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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創校年份

本校由東莞工商總會主辦，於1984年創立，是一所政府津貼全日制

男女文法中學，鄰近東鐵大圍車站，交通方便，環境優美。本校

校風淳樸，師資優良，課程完備，涵蓋八大學習領域，培養學生的共通能

力，發展學生的潛能。本校班級編制為平衡式，所有中一新生均可在本校

升讀至中六級，完成整個中學課程。

學校於1997年完成學校改善工程，設備更趨完善。本校共設有課室28間，

特別室15間，其中包括電腦室2間、多媒體美術室及創意設計及科技應用

室（設有3D打印機、小型多用途機床、鐳射切割機等裝置）各1間，另有

禮堂、圖書館、全天候運動場、學生活動室、英語角（English Corner）及

家長資源中心。全校均裝有冷氣設備，所有課室及特別室亦裝有電腦連液

晶體投影機、中央廣播系統、紅外線擴音系統、高映機、手拉掛幕及無線

聆聽系統。所有電腦均以寬頻連接互聯網及裝設無線網絡，圖書館亦已安

裝數碼化系統。另外，為了讓學生學習更有效能，校方特購置Apple TV及

80部iPad以配合e-Learning教學之用。

二.   辦學宗旨

發揚校訓「博學力行」的精神，使學生在德、智、體、群、美五育方面得

到均衡的發展，為社會培養良好公民，為國家培訓優秀人材。

學
校

簡
介

校訓

博學力行
「博」意指廣博和寬博，「博學」即廣泛的獵取多元化知識，培養充沛而旺盛的好奇心，

為學具世界眼光和開放胸襟，才能兼容並包，做到「海納百川、有容乃大」。既然學有所

得，便要「力行」，努力實踐所學，使所學最終有所落實，做到「知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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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穩學生學習基礎
重視英語學習

由於中一新生要面對新的學習環境，所以不論在學

習或人際關係上往往出現適應問題。有見及此，

校長黃慧文表示，校方特意為中一新生開設增潤班及自

學能力培訓班，讓中一新生藉此建立自信，盡快適應中

學生活，從而投入學習。其中自學能力培訓班主要是透

過教導新生把大量的資料內容，以融會貫通的方法整理

成為筆記，當學生掌握了這些技巧後，除了能學懂選取

重點去溫習，提升學業成績外，更重要的是能培養自主

學習的良好習慣。

學生在學時除了學習知識外，

同時也需要培育良好的品德。

因此，東莞工商總會劉百樂中

學一直重視學生全人發展。校

方除了為學生精心設計不同極

具特色的課程外，同時也注意

品德培育，致力培養既能獨立

自主，又熱心為社會服務的新

世代。

英文學習生活化 學習更投入
學習方面，中一級於放學後設有功課輔導班，由任教的

老師負責，主要協助學生解決學習上的難題。在打好英

語基礎方面，校方聘請了4位外籍英語教師（兩全職兩兼

職），4位外籍英語教師除了在課堂與學生練習英語對

話外，更會把學習英語與日常生活聯繫一起，例如帶學

生到超級市場及餐廳去，讓學生有機會把課堂學到的知

識應用於日常生活當中，真實的語境練習能增加學習趣

味，學生亦自然地更投入學習。

校
長

專
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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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黃校長指出，品德及自理能力於學習生涯中佔有

重要席位，故此中一新生會參加制服團隊，學習守規自

律及團隊精神，以便日後可以服務社會。另外，家政科

則肩負起培訓學生自理能力的任務，例如於家政堂教授

熨衫技巧、使用鞋油擦亮皮鞋等，讓他們明白校服儀容

整潔的重要性。

不同學習主題 發展全人教育
黃校長表示，不同的級別，皆有不同的學習主題。除了

上述中一級「自我管理」外，中二級的主題為「人際交

往」，當學生經過中一這年的校園生活後，定會結識到

許多新朋友，透過友情的建立，既可以在學習上互勵互

勉，「疑義相與析」，又可以成為對方既直且諒又多聞

的朋友；中三級的主題為「服務社會」，透過參與不同

類型的義工活動或服務，讓學生對社會各階層有更深入

的了解，從而發展同理心及培養責任感；中四級則重視

「領袖培訓」，學生在升上中四後，已踏入高中階段，

更有必要多了解自己各項專長，希望藉此能培育各方面

的領袖人才；中五級為「承擔責任」，由於中四時已接

受領袖培訓，故學生於中五時有能力擔任學長，帶領初

中學生適應複雜多變又多姿多采的中學生活，甚至協助

老師籌辦社會服務活動；至於中六級的主題定為「計劃

未來」。

雖然學生在中五以前已有不同的學習經歷及籌辦活動的

經驗，但職場的相關知識仍有所欠缺，例如有很多學生

對護理學深感興趣，所以學校曾舉辦「台灣醫學交流

營」，老師帶領學生到訪臺北醫學大學醫學院，透過講

座、解剖課等活動加深學生對醫學上的認識，從而讓學

生及早作生涯規劃，在報讀大學時選取合適的學科。

軟硬件配合e-Learning、STEM教學
學習特色方面，黃校長指出，為了讓學生跟上時代步

伐，提升學習效能，從而可以自主學習，甚至達到終身

學習這目標，學校特添置了80部iPad，致力推行「電子

學習」。在課堂上，老師運用電子教材套，提升學生的

學習動機及參與度；學生則利用電子學習系統作小組匯

報及分享學習心得。凡此種種，均可令課堂的節奏更明

快，至於「師生」及「生生」互動性則更強。

此外，近年政府大力提倡STEM教育，校方亦作出相應配

合，除了增設創意設計及科技應用室外，亦在今個學年

將STEM編入正規課程，會與資訊及通訊科技科合作，先

教授學生編寫電腦程式，繼而透過STEM教學，讓學生進

一步利用電腦軟件及3D 打印機製作相關設計，而校方亦

會安排學生到南韓等科技先進的國家作學術交流，從而

擴闊他們的視野，由於學校重視英語培訓，所以透過海

外學術交流，也能夠讓學生有更多機會運用英語交流。

展望未來，黃校長期望自己與各科組負責人共同努力及

協作下，學生能做到校訓 ——「博學力行」，能升上大

學固然重要，但這只是人生的中途站，更重要的是透過

學習不同的知識，篤定心智，發揮所長，進而為社會、

為國家服務。

校
長

專
訪



6

發展重點 

英語活動多元化 學生愉快學習

　

 

本校設有英文早會、英文週、英語廣告拍攝比賽、英文戲劇

表演、聯校英文會話練習、朗誦比賽等，讓學生在英語學

習環境薰陶下成長。

加強NET計劃

本校聘請了4位外籍英語教師 （2位全職及2位兼職）於課堂上或

課堂後舉辦不同的英語教學活動，務求透過多元化的活動，讓學

生能寓學習於娛樂中，增加講和聽英文的機會。

推廣英文閱讀風氣

逢星期五為學生訂閱英文報紙，並設有英文閱讀計劃，鼓勵學生

多看英文讀物。

教學語言

學校初中部份班別以英語教授數學及綜合科學兩科，而高中除了

英國語文、數學（延伸單元）以英語教授外，數學、物理、化

學、生物等科亦會按學生程度而訂定教學語言。在其他初中級

別，學校亦循序漸進地實施英文延展教學活動。

英語學習環境

有關本校推行英語

學習詳情，請參閱 

「善用學習環境 提

升英語水平」特刊。

http://goo.gl/pQRE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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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以英語授課
英語活動多元化

課堂以外學習英語

英語戲劇表演
鼓勵閱讀風氣

英語會話訓練

英語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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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重點 

 引入電子教學 提升學習興趣 

透過電子學習，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自學的能

力，讓學生了解自己的學習進度和成果，並且獲得

即時回饋。此外，教師亦可監察學生的學習進度，分析他們

的成績表現，從而調節課堂的進度。通過電子教學系統，教

學效能得以提升，從而令課堂的節奏更快和互動性更強。

本校英文科早已引入電子教學元素，透過使用平板電腦，藉

此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及培養他們自主學習。當中多元化教

學活動包括：閱讀活動、英文語法課堂、網上詞彙抽認咭及

有關文法的互動學習課堂，學生可按自己的程度進行學習。

此外，其他學科如中文及通識科老師，運用平板電腦進行

小型比賽及網上分組討論，這不單有助促進學生之間的溝

通，同時也可互相評估，增進學習成效。至於數學科，利用

Geogebra Apps進行教學，例如教授三維立體圖形某些比較抽

象的概念時，學生可以自行在iPad轉動畫面，立即呈現真實

感，令同學加深認識和理解。此外，利用Kahoot Apps 進行教

學，於多項選擇題測驗中能即時顯示學生分數和全班排名，

具刺激及趣味性。總括而言，讓學生從遊戲中愉快學習，學

生更投入課堂中，老師亦可快捷地了解學生學習情況，在課

堂中即時給予回饋。

電子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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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一及中二級開辦STEM課程。除了3D打印機、雷

射激光切割機和小型機床外，更添置了其他小型機

械，以協助學生設計個人產品。

透過學習STEM，同學可以學習到解決實際和技術問題的

科技實務，亦能幫助他們理解設計原理以開發產品和傳

達意念；同時，設計活動更能讓同學實踐理論，將

意念變成實物。

此外，同學更能學以致用，參與校外相關比賽

以顯示身手。於本年度參加理工大學電子及資

訊工程學系舉辦「機械人中學生挑戰賽大中華

區邀請賽2017：理電奪寶」，勇奪冠軍。

發展重點 

STEM 教育 學生盡展創意

STEM
教育

學校設有 3D 打印機，
學生可設計個人產品。

同學們於「機械人中學生挑戰賽大中華區邀請賽 2017：理電奪寶」中奪得冠軍

STEM
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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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就業輔導及生涯規劃

升學就業輔導組推行生涯規劃教育涵蓋三個主

要層面：自我認識與發展、事業探索及生涯

規劃與管理。並以「自我探索，尋覓發展方向，成

就多元出路，各展所長」的理念，為各級學生推行

生涯規劃教育。透過多元化的升學就業輔導活動，

令學生得到更適切及具針對性的支援，推動他們規

劃生涯，清晰確立升學或就業目標。期望藉著有關

活動，好讓他們按個人的興趣、 能力和性向，更好

地裝備自己，充分把握日後的機遇，從而作出知情

的抉擇，使他們可以做好由中學至未來升學及就業

的銜接。

生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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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從工作體驗活動中，如甜品烘焙、髮

型設計、咖啡拉花、建築行業及形象設計

等，了解到不同行業的工作性質。

甜品烘焙

咖啡拉花

 建築行業

  形象設計 

寵物美容

髮型設計

生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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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學生擴闊視野，本校特別安排學生走出課室，到海外進

行學術交流，例如先後到台灣、南韓及新加坡等地方，除體

驗當地文化外，也能了解當地的科技及學術發展，增廣見聞。

韓國首爾科技企業及文化交流團

中三及中四共27位學生到訪韓國進行文化學術交流。行程中，同學不

但到了泡菜訓練學校及清溪川博物館體驗當地文化，更有機會到當地

企業參觀，如︰KBS電視台、三星電子公司、LG Science Hall、現代汽

車展館，同學們都積極投入，感受當地文化之餘，亦了解到韓國科技

發展的進程，獲益良多。

台灣升學及文化考察團

台灣升學及文化考察團行程相當緊湊，除參觀了不同

的大學外，更在當中透過課堂實踐、教授講解、僑生

分享等交流活動，讓學生掌握了到台灣升學的有用資

訊，著實受益匪淺。

走出課室 擴闊視野多元化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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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醫學交流營

本校為增進學生對生命與健康的價值，啟發

他們對醫學領域的興趣，暑假期間參加了由

臺北醫學大學所舉辦的醫學營，希望透過不

同種類的學習內容，使學生對未來生涯規劃

有所助益。

13

新加坡交流團

舉辦新加坡交流團的目的，是希望學生可以在以英語為主要溝通語言的國

家嘗試流利地使用英語，以及了解當地獨特的多元文化。除了參觀不同的

文化景點，如魚尾獅公園、克拉碼頭、濱海灣公園和新生水展覽中心外，

學生亦有機會參加當地中學所舉辦的陸運會，進行學術及體育交流，從而

拓寬學生視野。 

多元化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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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活動  盡展潛能

舞蹈學會

扭汽球學會

陸運會

中六視覺藝術科學生作品展 - 心。結

木藝工作坊

班際籃球

大富翁學會

地理科考察活動

English Week - Song dedication

水運會

English Week - Food Culture in HK

多元化學習活動

園藝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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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學並重 多元發展

秉承校訓「博學力行」，除注重學生學業成績的培養外，亦積極啟發學生的優點及

潛能，灌輸正確的公民意識及克己盡責的意義，使學生在個人行為、精神、體能

及心智方面均得到全面發展，將來對社會有所貢獻。

教學理念之實踐

初中學生除接受德、智、體、群、美的教育外，更學習通識

科來培養獨立思考能力；高中學生則根據自己的興趣、能力

及潛能選修不同的科目，實踐自己的理想。為了擴濶學生視

野，每年籌辦不同類型的交流活動，除往國內交流外，亦

曾遠赴新加坡、韓國及台灣等地作學術交流，讓學生走出課

堂，感受不同文化，提升社交能力，增廣見聞。

訓育

老師皆能秉承校方「先管後教」的訓示，以嚴格及公正的

態度執行訓導的工作。目的是培育學生守規、自律及負責

任的精神。讓學生認識自己、尊重他人和學習與人相處，

從而建立正確的價值觀、積極的人生態度及判別是非的能

力，發揮校訓「博學力行」的精神。

德育

德育組專責學生品德方面的培養，負責統籌及推廣德育、公民

教育及健康生活教育。透過班主任課、週會及不同類型的活

動，教導學生立身處世和待人接物之道，以塑造學生健全的品

格及健康的身心。

培養學生良好的學習態度

文化交流團讓學生增廣見聞

廣州的西式建築及歷史文化交流團

訓導組舉辦中五領袖訓練營大合照，
培養中五學生勇於承擔的精神。

教
育

理
念

教育局總學校發展主任 ( 沙田區 ) 何永銓博士授憑給畢業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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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中學教育是青少年心智發展的重要階段。因此本校積極提供多元化

的身心活動和智能訓練以培育學生，使他們獲得全面的優質教育，

將來能盡展所長。

學生會

學生會須由學生自行組成內閣，並向全校學生發表政

綱演說，最後，由學生以一人一票普選產生。學生會

每年均舉辦多項活動，以增強同學間之聯繫及對學校

之歸屬感；向校方反映同學對學校措施的意見，發揮

民主及言論自由的精神。

家長教師會

成立於1993年，目標是加強家長與學校的溝通與聯繫，共

同培育下一代成為德智兼備的好公民。舉辦不同的活動如

專題講座、親子郊遊、親子義工服務等，在親職教育及家

校合作兩方面達到了一定的成效。

課外活動

充實的課餘生活是發展學生健全品格的重要元素，

因此本校積極推動多樣化的課外活動。

聯課活動有戲劇學會、扭氣球學會、日文學會、舞

蹈學會、交通安全隊及童軍等共三十六個學會，希

望學生養成良好的興趣、善用餘暇、建立自信、培

養責任感及發揮合群的精神。社際活動則由紅、

黃、藍、綠四社協助舉辦每年的陸運會，以及籌辦

不同的社際活動如球類比賽等，讓各同學為所屬社

別爭奪分數，增加歸屬感。此外，校方除鼓勵及培

訓學生參與各類型的校內及校外比賽、團體活動、

朗誦、參觀、校外學習及社會服務外，亦積極邀請

校外演藝團到校表演，使學生之視野得以擴闊，上

進心得以激勵。

輔導

輔導組有策略地發展各項預防性的輔導計劃，藉此提升學生的

自信及抗逆力。透過不同的生命教育活動、個別及小組輔導，

協助學生學習和發展個人的潛能。又推行「學長輔導計劃」，

由高年級品學兼優的學生協助中一新生適應中學生活。此外，

舉辦家長日及家長晚會以加強與家長的溝通和了解，亦舉辦多

次的升學及就業講座、研討營及展覽，為學生提供升學就業資

料以及適當的輔導。

學生會答問大會

中四同學探訪長者及贈送物資

一人一票選出屬於自己的學生會

摺紙學會

中一新生家長座談會

教
育

理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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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學生憑藉優秀的表現，在過往獲得多項校外獎、助學

金。如尤德爵士紀念獎學金、校園藝術大使獎學金、屈

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學金、羅氏慈善基金高中應用學習

獎學金、葛量洪獎學基金和香港廣東社團獎助學金、全港青少

年進步獎獎學金等。

此外，在學校歷年的栽培和學生自身的努力下，學生有幸能

成為香港代表隊的中堅份子，計有中國香港跳繩隊代表、香

港武術隊代表、香港青少年手球隊代表與及香港單車代表隊

場地及公路賽運動員。至於在公開或校際比賽中，學生亦屢

獲殊榮。在學術比賽方面，本校學生在歷屆學校音樂節、朗

誦節屢創佳績；而數理精英於「多元智能盃」、「優數盃」

取得優異成績，更於「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香港賽區）奪得一等獎。

而在體藝、科技競賽及不同技能等大型賽事中，成績亦有目共

睹。例如：理工大學電子及資訊工程學系舉辦「機械人中學生

挑戰賽大中華區邀請賽2017：理電奪寶」冠軍、「機械人中

學生挑戰賽2017：理電奪寶」總決賽冠軍、第12屆公益少年

團沙田區學界圍棋比賽（中學組）冠軍。此外，亦曾獲得過賽

馬會青少年足球聯賽冠軍及沙田區學界手球賽冠軍，成績驕人。

中四級學生嚴穎桐 

是武術港隊成員

足球比賽

機械人競賽「中學生挑戰賽」

獲獎項目

中六級學生吳惠欣是香港

女子 U17 手球隊成員

數學多元智能盃

學術體藝 屢獲殊榮

二人同步花式跳繩比賽冠軍蘇泳而同學

手球隊

交通安全隊

童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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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uated from LPLSS in 2016, I am now a year 2 student studying Computer Science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ime flies!

During the 6-year secondary school life at LPLSS, I had a lot of great memories. The unfailing support and 

strength which the teachers had given me make me a better person and as the saying goes, “Once a teacher, 

forever a teacher”. I have always kept their words in mind even after graduation.

It was my honor to be the Form 2 Mathematics tutor. I am truly proud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teach the 

students in my alma mater. It was great to be able to contribute after gaining so much here.

Apart from being a tutor, I have also helped in the robot contest with a group of Form 6 students during 

the summer holiday. We shared ideas and built the robot together. Working from sunrise to sunset, we 

eventually got the place of champion, and we even beat the teams from Taiwan and Beijing and won the 

Greater China Cup. What a precious moment!

Thank you LPLSS for always letting be a part of the school. Once a LPLSS student, forever a LPLSS student!

校
友

分
享

Fu Wing Wa (2016 Graduate)
Currently studying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aculty of Engineering (Computer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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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問我在中學最難忘的是哪一年，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是擔任學

生會幹部的中五，我十分享受從備選到完成任期的整個過程。服務同學

和舉辦活動給我帶來美好的回憶，老師們的幫助給予我終生受用的知

識。

其實從中二開始我就萌生了參選學生會的想法，每年學期開始在學校禮

堂看著前輩們為自己爭取一席之地而和對手唇槍舌劍，當時的我激動萬

分，恨不得馬上長大起來成為他們一份子。終於升上中五，我密鑼緊鼓

地準備著一切。從籌組班底到準備物資，從開始宣傳到準備辯論，再到

我們完成任期，既走過冤枉路也遇過挫折，幸好有一眾老師幫助，即使

他們身負繁重的工作，也在旁給予專業、巨細無遺的指導，教導我們渡

過難關。

早前回校探望老師的時候，我們曾討論過培養一個學生要用多少資源，當然我們可以很容易在政府報告查找出一

個量化的答案，但當中並不能反映出老師們投入過的精力和青春。我慶幸能在劉百樂中學受教於這一群老師。 

「不計辛勤一硯寒，桃熟流丹，李熟枝殘，種花容易樹人難。幽谷飛香不一般，詩滿人間，畫滿人間，英才濟濟

笑開顏。」

　
 

陳鎮朗  2015年畢業生
現就讀於香港大學  決策分析系

麥希賢老師
2003年畢業生

畢業離開校園後，我有幸以另一個身份回到母校

每年九月的開學日，我也看著初踏校園的中一新生

彷彿又看見了當日的自己……

個子小，卻需要背著一個比自己身體還要大的書包

生怕老師訓斥沒有把校服穿著得體，故把裇衫的所有鈕子也扣上

穿了一條度身訂造的吊腳西褲

這裡的所有人和事對我來說也是新鮮事

但我仍未趕及一一細心留意，它便成為我的中學回憶

中學是人生最美好的時候

身邊的同學會成為你人生的摯友

犯了錯，師長也會給予你改過的機會

同學們，請大家好好珍惜中學的校園生活

把握各種學習機會，別讓青春留白

我還記著經濟科陳老師的教導：「四隻腳的動物是四隻腳的」

我還記著學界決賽輸掉冠軍的感受

我還記著成為時裝設計比賽模特兒時所穿的裝扮

我還記得成為藍社社長時，於陸運會拼命為社員打氣情況

我還記得…… …… ……

而你，在畢業後，還會記得什麼？

校
友

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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