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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羅傑承（一九八三）中學
（原稱：保良局八三年總理中學），創校於一九八四年，以「愛、敬、勤、誠」為校訓，是青衣

唯一的英文中學。歷屆中學文憑試中，學生考獲優良率超過 54.4%，成績驕人，深得各方稱許。

本校著重全人教育，關注學生個人成長及品格塑造，致力為學生提供多元化活動，營造和諧、開

放的校園氣氛，培育學生成為自律有禮、積極正面、追求卓越及誠實可靠的未來領袖。

教學團隊

校  監
馬清楠律師太平紳士

校　長
羅頴忠女士，榮獲行政長官卓越教育獎

（香港大學理學士、教育文憑、中文大學理科及教育碩士、升學及就業輔導證書） 

學校簡介
School Profile

96% 100% 40% 64%

教育文憑 學士 碩士、博士或以上 專業教育證書
（訓導、輔導、�

特殊教育學、生涯教育）教師資歷

林志鵬同學新生
白袍典禮上與 

羅校長合照

文憑試優異生 
梁孝聰同學 

入讀香港中文 
大學醫學院

郭善霖同學 
出席新生 
白袍典禮

鄭富謙及劉劍鋒
同學在中大醫學

院的新生白袍 
典禮上與羅校長

合照

2021 中學文憑試狀元

2022 中學文憑試狀元

鄭雅婷同學及鄧樂兒同學於 2021 及 2022 年中學文憑試 
取得傲人成績，分別成為當屆文憑試考獲最高分數考生

校長與公開試取得優越成績的學生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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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到訪本校了解 STEM 發展
保良局文憑試頒獎禮

本校獲保良局頒發傑出學校獎
畢業生宋嘉豪同學成績優異獲 

香港科技大學嘉許
本校獲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主辦的「低碳生活問答 

比賽」最佳成績學校獎及最積極參與學校獎

老師與考獲佳績同學參加保良局的文憑試頒獎禮，包括陳曉彤同學於公開試考獲五科 5**

「一帶一路與我何干」中學校際綜合能力比賽中勇奪冠軍並獲機會遠赴馬來西亞交流

本校連續三年榮獲 
「樂繫校園獎勵計劃」人際連繫特別獎

本校在 2019-2022 國際數理科學創意比賽中表現卓越， 
連續三年代表香港出戰在韓國舉辦的國際賽， 

榮獲世界冠軍及 Grand Prize 等多個獎項

陳柏蓉同學於公開試考獲三科 5** 並獲 
香港中文大學頒發崇基學院校友至善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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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課程多元化

多元課程
本校以英文為教學語言，提供多元化課程如初中開設綜合人

文科、綜合科學、資訊及通訊科技、基本商業、科技與生活、

音樂、視覺藝術等科目，以提升學生學術上的知識，擴闊學

習範疇，提升生活技能，並為升讀高中銜接作出最佳的準備。

因材施教
為照顧不同能力學生的學習需要，本校初中學生以學習能力

分組，並以一系列拔尖及保底學習計劃及措施如功課輔導

班，照顧學生學習需要。

電子教學
本校相信有效地運用資訊科技有助互動教學。為增加課堂師

生互動，所有教室均裝設無線網絡，全校老師亦配備平板電

腦，以配合現今電子學習趨勢。教室亦裝有 86吋互動觸控
顯示屏，以提升互動學習的層次，令同學投入課堂，主動學

習。為配合課程發展，進一步推廣閱讀文化，普及電子學習

(e- learning)，本校為學生建設「天璣角（The Meteor）」，包
括「電子資訊站」、「e - 閱公民區」及「休閒閱讀區」，學
生在輕鬆舒暢環境下翻翻書頁。

全方位學習
除了課堂授課外，本校亦開設「專題研習課程」，「廣泛閱

讀計劃」及「全方位學習曰」等延伸課堂，拓展學習層面。

此外，為全人發展，本校設有其他學習課程，如「初中職業

導向計劃」、「社會服務」及「聯課活動課程」，通過相關

課程，擴闊學生視野，為未來作好準備。硬件配套方面，本

校更有尚學資源閣、科學閣及英語閣等，一應俱全，以收全

方位學習之效。

砥礪基礎迎高中
本校提供文理兼修的選擇，學生可按照自己的專長及興趣，選擇修讀相關

的選修科。此外，為配合高中課程發展，本校為高中同學設計音樂課程，

教授電腦作曲、樂理及音樂欣賞知識，培養自信及其藝術情操。

本校開辦的高中科目如下：

英語授課 中文授課

英國語文科、數學科、地理科、�

經濟科、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

生物科、化學科、物理科、�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中國語文科、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中國歷史科、視覺藝術科、�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體育科

出類拔萃
Excellence in Learning

「天璣角」The Meteor 全方位學習日

英語音樂劇 聯課活動日

英語閣 English Corner 尚學資源閣

趣味科學閣 學校圖書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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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文憑試平均合格率為 98.3%，四個核心科目 ( 中、英、數及通識 ) 合格率高達 97.4% 以上，學生考獲 5級或

以上成績約 132科次，而大學聯合招生成功率更達 85.8%。

醫學 / 牙醫 / 護理 / 言語及聽覺科學 / 放射學 / 物理治療學 / 政治學與法學 / 工商管理與法學 / 工商管理 / 

經濟 / 會計 / 精算學 / 計量財務學 / 國際物流管理 / 電腦 / 工程學 / 理學院系 / 社會科學 / 新聞傳播 / 

社會工作 / 心理學 / 文學院系 / 翻譯 / 教育系 / 建築學 / 測量學 / 酒店及旅遊業管理 / 創意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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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畢業生升學出路分佈圖

香港城市大學 6%

香港中文大學

8%

香港科技大學

6%

香港理工大學

20%

香港浸會大學 7%

嶺南大學 2%

香港公開大學 3%

香港教育大學 3%

職業訓練局 1%

香港樹仁大學 3%

明愛專上學院 4%
內地、台灣及海外 8%

香港恒生大學 3%

其他 14%

香港大學

12%

2021 年畢業生升學出路分佈圖

香港城市大學 5%

香港中文大學

10%

香港科技大學

1%

香港理工大學

24%

香港浸會大學 14%

嶺南大學 2%

香港公開大學 4%

香港教育大學 3%

職業訓練局 4%

香港樹仁大學 3%

明愛專上學院 1%
內地、台灣及海外 4%

香港恒生大學 4%

其他 10%

香港大學

11%

本校中學文憑試學生升讀大學學科情況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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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ilding an English-friendly Environment'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major objectives of our school. To achieve this objective, our school 
has endeavored to provide different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to get 
involved in an interactive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

Apart from having a Native English-speaking Teacher (NET) ,  an 
additional Native English-speaking Tutor (CNET) has been hired in our 
school to provide students more chances to speak to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A variety of English speaking activities are scheduled to be held 
every year, for example, English Fun Days, Inter-class English Drama 
Competition, English Language Camp for primary students, etc.

本校注重培訓學生的英語能力，除設立英語輔導班、暑期英語

增益課程、暑期銜接課程及聘有兩名外籍英語教師外，更提供

一系列英語活動，如英語遊學團、校園廣播、話劇比賽、小學

生英語日營、會話小組、英語日、文化交流日，以強化英語學

習環境，使學生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中，熟習及掌握英語的運

用。

強化英語環境
English-friendly Environment

Annual English Drama Competition

English Camp for Primary Students

Overseas English Speaking Trip - Brunei Our NET and CNET

Intercultural Day

Life-wide Learning Day - 
Interviewing Tour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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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ddition to the annual events, many chances are also provided for our students to improve their oral skills. 
Activities like English Morning Speeches and English Cafe are good examples.

Our NET, Mr Corey Sitar

Pre-S1 English Summer  
Bridging Course

English Morning Speeches Exchange student, Lyndi Proudfoot

Overseas English Speaking Trip - UK

Intercultural Day Overseas English Speaking Trip – Singapore Overseas English Speaking Trip - Sydney

Exploring Madame Tussauds Hong Kong

Inter-class Choral Speaking Competitio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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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教師屢獲教育榮譽獎

深受教育界推崇

超凡卓越
Excellence in Teaching

我們相信，學校是學習的群體，每所學校必須肩負持續專業發展、建

立學習文化，從而建構學習型社群。有見及此，本校自 05/06學年開
始，採納一套以教師為主導的研修計劃，名為「優質學習圈 (Quality 
Circles)」。計劃特色是讓老師以小組形式，通過反思及討論，共商有
助優化課堂教學效能之策略，並予以推行及評估策略的成效。而本計

劃亦被納為本校教師研修的重點發展項目之一。

此外，自 2020年開始，我校有幸參與「賽馬會幸福校園實踐計劃」，
全體老師先後接受有關「正向教育」的培訓，當中包括成長型思維工

作坊、靜觀培訓、表達藝術治療工作坊及園藝治療工作坊等，為培育

學生的使命打好基礎。

陳美儀老師及鄧佩嫺老師 
榮獲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

梁麗虹老師 
榮獲優秀教師獎

林明茵副校長及何妙芝老師獲葵青區家長教師會聯會頒發傑出嘉許狀

賴團利老師及何妙芝 
老師榮獲藝術教育局頒發 

傑出藝術教師獎

賴團利老師 
榮獲實習學校優秀 

啟導教師獎

張綺旋老師榮獲香港 
教育局及香港藝術學院傑出導演獎、 

傑出編劇獎及傑出整體演出獎

朱潔萍老師 
獲傑出少年警訊 

支會老師獎

李光德老師榮獲香港城市大學
Golden Coach Awards 

（CityU Robocode Competition）

林明茵副校長 
榮獲傑出青年氣候 

大使教師獎

何妙芝老師榮獲 
Acappella Championship

林明茵副校長及鄺兆華老師榮獲
香港航空頒發傑出教師獎

羅頴忠校長榮獲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

梁麗虹老師及韓可欣老師 
榮獲傳承・想創積極推廣中國歷史 

與中華文化學校年度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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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向來積極培育學生成長及多元發展，為使同學能

更上一層樓，本校更提供了不同的學習機會，讓同學

挑戰自己，發展潛能，成為明日領袖。

荃葵青傑出學生選舉

2020/2021 劉樂彤 2021/2022 詹曉雯

明日領袖
Young Leaders

劉樂彤同學獲 2021 
荃葵青區傑出學生獎

詹曉雯同學獲 2022 
荃葵青區傑出學生獎

荃葵青優秀學生選舉

2019/2020 2020/2021

初中優勝：鄭皓澧

高中優勝：李心怡、陳芷若

初中優勝：郭彤恩

高中優勝：�彭伊彤、黃泓暉、

梁國熙

本校學生在 2020 及 2021 荃葵青區優秀學生選舉取得優越成績

新界區傑出學生選舉

2020/2021

初中優勝：郭彤恩

高中優勝：黃泓暉

黃泓暉同學比賽花絮

學生營商計劃 (JA)2021 榮獲最佳匯報獎、最佳公司獎、最佳宣傳獎、最佳領導獎等多個獎項

盧安廸同學榮獲 CP Achiever 榮譽， 
到加拿大參加明日領袖高峰會

本校學生獲邀出席 
「今曰公益明日領袖」 

分享會
郭家寶同學及徐頌恒同學於

「飛越雲端・擁抱世界」 
比賽中勇奪最佳表現學生獎， 

獲機會遠赴紐西蘭交流

譚棹之同學及黃泓暉同學 
參與「名師高徒」計劃

本校於香港創意數理科學
4D Frame 比賽包攬多個獎項， 

並連續三年代表香港出戰在韓國 
舉辦的國際賽，勇奪銅獎

曾琛同學於仁愛堂 
八大洲探索之旅獲邀到 

馬達加斯加體驗

許嘉俊同學參加國泰
航空飛躍理想計劃並獲

邀到澳洲交流

梁孝聰同學 
獲「明日領袖」 

卓越獎

詹曉雯同學榮獲港燈
最傑出「綠得 

開心推廣大使」

張志偉同學榮獲 
香港教育城舉辦的 

「通識達人網上挑戰計劃」 
的傑出表現學生獎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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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賣旗日 義工服務 — 老人院探訪 中六加油站

帶路先鋒 — 南極精神綠色本地遊 閱讀嘉年華 — 延禧宮讀

品格日 步行籌款得獎同學 「尊重生命逆境同行 @ 
八三齊心齊共享計劃」啟動禮

發電單車教學推廣活動

全港無人機大賽全場總冠軍
國際數理科學 
創意比賽季軍

香港創意數理科學 4D Frame 
比賽金獎及最佳任務表現獎 生物考察團

曾子軒同學在各種大型 
編程比賽中屢創佳績

德

智

全人成長
All Round Development

本校致力推廣全方位學習，讓同學擴闊視野，發展個性，成就理想。

通過領袖訓練、創意思維活動、演藝培訓計劃及文化交流等豐富的學

習經歷，使校園生活更多姿多彩，讓同學在豐碩成果中充實成長。

本校連續兩年獲「積極推廣中國 
歷史與中華文化學校年度大獎」

「一帶一路與我何干」中學校
際綜合能力比賽奪得亞軍

機械人隊於美國密西根州 
參與世界賽並獲世界冠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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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運會 八三運動週 正向運動 — 地壺球

健身訓練班 83 跑 歷奇領袖訓練營 獨木舟三星章訓練班

體

女童軍宣誓儀式

四社啦啦隊比賽

八三狂煮派

學校旅行日

三十五週年校園祭

夏日挑戰賽

群

烘焙班 聯校音樂大賽合唱比賽合唱團銀獎 一人一樂器計劃 圓圈繪畫工作坊

校園壁畫創作 戲劇團隊 中國文化日 長者學院花藝班 苔埸盆景工作坊

美

閃避球代表香港出征韓國 
第三屆全國閃避球聯合會長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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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新生支援
F.1 Bridging Programs

本校向來重視新生的需要，特別安排十大支援項目，分三階段進行，

以協助新生認識學校，融入校園，為同學們打好學習基礎。

第一階段

為讓中一新生盡早認識學校，適應新的學習模

式，本校在暑假期間舉辦：

（一）�英語銜接課程：英語輔導班及英語增益課程，幫
助學生盡快適應英語學習環境；

（二）�中一迎新團隊及頜袖訓練曰：班主任及家長亦會
參與其中，見證他們在不同的小組遊戲中互相合
作、彼此勉勵，建立團隊精神；

（三）�中一迎新日營：社工及輔導領袖生帶領學生從活
動中認識學校，並加強聯繫；

（四）�初中學習技巧培訓課程：介紹學校的環境和特
色，教授學生上課及溫習應有的正確態度。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為協助學生投入校園生活，加強家校的合作和

溝通，本校在開學後特設：

（五）�「中一啟航星計劃」：設計「中一迎新手冊」，
舉辦 「中一午間活動」及安排「朋輩個別輔導」;

（六）�中一家長校園遊：學期初招待中一學生家長參觀
校舍，認識子女的學習環境與上課模式；

（七）�「與班主任真情對話」分享會：中一家長與班主
任面談，深入了解子女開學後的情況；

（八）�雙班主任制：初中設有兩位班主任全面照顧同學
的成長需要。

學校致力提升所有學生的

學業成績及心智發展，鞏

固初中學生的學習基礎，

我們專設：

（九）�學校長假期溫習班；

（十）�中一級功課輔導班︰由
老師指導中一學生，放
學後留校完成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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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重視同學身心健康，透過「靜觀訓練」、「正向運動」等，

教導學生減壓方法。校內同儕亦守望相助，高中同學擔任輔

導領袖生，為中一新生排解疑難，更易適應並投入中學生活。

關顧身心愛護學生
Caring Campus

瑜伽練習 靜觀練習 大笑瑜伽

圓圈繪畫工作坊
流體畫表達藝術工作坊 三分鐘呼吸練習

老師齊創作和諧粉彩 正向運動 「啟航星」計劃 老師齊上正念課

守護大使及正向大使 中四級快閃活動開學加油站

表達藝術治療工作坊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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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

中二

中三

中五及中六

中四

於疫情期間，大部份學生只

可以上半天面授課堂，有時甚至要

以網上形式上課，令學習變得不容易。

本校並未因此而卻步，反而更積極為各級學

生於上午課堂後，以面授或網上形式舉辦各種

與學科有關的活動及工作坊，藉此增加學生

學科上的知識，提升他們對學習的興趣。

以下列舉一些我們於疫情期間舉辦過與

學術有關的活動，活動大多著重培養

學生的語文能力及提升他們於科研

方面的興趣。

 功課班
 中文說話班
 英文文法小組
 科學趣味工作坊
 英語話劇欣賞
 �人工智能及機器學習工作坊

 英語故事演說工作坊
 英詩二次創作工作坊
 「魚菜共生生態」課程
 英語探索之旅「山頂蠟像館」
 科學探索工作坊
 模型火箭車工作坊

 中文寫作班
 機械人編程課程
 數學增益課程
 �「拉闊遊世界」�
線上英語遊

 �各科補課�
及溫習班

 �拔尖補底班
 �應試技巧訓練

 英語會話班
 DIY英文雜誌工作坊
 網上地理行

「學」於疫情下
“Learning” during the Pandemic

人工智能及機器學習工作坊

模型火箭車工作坊
科學探索工作坊 英語探索之旅「山頂蠟像館」 

機械人編程課程 數學增益課程

DIY 英文雜誌工作坊
疫情期間的補課 高中的網上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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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進一步實踐 STEM教育，豐富學習內容，本校今年成功申請優質教

育基金 (QEF) 撥款，將會用於完善「科學 Teen地」設施，將其提昇為

「STEM活動教室」。我們還引入了模擬飛行器及相關軟件、VR學習模

組及 IOT教學內容等，讓師生更靈活地進行各種 STEM學習活動，從而

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

建立魚菜共生及水耕系統，讓同學了解

如何結合科技、生物及科學原理，去達

成環保理念，認識生態平衡。以 STEM去

進行環保教育為可持續發展出一分力。

創科發展
STEM Development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 2021年 9月 3日到訪本校，了解本校 STEM的發展及成就，
並參觀學生在不同比賽的得獎作品和 STEM教材的展示，包括在國際 4D Frame
數理科學創意比賽勇奪全場大獎的 ‘Da Vinci Bridge’、在美國羅倫斯科技大學
Robofest機械人大賽勇奪一等獎的「相撲機械人」，以及 3D打印技術、水耕系
統和虛擬實境等。行政長官表示非常高興見到同學投入 STEM學習，並鼓勵同學
繼續努力，勇於嘗試，發掘自己在 STEM方面的興趣和潛能。

學生介紹得獎相撲機械人作品

流動裝置進行物理實驗 水耕種植設備

行政長官參觀並了解本校 STEM 的發展及成就

模擬飛行系統測試

STEM-UP 創意教室

學生定期檢視水質
及植物栽種情況 測量植物生長狀況 魚菜共生系統

行政長官親自體驗使用 STEM 器材

優
化
設
施

環
保
科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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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關注學生的成長，透過營造正向及舒適的學習環境，培養

學生的學習興趣及提升他們的自信心、幸福感和生活滿意度等

正面情緒，以推動他們積極面對生活中的壓力和挑戰。

本校為進一步推廣閱讀文化，普

及電子學習 (e- learning)，於第二
禮堂為學生建設「天璣角」，讓

學生可在一處舒適的地方看書。

同時，本校亦提供 Kindle電子書
閱讀器，保護學生的眼睛。

此外，本校翻新了地理科的資源

室，新的資源室能用生動的手法

詮釋科目知識，例如陳列岩石樣

本、重現熱帶雨林環境及展示自

然災害的成因和影響等，以提升

課堂素質及學生的學習動力。

暑假期間，一班修讀美術的學生結合了藝術理論和電腦應用，

發揮他們的想像力，創作了有令人會心微笑的心意卡，輕鬆有

趣的 WhatsApp sticker 和展現校園生活的大型膠貼。部分作
品還繪畫成壁畫，為校園的公共空間增添不少藝術氣息。

校園新貌
New School Environment
圖書館及「天璣角」Meteor

全新課室設備

Love and Hope Centre 
關愛師生心身健康

互動數碼校園

圖書館

舒適的課室枱凳 LED 電子互動屏幕 地理資源室

三位視藝科同學為 
小食部設計的壁畫牆 校園壁畫創作Love and Hope Centre

「天璣角」 Meteor

新的活動室為 Love and Hope Centre，是一個充滿愛和希望的地方，活動室內
可進行各種發展身心靈健康的活動，如靜觀、瑜珈及藝術治療等，是本校推

動正向教育的骨幹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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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拓寬同學視野，放眼世界，本校每年

舉辦不同的境外交流團，讓同學可寓學

習於遊歷，大部份境外交流團費用由羅

傑承命名基金及保良局資助，同學們能

輕鬆邁步，踏上交流之路。

為開拓更多海外升學機遇及晉升大學的

機會，本校舉辦多個海外大學觀摩交流

團，為同學提供更多元化的升學選擇。

足跡遍天下締結四方友
Reaching Out 海外存知己

升學無彊界

21 世紀東亞青少年大交流計劃
一帶一路青年新跑道計劃 

非洲坦桑尼亞交流團 仁愛堂八大洲探索之旅 2019

北海道領袖訓練文化交流考察團

廣州、深圳升學就業探索之旅

高校科技營「優秀高中生獎勵計劃」

香港中學閃遊大灣區

保良局「心繫家國、放眼中華」福建考察團

寧波姊妹學校交流團

香港百人學生一帶一路研習交流團

印尼考察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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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本著凝聚家校力量，促進家校溝通

和合作宗旨。透過親職講座、交流活動、興趣

班及義工服務等，促進學校、家長和學生三方

的關係，攜手創建優良的學習環境。

家校合作育青莪
Parents Teachers Association

保良局賣旗日家長協助點算善款 學生收到家長教師會所贈的曲奇 家校同心合作

家長烘焙班 家長製作聖誕曲奇餅送贈全校師生

家  長  感  言
第十八屆家長教師會主席鄭黃頴潔女士

孩子來到八三 , 已經踏入成長的另一階段。
加入家教會後，讓我更了解學校的運作，見證校長和
各位教職員為學生們付出的努力。在舉辦活動中，家
長們有機會來到學校，從而互相分享、學習教養子女
心得，互相扶持，獲益良多！

第十七至十八屆家長教師會副主席凌詹家銘女士
在疫情下充滿挑戰的日子中，有幸加入八三家長教師會。
感謝學校及各委員同心，在種種限制下仍能為家長及學生
舉辦活動，藉此增加家長與學校之間的交流，彼此溝通、
認識及滋養心靈。希望疫情盡快減退，讓孩子更能享受校
園生活。孩子快樂成長，感恩沿途有你們相伴。

第十六屆家長教師會康樂老馬月珊女士
不經不覺加入八三家教會已經一年了，看到校長，老
師，委員，積極的參與家教會會議，商討學校和家長
提出的寶貴意見，成為家校合作一個溝通渠道，學校
舉辦各種活動的時候，有一群默默支持的家長義工，
騰 出 寶 貴 的 時 間 來 幫 助 學 校， 發 揮 了 家 校 合 作 的 精
神，我能夠參與家長教師會，並協助學校，感到十分
高興呢！

第十五至十六屆家長教師會總務黃克仁先生
有幸能在家教會服務，亦體會到校長和各位老師除了
日常教務以外，還有很多工作，明白到家校合作很重
要。特別在過去一年的社會事件和新冠肺炎疫情下，
讓人過得不容易。希望大家一齊努力，等待疫情過去，
風雨過後，彩虹再現，重新出發。

第十五至十六屆家長教師會文書曾劉玲芳女士
參加了家長教師會作委員後 , 了解到學校每項活動都有背
後的心思和校長及各老師的愛心、汗水和努力 , 加入家教
會令我知道辦教育是一項不易為的育人工程。

第十四至十六屆家長教師會聯絡何勞彩萍女士
本人巳參加家教會三年，透過與學校討論合作推行各
項 活 動 都 令 老 師、 家 長 及 子 女 有 更 多 溝 通 機 會， 充
分發揮團隊精神，感謝學校給學生學習人際關係的一
課。

第十二至十六屆家長教師會副主席鄧黃美善女士
在家校合作的五年中，見證學校的多元化發展理念下
成長的莘莘學子，也能無懼風雨，壯茁成長。祝願孩
子們展開天使的翅膀，飛向更遼闊、更美好的將來！

第十一至十六屆家長教師會財政黃福基先生
陪伴，是最珍貴的禮物。陪伴女兒健康成長更倍感幸福。
擔任了六年的 PTA 財政。期間感受到學校重視家校合作，
舉辦各種活動為促進家校溝通、幫助子女更容易融入大家
庭。我很欣賞學校給予各同學不同的學習機會，使同學擴
眼界、增自信。

第十至十六屆家長教師會主席羅達慶先生
家教會的工作除了令我體驗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的使命外，更令我體會到林則徐那份「海納百川，有
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的感受及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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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不忘母校恩
Alumni Association

校  友  心  聲

校友會活動 舊生回饋母校為學校培育童軍

舊生會由不同屆別的畢業生組成。我們有著共同的理想，維持

校友與母校間之緊密聯繫，回饋母校。學校得以健康發展，有

賴家長教師會及校友會的全力支持。

My school life was filled with joy and care. 
My heartfelt thanks to all teachers, for your 
dedication and encouragement, nurturing me 
to be a responsible and humble person. I really 
missed the old days when I was in school 
uniform. 

Li Wan Wah 
Occupational Therapist I at Princess 
Margaret Hospital

Thank you our  school  for  creat ing an 
environment of enthusiasm for learning, room 
for mistakes making and appreciation for 
growing. Although many of us not coming 
from wealthy families, our teachers make no 
distinction between social classes in teaching. 
The knowledge that I acquire changed my fate 
and I am proud of being one of the old boys in 
the school. 

Dr. Tse Chi Man, Edward 
Specialist in Prosthodontics,  
Private practice

83  p rov ides  an  op t ima l  l ea r n ing 
environment for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its pupils. I am grateful to have studied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ny experienced 
teachers who offered help and practical 
advices throughout my school life. 

Dr. Lo Wai 
Resident Doctor at  
Family Medicine Department,  
Hospital Authority

What I miss the most about 83 is the culture. 
Enthusiastic teachers are always ready to help 
and inspire students to explore their interests in 
different areas. Students are studious creating 
a nice learning environment. I am grateful for 
everything 83 has given me and nurtured me to 
become an excellent doctor. 

Dr Leo CP Chan 
Department of Anesthesia and Operating 
Theatre Services NT West Cluster

At the heart of great schooling is fostering team spirit, 
integrity and genuineness. These core fundamentals are 
exactly what shaped me as a person and have been 
helping me to further my passion as a sailor and skipper 
( leisure only) – to build a sailing team and promote 
healthy competition. Words cannot begin to describe how 
thankful I am for all teachers’ effort and dedication. It was 
such an amazing learning experience at PLK83. 

Manson Ma 
Head of Marine, Underwriting at  
Greater China Berkley Insurance Asia

在母校的時光，是最快樂和無憂無慮
的日子。除了努力讀書之外，參加母
校的音樂劇表演是我中學生涯中最
難忘的事，也開展了我畢業後一直熱
愛音樂的路。謝謝母校多元化的活動
給予了我人生不同的可能性。
謝雅兒 — 創作歌手

「 在八三，學到的不止
書本知識，學到的，是
能夠讓你往後面對人生
的精神。」
吳迪嘉 — 藝術家

在母校就讀的回憶彌足珍貴，感激老師們循
循善誘的教導及關懷，讓我能在充滿愛的環
境下學習和成長，並找到人生的理想。
林欣 ( 廣州中醫藥大學婦科博士研究生 ) 
東華三院專科門診註冊中醫師

離開了母校差不多二十年了，但仍記
得學校的點點滴滴。老師循循善誘的
教導及關心，及給予同學參加各種課
外活動的機會，對我成長有莫大的影
響。沒有「83」就沒有今天的我。
溫秀微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合夥人

母校重視全人教育，品格培養
更是終身受用。感謝八三老師
的教導及鼓勵。

林嘉鋒 — 將軍澳醫院
急症科副顧問醫生

Excellent platform to show different talent 
and abilities you have. Great   school 
with warm and friendly teachers and 
schoolmates.

Dicky Chun Hin Cheung 
Barrister, from August 2016 onwards

母校師生關係和諧，課裡課外
老師悉心照顧學生各樣需要。
學校裏的人和事對今天我在社
會工作有很大的幫助。
蕭明暉 — 高級精算經理

' Secondary school is a landmark in the journey 
of one's life. I will never forget the fond memories 
here with passionate teachers who brought me 
up academically or spiritually. I am grateful that 
the inspiration from this school always guides 
my footsteps in the adventure of my life.'

Ip Yuen Chi 
Advanced Practice Nurse/ Nurse Tutor, 
School of General Nursing, Tuen Mun 
Hospital

回憶總是甜
下課時那個繁忙的籃球場

在小食部傳來的那陣雞扒香氣
中史課上唐 sir 的那些幽默笑話
以及那一張張青瀝無憂的面孔

都是「八三」為我留下
最美的回憶

多謝你「八三」
黃珊 

— 無綫電視首席記者

母校提供靈活自主的學習環境 , 教
導我待人接物應有的態度 , 對我成
長有莫大裨益。
馮奕駿 ( 註冊專業測量師、皇家
特許測量師 ) 高級項目經理

回 顧 在 八 三 生 活 時
光，謝謝母校常常鼓
勵我們多學多思考，
接觸世界上不同的事
物，啟發了我走上創
新科技之路。
曾建豪 —  
資訊科技  
Madhead 創辦人

八三為我搭建一個發揮自己的人生
舞台，在老師的信任與指導下，使
我得以在台上展現創意，為我從事
創意傳播與媒體工作，以至及後進
行具開創性的學術研究奠下堅實的
基礎。
鄭嘉麟 ( 傳理學哲學博士 ) 
浸會大學國際學院傳理學部主管

母校提供許多機會激發學生不同的潛
能，令我們在不同的道路上尋找發展空
間。老師不辭勞苦的栽培及指導，對於
我創作方面的發展有莫大影響。
韓詠詩 — 建築設計師 

在「八三」的 7 年裡，學校提供我一個發揮潛能的平台，各式各樣
的挑戰除了協助我去尋找不同的發展空間，亦塑造了一個能為社會
作出貢獻的人。「八三」的人情味亦給予我一個安心愉快的學習環
境，縱使已畢業 14 年，我亦願意付出時間及心機，將在學時所學到
的知識、技能、經驗，以不同形式傳授予一眾學弟、學妹。
龎穎邦 
測量主任 ( 工程 ) 及青衣第 12 旅童軍副團長青衣區助理區總監
（童軍）

八三是一個充滿人情味的大家庭，老師不但
傳道、授業、解惑，更重要的是能夠營造一
個開明和關愛的學習環境，提供各種各樣的
機會，讓同學學習如何做一個有獨立思考的
人。學業成績並不是人生價值的全部，年青
人的潛能卻是無窮無盡，八三就是一個能夠
栽培學生成為一個積極公民的地方。
張宇靈 ( 美國註冊專業考古學家 )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考古課程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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