排球隊於1990年剛成立時，各組別均

由趙小良老師(香港女子成年隊主教練)啟蒙指導，
強帥悍兵，未幾成績逐浪而高，於2000年創下連續
6年奪得元朗區學界甲組冠軍及當年全港學界精英
排球賽季軍的佳績；曾在三年囊括元朗區甲、乙、
丙組冠軍，多位球員亦曾被選為香港青年代表隊成
員，部分同學更入選為香港代表隊成員。其後聘得
游學俊先生(香港男子青年隊教練)及邀請校友呂偉斌
先生(香港女子青年隊助教)協助執教，為男排帶來另
一番氣象，亦培訓出不少傑出的球員。

回顧往績，盧中男排在04-05年二奪全港學界精
英賽季軍，其後再創高峰，於05-06，06-07及07-08
年度連續三年及09-10年四奪全港學界精英排球賽冠
軍，5年4冠，強勢寫下歷史新章！其中06-07年度，
盧中更奪取排球「學界大滿冠」，成為全港首間中
學於精英賽、男甲、男乙和男丙同時獲得4項學界冠
軍，氣勢一時無兩！其後再於10-11年度三奪全港學
界精英賽季軍，並連續6年躋身全港精英賽四強。

學於精英賽、男甲、男乙和男丙同時獲得4項學界冠
軍，氣勢一時無兩！其後再於10-11年度三奪全港學

本校學生代表香港參加
第六屆全國城市運動會排球賽

男甲排球隊蟬聯全港學界精
英賽冠軍明報報道

男甲排球隊蟬聯全港學界精
英賽冠軍蘋果報道

男甲排球隊再奪全港學界冠軍後歡呼

1997-2009年度全港學界精英
比賽累積最佳表現學校大獎

女甲冠軍感謝兩位好教練

本校男子排球隊五年四奪全港學界排球精英賽冠軍

勇奪全港學界排球精英賽冠軍後合照 男甲排球隊蟬聯全港學界精英賽冠軍

張煜堯
2012香港文憑考試成績

2科(5**)2科(5*)2科(5)

香港中文大學

數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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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盧幹庭男、女排入選
香港代表隊成員一覽表

盧中排球隊獲獎舉隅

本校男子甲組排球隊在元朗區校際排球比賽共15次奪得冠軍、更4度奪取全港學界排球
精英賽冠軍及3度奪取季軍！取得1997-2009年度全港學界精英比賽累積最佳表現學校大獎！

女子甲組排球隊亦曾奪取全港學界排球精英賽季軍！

2010-11，2011-12蟬聯元朗區男、女子組排球總冠軍，展現霸主本色！

10



歷年盧幹庭男、女排入選
香港代表隊成員一覽表

盧中排球隊獲獎舉隅

11
* 粗字者為香港成年代表隊。



English Drama Club 中文戲劇在盧中的蛻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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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06 (盧戲第一年參加學校戲劇節)

以＜榕樹的美髯＞首次獲得「評判推介演出獎」

「傑出男演員獎」：黃德智

「傑出舞台效果獎」

「傑出合作獎」

2006-2007 (盧戲第二年參加學校戲劇節)

憑＜我想＞再次獲得「評判推介演出獎」 

「傑出劇本獎」

「傑出男演員獎」：梁柱誠　霍浩泓

「傑出女演員獎」：白清瑩

「傑出舞台效果獎」

「傑出合作獎」

2007-2008 

憑＜想找誰＞三度獲得「香港學校戲劇節」

「評判推介演出獎」

「傑出劇本獎」 

「傑出男演員獎」：卓揚成　霍浩泓

「傑出女演員獎」：劉奕修

「傑出舞台效果獎」

「傑出合作獎」

English Drama Club

盧戲的前身
1987-2005盧中中文戲劇學會在孕育發展。每年製作一齣戲劇，在試後活動演出！

盧戲的蛻變
邀請校友陳仕文先生協助，在校內推行「樂在舞台顯才華」計劃。

「樂在舞台顯才華」的目標
透過戲劇訓練工作坊、學校戲劇節的綵排、演出及戲劇交流活動，提高學生的自信

心，發揮演藝潛能。通過即興訓練、劇場遊戲、排練及演出，令學生進一步了解及學習有
關戲劇表演的技巧及知識之餘，更好讓不同類型的學生從中體驗及認識自我，增強其溝通
能力、培育學生對表演藝術的興趣，提高其自信心和團體合作精神。

2005-2012 盧戲的成果：

憑＜想找誰＞三度獲得「香港學校戲劇節」

2008 元朗戲匯演〈戲夢一場〉

2005-2006〈榕樹的美髯〉 2006-2007〈我想〉再次
獲得評判推介獎

2009-2010〈唐、安琪、狂想曲〉

中文戲劇在盧中的蛻變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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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2 澳門華文戲劇節交流

2010「扶輪戲劇比賽」

劇目＜唐安琪狂想曲＞獲得

最佳導演：張志聰

最佳劇本：張志聰

最佳演員：霍浩泓

最佳整體演出 

「我、家、社區」話劇創作比賽  

主辦：天水圍毅青社 

劇目：誰可改變      

冠軍：盧戲劇場 

同年，接受香港電台「家家有教」訪問

2011「香港學校戲劇節」 

劇目＜螢之火＞獲得

「傑出導演獎」：李家韡

「傑出男演員獎」：吳逸軒

「傑出女演員獎」：蔡頌玲、張嘉敏

「傑出舞台效果獎」：盧戲劇場 

「傑出合作獎」：盧戲劇場

2011「扶輪話劇比賽」

劇目＜港泰度＞獲得

最佳導演：李家韡

最佳劇本：李家韡　曾伊婷　盧慶倫　霍浩泓

優異整體演出

2009 年7月「元朗區戲劇匯演」

憑＜沒有開始的終結＞再次獲得 

「整體演出金獎」

「傑出劇本獎」、「傑出男演員獎」：鄭浩麟

2009-2010

 ＜唐安琪狂想曲＞在「香港學校戲劇節」獲得

「傑出劇本獎」

「傑出男演員獎」：霍浩泓

「傑出女演員獎」：李家韡

同年，並參加了第一屆
「亞洲青年戲劇節」

7.

9.

8.

2008-2009 

憑＜天台上的他和她＞四度獲得「香港學校戲劇節」

「評判推介演出獎」

「傑出劇本獎」 

「傑出男演員獎」：王梓軒

「傑出女演員獎」：白清瑩　李家韡

2008年7月首次參加元朗戲劇滙演

憑 ＜戲夢一場＞ 獲得整體演出金獎

首次應邀於澳門「中學校際戲劇節」
擔任表演嘉賓

4.

5.

6.

10.

11.

12.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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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接受香港電台訪問 ＜0923＞

2011 接受香港電台＜家家有教＞節目訪問

2011-2012 澳門華文戲劇節交流

2010- 2011〈螢之火〉

2010「扶輪戲劇比賽」

劇目＜唐安琪狂想曲＞獲得

最佳導演：張志聰

最佳劇本：張志聰

最佳演員：霍浩泓

最佳整體演出 

「我、家、社區」話劇創作比賽  

主辦：天水圍毅青社 

劇目：誰可改變      

冠軍：盧戲劇場 

同年，接受香港電台「家家有教」訪問

2011「香港學校戲劇節」 

劇目＜螢之火＞獲得

「傑出導演獎」：李家韡

「傑出男演員獎」：吳逸軒

「傑出女演員獎」：蔡頌玲、張嘉敏

「傑出舞台效果獎」：盧戲劇場 

「傑出合作獎」：盧戲劇場

2011「扶輪話劇比賽」

劇目＜港泰度＞獲得

最佳導演：李家韡

最佳劇本：李家韡　曾伊婷　盧慶倫　霍浩泓

優異整體演出

2011「元朗區戲劇匯演」

劇目＜港泰度＞獲得

「整體演出金獎」

「傑出舞台效果獎」

「傑出女演員獎」：吳靜儀

2012「香港學校戲劇節」 

劇目＜港泰度＞獲得

「傑出劇本獎」：李家韡　曾伊婷　盧慶倫　霍浩泓

「傑出男演員獎」：莫俊騰 

「傑出女演員獎」：李詠怡　敖雪玲

「傑出舞台效果」

「傑出整體合作」

2012 屯元天話劇比賽

劇目＜一圓四角＞獲得

最佳導演：吳靜儀

最佳劇本：李詠怡　李嘉琪　畢偉源

優異演員：李澤宏

最佳整體演出

21/12/2012—23/12/2012

參予「亞洲青年戲劇匯演」(2012、澳門)

 第二屆亞洲青年戲劇匯演》（澳門．2012）共吸引15隊海外隊伍參與演出。
演出地點為澳門文化中心小劇院，參演地區包括：韓國、台灣、香港及澳門。

再次接受香港電台「戲吞天下」的訪問19.

18.

17.

16.

15.

15

《



多元發展  全人教育

本校致力提高學生三語兩文的水平，尤重學生的英語能力，如推行跨學科英

語教學課程(LAC)、外籍英語教師聯同英語大使推動英語活動、英語營等。初中

設有普通話課及部分班別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初中中國語文科安排「活動

教學單元」，加強學生的多元智能及自學能力。每周早會三科分別安排「英語時

段」、「中文好書推介」及「普通話時段」，與全校同學分享語文學習心得。

為培養學生的邏輯思維及解難能力，本校除加強正規數學課程教學、舉辦

校內數學比賽、數學增潤班、數學進深班、數學奧林匹克培訓班等之外，更鼓

勵同學積極參加校外數學比賽及評估，活動包括世界數學測試、澳洲新南威爾

斯大學之資優數學評估計劃、美國史丹福大學資優生選拔賽、香港青少年數學

精英選拔賽、香港解難奧林匹克等。本校特設學習輔導日及數學科資源中心，

為學習步伐稍緩的學生提供額外支援。

課程設計配合未來教育的新趨勢，引入多項學習元素：如科學實驗技巧

評核、科技文章閱讀訓練、科學專題探究活動、科學周等；又鼓勵學生參加多

樣的校際聯課活動及公開比賽，如澳洲國家化學測試、聯校科學展覽、科學講

座、物理奧林匹克、國際初中科學奧林匹克等，讓學生發揮潛能和創意。

通識教育科採用議題探究模式，通過不同的教學活動，如小組討論、辯

論比賽及角色扮演等，引導學生從多角度審視議題和資料，以及評鑑不同的觀

點。此外，本科會聯絡不同的校外機構來校舉行講座或工作坊，課餘亦會安排

同學參加比賽、參觀、論壇、考察等活動，以擴展其視野及接觸面，積累學習

經歷。本校在初中亦開設通識科，為學生升讀高中作好準備。

透過訓導、輔導及德育三方緊密結合，為學生成長及品德修養提供多元的

培養和支援，活動包括：「共創成長路」延續計劃、「向日葵」大哥哥大姐姐

及「伴我同行」計劃、「都巿螢火蟲」義工計劃、領袖生訓練計劃、警長來校

講座等；透過舉辦多元化的活動，讓同學實踐「有品」的校園生活，貫徹培育

學生品格六支柱 (誠信、善用資源、尊重、盡責、自制、公平) 的目標。

本校課外活動不但可打破傳統定時定點之教學模式，更可進行各種不同形

式的學習活動，為學生提供全面的學習經歷，包括邀請外界不同的演藝團體到

校表演、自行組織及推薦學生參與各類不同形式的境外交流體驗團及比賽、積

極參與義工服務等。學校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課外活動，設有辯論隊、科學精

進計劃、國情與國際文化學會、藝舍、創意科技學會、中、英文戲劇學會、電

腦輔助平面設計學會、紅十字會、跆拳道小組及英文辯論學會等四十多個活動

小組及校隊，學生可按興趣和能力參加。

三 語兩文

邏 輯思維

科 學精神

通 識教育

課 外活動的多元發展 

校 風及學生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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