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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報告  

(1) 我們的學校  
 
辦 學 宗 旨  
實踐福音精神， 
建立關愛文化， 
達致全人教育。 
 
 
校 訓  
公民責任 
 
 
教 育 目 標  
1. 讓學生認識福音真理，體驗基督徒的喜樂與平安，建立積極的人生觀。 
2. 提供優質教學，策動全校員工、家長與校友衷誠合作，悉心培育學生成長。 
3. 引導學生友愛合群，彼此關懷，建立和諧良好的人際關係。 
4. 培養學生的公民意識及民主素質，使他們能熱心服務社群，關心社會。 
5. 培養學生有自我管理的能力，懂得自重、自愛與自律，增強自信及提高自尊感。 
6. 引導學生勇於反省，樂於承擔，培養敏銳的觸覺，認識個我及環境的局限，力

求上進。 
7. 培養學生對各學科的研習興趣及自學能力，從而提升其學能及學業成就。 
8. 發展學生的語文及分析思維能力，提昇其表達及解難技巧。 
9. 提供多元化的活動，使學生能擴闊視野並提高領導才能，發展個人潛能、興趣、

創造力和審美觀，使身心健康地成長。 
10. 充份利用有關資源，配合妥善管理，以提供一個優良愉快的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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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管 理 與 組 織  
 
學校簡介 

 
聖貞德中學是一所歷史悠久的政府津貼中學。一九五五年一群香港大學畢業的天

主教女青年，忠於天主的呼召，效法法國女英雄聖女貞德愛國愛民的精神，創辦

本校。在一九七零年，校權移交香港天主教教區，一九七八年正式成為一所政府

津貼的教區中學，並於二零一五年成立法團校董會。 
 
福音是每一所天主教學校核心價值的依據。「愛」是福音的源起，是一切誡命中

最大的。因此，本校以「實踐福音精神，建立關愛文化，達致全人教育」為辦學

宗旨。以建立一個愛的團體為使命，以發展全人教育為目標，以實踐校訓「公民

責任」為全校師生努力的方向。我們秉承天主教教育目標，致力培養愛主愛人、

才德兼備、身心健康的年青人，以回饋和貢獻社群。 
 
現時本校設有十八班，中一至中六各設三班，中一至中四取錄女生，中五至中六

只收男生，高中學生參加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因應社會及教改的發展需要，本校組織結構日趨嚴謹，主要分成三個範疇：學術

範疇、學生培育範疇及學校管理範疇，內設有十個專責委員會，各委員會職權與

責任清晰。學術範疇由教務委員會及課程發展委員會管理。學生培育範疇由宗教

事務及德育委員會、學生事務委員會、課外活動委員會、升學及就業輔導委員會

管理。學校管理範疇由校務委員會、資訊科技委員會、教職員專業發展委員會和

學校推廣委員會管理。校長聯同十個專責委員會的負責人、中、英文科主任組成

的學校行政委員會，定期召開會議，討論、協調及議決校內重要事項，使校政有

效推行，協助學生在不同領域中成長。此外，本校於一九七零年成立家長教師會

和一九七六年成立聖貞德舊生會，兩會歷史悠久，一直以來致力促進學校與家

長、校友間之聯繫，鼎力支持學校各方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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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管理委員會   
 
2018-2019 法團校董會成員 
全國偉先生 校監及法團校董會主席 
倪德文神父 辦學團體委任校董 
陳乃國博士                辦學團體委任校董 
黃淑儀女士 辦學團體委任校董 
陳懷明女士 辦學團體委任校董 
劉業民先生 辦學團體委任校董 
康文海先生 辦學團體委任校董 
蕭思銓校長 辦學團體委任校董(替代) 
余幸生女士 獨立校董 
葉倭吩女士 家長校董 
麥齊光先生 校友校董 
周縉緯先生 教師校董 
蔡黎惠賢女士 教師校董(替代) 
鄭惠兒校長                 校長 (法團校董會秘書) 

 
 
法團校董持分者類別 
辦學團體代表 8 
校長 1 
家長的數目 1 
校友的數目 1 
獨立人士的數目 1 
教師的數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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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組織  
 
學生人數 ﹕337 

級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總數 
班數 3 3 3 3 3 3 18 

 
實際上課日數  
 

年級 16/17 17/18 18/19 
中一 165 164 168 
中二 165 164 168 
中三 165 164 168 

 
學年內出席百份比  97.2% 

 
學年內退學學生百份比  
 

16/17 17/18 18/19 
3.2% 5.6% 6.1% 

 
2019 畢業生升學及就業百分比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2019畢業生升學及就業百分比



學校報告  

師資  
本校共有 1 位校長及 49 名教師。 
 
教師學歷  
1. 教師持有的最高學歷百分比 

 

 
 
2. 教師教學經驗 / 教師教學年資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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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已接受專業訓練的教師 
 

 16-17 17-18 18-19 
已接受專業訓練的教師 100% 100% 100% 

 
 
4. 已接受本科訓練的三個核心科目教師 

2018-2019 年度，本校達到語文能力要求的英文科教師為 100 %，達到語文

能力要求的普通話科教師為 100%。 

 
 
 
5. 已接受特殊教育培訓的教師    

課程類別 教師人數 
基礎課程 9 
高級課程 5 
專題課程 7 

精神健康專業發展課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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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持續專業發展 
參與持續專業發展的平均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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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設 施  
 

 
本校初期校址在港島中區羅便臣道，於一九八六年八月遷至北角寶馬山道現址。校

舍設計獨特，環境清幽，群綠縈繞，於一九八七年榮獲香港建築師學會頒發設計優

異獎。 
 
校內設備完善，有寬敞的禮堂和獨立的教堂，有二十八個內置空調設備及電腦化的

標準課室及多個特別室，包括：地理室、視覺藝術室、音樂室、宗教室、物理實驗

室、化學實驗室、生物及綜合科學實驗室、輔導室等。另外，本校設有電腦室、多

媒體教學中心及校園電視製作中心，以助推行資訊科技教育，提高學生對語文及各

科研習興趣。體育設施方面頗為完備，設有足球場、籃球場、雨天操場及健身室，

體育用品亦式式俱備。本校圖書館藏書豐富，設有二十多部電腦及國際網絡服務供

學生使用，為學生提供一個寧靜而舒適的閱讀及溫習環境。 
 
自二零零三年五月我校進行「學校改善工程」，增建一座樓高七層的新翼大樓，連

接原有的教學大樓。內設有語言室、學生活動中心、電腦輔助學習室、會議室及教

員室等，天台還建置了一個籃球場，底層則為一個小型籃球場。於二零零九年七月

增建演講廳及多用途室，供學生上課及討論。學校又配合教育新趨勢，二零一五年

添置「創客空間」作為推展校本 STEAM 教育的基地，二零一七年成立電子教學中

心，二零一八年更擴建健身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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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  
班級編制及課程 

 
本校初中與高中課程廣闊均衡，配合學生不同的需要、興趣及能力提供多元的選擇。

高中學生必須修讀四個核心科目(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及通識教育)及兩至三

個選修科，並須參與「其他學習經歷課程」，豐富有關德育及公民教育、社會服務、

體藝活動及工作有關的經驗，為升讀大學及延展終身學習作好準備。 
 

                  級別 
科目 中一至中二 中三 中四至中六 

宗教教育 * * * 
中國語文 * * * 
英國語文 * * * 
普通話 * *  
數學 * * * 
生活與社會 * (中二) *  
通識   * 
倫理與宗教   選修科目 
中國歷史 * * 選修科目 
歷史 *  選修科目 
地理 * * 選修科目 
經濟   選修科目 
企業、會計與財務理論   選修科目 
普通電腦 * *  
資訊及通訊科技   選修科目 
科學 * *  
物理   選修科目 
化學   選修科目 
生物   選修科目 
體育 * * * 
體育 (文憑試)   選修科目 
視覺藝術 * * 選修科目** 
音樂 * * 選修科目 
情意教育 / 生活教育 /  
公民教育 / 其他學習經歷 * * * 

*必修科  
**於友校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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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重點發展項目一：優化學與教，提升學生學業表現 
 
今年我們以「善用智慧」作為學年培育主題，配合上述關注事項，致力為學生提

供具有天主教教育特色的學習環境，現在讓我們回顧過去一年學校努力的成果。 

成就 

從檢視各科進度表、會議紀錄、觀課、課業評鑑，以及學生及教師的年終問卷分

析所見，各科組均積極配合關注事項，達預期目標。 

 
(1) 推動電子教學，促進學生主動學習，提升教學效能。 
(2) 鞏固學生學習基礎及提升成績。 
(3) 鼓勵學生交齊功課及在學業成績上持續進步。 
(4) 加強教師專業發展，建立學習型團隊。 
 
 配合電子教學的推廣，學校在中一、二級課室和特別室安裝了內嵌入了

Android系統的觸控式螢幕，完善電子教學硬件設備有利施教。學校成立電

子教學核心小組，為教師提供培訓， 大部份教師曾於本學年在課堂內運用電

子教學，除用靈活運用Kahoot外，還因應科本特性引入多元化的教學平台和

教學工具，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及課堂教學質素。且各科組會議中，亦有定期

安排老師分享及交流電子教學的心得。各科組上載於Moodle學習平台的「學

習資源」及建立的「多項選擇題試題庫」，內容見完備。據年終問卷調查所示， 
80.2%學生及64.1%老師認同透過電子學習及Moodle平台有助學習。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完善電子教學硬件設備有利施教是不爭的

事實。學校已擬訂名為「觸屏互動電子教室」計劃，期望可成功申請優質

教育基金，完善設備，促進學校推展電子教學，提升教益。 
 為提升學生的學業表現，我們在初中及高中增設核心科目課後拔尖保底課

程，從問卷調查反映，家長對此安排十分支持。高中方面，今年我們在中四

及中五兩級推行高中拔尖計劃，為尖子同學提供更多資源及安排他們參觀不

同的專上學院，激發他們於學業方面的潛能和制訂學習目標。此外，我們十

分重視培養同學有良好的學習態度及鼓勵同學在學行上力求進步，本年度於

初中新設「交齊功課獎勵計劃」及「學業成績進步獎」，並透過「貞德人獎勵

計劃」，鼓勵同學發揮個人潛能，以及做好個人管理。各計劃中獲獎的同學甚

表雀躍，喜獲嘉許。  
 學校積極引入校外支援，提升學與教質素。參與「香港中文大學的優質學

校改進計劃」，令全體老師對「觀課」及「有效的課堂教學策略」加深瞭

解。有助參與的中層管理優化評課技巧及強化教學領導。參與教育局的

「初中科學科的科本支援計劃」，專員到校與「科學科」團隊緊密合作，

就中二級科學科不同的課題作共同備課及觀課及議課，所建構的教材，可

持續運用，亟能促進教學成效。參與教育局的「加強對非華語(高中)學生的

中文學與教的支援」，老師在專家指導及支援下，得以調適初中課程及建

構高中校本課程，好讓學生愉快學習，增加對學習中文的興趣及信心。 
 我們的教師團隊一向致力提升專業水平，力求進步。在過去一年，我們曾

拜訪多間友校及邀請友校校長和老師到校作講者嘉賓，就 STEM 課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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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電子教學、考績制度、通識及科學科教學等各方面交流學習，獲益良

多。將借鑒成功經驗，優化現行的教學策略，促進專業成長。 
 本年度在師生努力下，是屆中六學生於 2019 香港文憑考試中的四個核心科

目及多個選修科目均取得很大進步，其中有 9 個學科的合格率為歷屆最

高，企業、會計與財務理論、中國歷史、音樂、倫理及及宗教各科達百分

之百，通識教育、生物合格率亦達百分之八十以上。部分學生於數、理、

文及商科均獲 5；5*及 5**級成績，持續進步，頗能達本年度關注事項，提

升教學效能的目標。 

 

反思 

本年度就學校發展計劃中，學校關注事項一：優化學與教，提升學生學業表現。

所推展的各項計劃，尚且能夠達標，檢討成效深明尚可從以下數端，繼續發展，

力臻完善。 
 
 推廣電子教學方面，新學年將著力加強老師認識及掌握多元的電子學習軟

件，並以科或同一學習領域為本，提供培訓及支援，並靈活運用學校的軟硬

件設備於中二級試行 iPAD 教學，以便電子教學的推行，增強課堂互動及學

生的自主學習。 
 學校積極引入校外支援，提升學與教質素是甚具效益的方向。新學年我們會

沿此繼續發展。 
 一面建基於本年我們參與「香港中文大學的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及教育

局的支援計劃，合作愉快，獲益良多。新學年學校會參與教育局的多個

「中學校本課程發展支援服務」，分別為科學教育、STEM 教育焦點學習

社群（評估）及支援非華語(高中)學生的中文學與教，期望藉專家指導、

支援，我們於積極吸收新知，觀摩學習，在學與教上有更豐碩的成果。 
 另一面我們會積極擴闊學習網絡，就不同的教育專題，聯絡友校同儕到

校交流；或主動造訪與仝工研討與交流。期望老師擴闊眼界，從觀摩中

學習，積極反思，借鑒成功經驗，優化現行的教學策略，促進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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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發展項目二：以天主教教育核心價值為本，培養學生堅毅精

神，規劃正面人生 
 

本年度為 2018-2021 年度三年計劃的第一年，學校以天主教教育五大核心價值(生
命、真理、義德、愛德及家庭)為本，培養學生堅毅精神，規劃正面人生。學生培

育範疇各委員會及科組，過去一年配合學年主題「善用智慧」，透過不同的策略

及活動，以天主教教育核心價值培育學生。 
成就  
 宗教事務、德育及公民教育委員會繼續把天主教教育核心價值融入初中正規

課程，今年參與科目包括中文、英文、科學、歷史、音樂及視藝，透過共同備

課、觀課及課後檢討，協助學生建立正面的人生態度。老師在日常教學中滲

入天主教教育的核心價值，所有觀課老師均認同授課老師能有效把天主教教

育核心價值融入課堂教學和評估中。超過八成學生認為老師能把天主教教育

核心價值融入課堂教學中，約七成老師認同學生能掌握天主教教育的核心價

值。 
 在加強班級經營方面，學生事務委員會善用班主任會議，進行經驗分享，提

升班級經營的成效。83%老師認同定期的班主任會議能交流班級經營的經驗，

加強「班級經營」的成效。 
 在加強生涯規劃方面，升學及就業輔導委員會善用其他學習經歷課堂，在高

中提供有系統和多元化的升學及就業活動，協助高中學生掌握最新資訊，培

養正面積極的學習態度，以及建立升學及就業的人生目標。本年度曾舉辦中

四生涯財智策劃家工作坊、中四 I Dream 生涯規劃分享、中四及中五生涯規

劃講座、中五及中六講座(Bossini)，以及參觀不同學院/展覽，包括香港樹仁大

學、香港恆生大學、台灣高等教育展、柴灣 IVE、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以及

明愛專上學院。上述活動獲大部份高中學生正面回應，認為對其升學及就業

甚有幫助。 
 本年度參加了教育局舉辦的「全校參與模式推行生涯規劃課程及職業輔導」，

透過參加分享會及到訪友校，參觀學習，不僅擴闊了升學及就業輔導老師的

視野，也讓老師建立了學習網絡。 
 另一個與生涯規劃相關的重點是加強與校友的聯繫和合作，為學生提供更多

的學習機會。今年由以往一名校友配對兩至三名學生，改為邀請校友分享，

分享後讓校友與有興趣的學生留下交流，如希望進一步交流，可交換聯絡方

法。今年共進行 4 次校友分享(初中、高中及上、下學期各一次)，亦有邀請校

友回校進行職業分享(2 次分享，共 5 人次)。上學期學生對上述活動反應一般，

經檢討後，下學期將活動地點由禮堂改為班房/特別室，並縮短講者分享時間

及以輪換形式，讓學生與校友增加互動、更投入活動，學生回應亦比上學期

正面。 
 升學及就業輔導委員會與不同校外機構合作，全年合共 21 次，其中 17 次為

免費活動，可見委員會能夠善用不同的社會資源，為學生推行合適的活動。 
 承接 2017-2018 年度，今年繼續推行「好心情計劃」，透過有系統的活動，讓

初中學生認識自我、學習正面思維、掌握處理壓力的技巧、勇於嘗試和面對

生活中的各項挑戰，從而建立正面積極的人生目標。活動包括﹕ 
 中一至中三級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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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一至中二級班級班房活動 

 中一及中二小組藝術活動 

 小組日營 

 小組兩日一夜訓練活動 

 初中學生及老師均認為「好心情計劃」能培養學生正面及積極的態度，而

小組活動的學生出席率達 90%，學生在活動中積極投入，94%參與學生認為

活動能提升他們處理壓力的能力及建立人際關係。 
 就培養學生堅毅精神方面，學生培育範疇各委員會分工合作，安排不同類

型活動以提升學生的堅毅精神，配合各類活動，本學年特別推行「貞德人

獎勵計劃」，獎勵能在個人潛能及個人管理兩方面培養堅毅精神，持之以恆

的學生。惟上學期學生對此計劃反應不太積極，只有 8位學生參加，其中 6

位學生得獎；下學期經過加強宣傳及班主任推動後，共有 14 位學生參加，

其中 13 位達標獲獎，當中 1位學生更獲得鑽石大獎。 
 公教老師在早會介紹值得學生學習的聖人聖女事跡，87%老師表示在日常教

學中，曾多於一次培養學生持之以恆、面對逆境也不輕言放棄的堅毅精

神。 
 課外活動委員會及宗教事務、德育及公民教育委員會為學生安排各類持續

性義工服務活動，以培養學生堅毅精神。其中天主教同學會於下學期曾參

與 5次廟街派飯服務，一方面培養學生的堅毅精神，亦讓他們有機會更深

入了解弱勢社群的生活狀況，並實踐愛德服務的精神。課外活動委員會推

行的優化義工小組服務訓練計劃，成立來自不同級別約 30 人的聖貞德義工

隊，透過長期的訓練工作坊，培養學生的堅毅精神；之後義工隊成員需參

與不同類型的義工服務活動，除與社區中心的小學學童及長者相處外，學

生們可更了解其擔任義工的意義及社會現況，實踐服務的精神及五大核心

價值中的愛德。 
 此外，為配合天主教的五大核心價值中的愛、生命及家庭，課外活動委員

會為中一、中二、中四及中五級學生安排全級參與的社會服務。 
 課外活動委員會亦舉辦不同種類的興趣班，例如:烹飪班、魔術、話劇、街

舞等，讓初中學生持續參與，一方面能發掘學生潛能，另一方面亦能培養

其堅毅精神。 
 根據本年度 APASO 問卷調查結果，學生的堅毅精神亦比全港為高。 
 
反思  
 今年初中班主任課轉為每月兩次，因此推行學生培育活動的時間相對減少，

對活動規劃及安排造成困難。 

 首年推行的「貞德人獎勵計劃」本意甚佳，惟執行過程中仍有需要改善的地

方，例如紀錄學生出席率的方法、獎勵方式等，有待來年檢討，以優化是項

獎勵計劃。另外，亦需要加強對學生及班主任的宣傳，以鼓勵學生積極參加

貞德人獎勵計劃。 

 把天主教教育核心價值融入正規課程經已推行三年，初見成效，但未能完成

最初定立的三年計劃，因此來年仍需繼續進行。計劃初期主要由核心成員負

責執行，來年宜將工作擴展，加入其他公教老師，一同與相關老師共同備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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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們的學與教  
簡述在學校關注事項以外，學與教方面的特色，特別是與教育改革

有關的重點措施及工作。  
 

(a) 優化課程，與時並進 
 本年度我們全面優化初中課程，於中二及中三引入「生活與社會科」，有助補

充及豐富「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的基礎知識，亦能協助學生銜

接高中通識教育科相關的知識和能力。 
 我們亦在中一級開展了跨科專題研習，以探究校園鄰近的「金督馳馬徑」為

主題，加深學生認識社區及提升其共通能力，效果理想。 
 我們重新規劃的初中「STEAM 校本課程」，既能涵蓋科技教育範疇的基本元

素，亦能豐富學生知識層面及發揮創意潛能，使課程內容趨於完備。 
 

(b) 推動校園閱讀風氣 
 本年度於中一至中三級每星期增設中文及英文閱讀課，透過中英文科組及圖

書館主任團隊協作，有系統規劃及統整課程，兼配以多元的閱讀活動，合力

營造校園閱讀氛圍。全年相關工作推展順暢。據學生問卷調查及老師觀察學

生的表現，閱讀課頗能有效培養學生的閱讀興趣；擴闊其閱讀闊度及深度；

透過涉獵不同種類的圖書，提升學生閱讀效能。 
 

(c )  加強認識國史與國家最新發展 
 學校善用教育局及社區的資源，讓學生有更多境外學習、交流的機會，擴闊

視野及眼界。本年中三級全體學生前往深圳參與「自然環境及歷史文化探索

之旅」，高中學生則先後參與「香港中學閃遊大灣區計劃—江門先導團」、「香

港中學閃遊大灣區計劃—深圳考察活動」及「敦煌、西安歷史文化探索之旅」。

從師生的回饋中，境外交流活動能擴闊學生視野，加深學生認識中華文化及

國家最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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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a) 一般成長支援 

 學校按各級學生的成長需要安排適切的成長支援活動，當中包括： 

年級 活動 內容 

中一 「中一迎新

週」活動 

透過一系列的小組活動，讓新生認識學校，加強學

生之間的認識，同時認識學校的學兄學姐，及早建

立支援網絡，促進校園關愛文化 

「戀愛大作

戰」講座 

分辨「友情與愛情」，認識正確的戀愛觀，了解戀

愛各階段的注意事項，以及如何處理衝突及分手 

「伴你同行

計劃」 

訓練高年級學生擔任「生命學長」，以遊戲方式進

行，為中一級學弟學妹提供協助，建立支援網

絡，透過活動培養學長們的責任感，推動校園關

愛文化 

「女仔組」 分班聚會 

中二 「友情與愛

情」班訪 

認識與異性相處的態度，並了解戀愛前應考慮的

因素，從而與異性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活得起，

愛自己」工

作坊 

建立正面價值觀 

非華語同學

桌遊小組 

透過桌遊活動，凝聚非華語學生 

中三 「戀 LOVE 
LOVE 市

集」工作坊 

以藝術手法，讓學生體驗兩性相處、溝通的技巧 

「自由噏

Three Up」
小組 

針對相處技巧較弱及低動機的學生，透過興趣小組

活動進行輔導 

中四 「兩性戀

愛」講座 

透過遊戲活動、情境討論，分享正確戀愛觀，及

與異性、伴侶相處的技巧，並講解分手情緒的處

理 

「識『色』

相關」講座 

了解色情文化的負面影響，以及建立健康價值觀

念的方法及原則 

「先苦後

甜」小組 

分別進行男仔組及女仔組，透過小組討論，分享異

性相處、分手處理及自愛等主題 

中五 「拉闊生命

友伴同行」

計劃 

透過小組和外出參觀行業，擴闊學生的眼界，發掘

自己優點和興趣，規劃日後的升學及就業方向 

「識『色』

相關」講座 

了解色情文化的負面影響，以及建立健康價值觀

念的方法及原則 

 

除上述一般成長支援外，本校亦安排其他特別成長支援活動，內容如下： 

 為中一至中五學生安排有關性騷擾的「愛護自己」講座。 
 特別為中四至中五輔導學長安排領袖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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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中一至中三級非華語學生較多，本校特別安排「見．同理」計劃及文化共

融大使，讓同學了解在港少數族裔群體所面對的困難與挑戰，促進同學們的同

理心。透過虛擬實境的技術，教導同學，推動社會共融，並提升少數族裔在日

常生活中的應對及管理能力。 
 由於本校新來港學生數目不斷增加，故此特別安排針對新移民的「新 TEEN 新

地」計劃，透過多元化活動，讓學生紓緩新來港的適應壓力，及促進他們融入

學校生活及建立社交圈子。計劃中，小組聚會提供了一個關顧的環境，讓學生

在小組中互相傾訴生活和學校的適應難題。另外，小組也建立了一個新的正向

社交圈子，讓新來港的學生很快地建立社交及朋友圈子。除小組之外，計劃提

供了外出活動(海洋公園)，讓學生認識香港社會及文化，也讓新來港學生透過

活動加深對香港的認識，提升他們對香港的歸屬感。 
 

(b) 融合教育 

 政策﹕本校致力建立共融文化，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照顧學生的學

習差異；透過資源調配，為學生提供適切和多元化的支援服務，以提升學生

的學習效能及協助他們融入校園生活。 

 資源﹕本校獲教育局增撥額外資源，其中包括學習支援津貼，本校善用政府

撥款，安排校外及校內課程或活動，支援有學習需要的學生，透過多元化的

支援服務，啟發學生的多元智能，使學生有機會發展學術及學術以外的潛

能。 

 本校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及成績稍遜的學生提供下列支援措施： 

(1) 設學生支援小組，由資深教育心理學家及專責社工提供輔導服務。 
(2) 聘請學生支援助理，照顧及輔助有特殊教需要及成績稍遜的學生。 
(3) 透過及早識別，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適切的協助及安排個別學習計劃。 
(4) 外購治療及支援服務，如「言語治療」、「社交技巧」、「專注力及自控能

力」及「學習技巧」小組等，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個別/小組支援服務。 
(5) 在學習上，向有需要的學生提供家課及測考上的調適﹔透過課堂觀察和

學生面談，了解學生的學習成果，適時向家長報告學生學習情況。 
(6) 設功課輔導及試前溫習班，為成績較弱的學生進行功課輔導及協助他們

準備測考。 
(7) 透過多元化的小組輔導活動，讓有特殊需要的學生得到均衡的發展，發

揮潛能。活動也歡迎其他學生參與，建立共融及和諧校園文化。 
(8) 為學生提供適切的生涯規劃輔導，讓學生認識自我、探索和規劃未來，

活動安排如下： 
 中三級：「劃出彩虹」 
 中四、中五級：「開創未來」 (香港教育大學協辨)，  
 為高中學生安排「職橋計劃」(與青年協會協辦)，提供實習機會。 

 本年嘗試推行校外共融活動，使一般學生與 SEN 學生學習相處方式及了

解雙方優點。 
 引入樂高及言語治療用工具套，讓學生能以說話、書寫以外的方式清楚表

示自己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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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生表現 
(a)  學生在學業成績方面的表現 

學生於 2019香港文憑考試中的四個核心科目及多個選修科目取得很大進步，

其中 9 個學科的合格率為歷屆最高，企業、會計與財務理論、中國歷史、音

樂、倫理及及宗教各科達百分之百，通識教育、生物合格率亦達百分之八十

以上。部分學生於數、理、文及商科均獲 5、5*及 5**級成績，持續進步。 
 

(b)  課外活動獎項  
( i )  獎學金  

 活動獎項  學生班別和姓名  
1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中六信 陳貴謙 

中六信 金成 
2 祁良神父教育基金  中六信 賴沐俊 
3 葛量洪視覺藝術獎學金 2018 中四望 陳梓鈺 
4 應用學習獎學金  中六信吳與天 
5 2019「明日之星—上游獎學金」 

中三望 喬科斯 
中五信 艾弗臣 
中五信 古路山  

6 HKICP/HKABE Joint Scholarship for 
BAFS 中五信 林家俊 

7 香港天主教教區宗教教育獎  中四望 鄭碧瑤 
中四信 陳祺彥 

8 

2017 至 2018 本校獎學金  
宗教科  中一望 楊凱瑩 

中二愛 咸皓嚴 
中三信 吳鴻偉 

語文科  中一信 SANCHEZ MISTRAL JOHANN 
中二望 譚燕臻 
中三信郭晞榮 

數理科  中一信 SANCHEZ MISTRAL JOHANN 
中二望 譚燕臻 
中三信 文浚賢 

術科  中一望 楊凱瑩 
中二望 洪欣宜 
中三愛 陳梓鈺  

人文學科  中一望 楊凱瑩 
中二望 譚燕臻 
中三信 江偉民 

學業最佳表現獎  
中一信 SANCHEZ MISTRAL JOHANN 
中二望 譚燕臻 
中三信 江偉民 
中四信 李曜霆 
中五信 陳益祥 

9 
2017 至 2018 舊生會前任會長獎學金  
中文科 (陳立志先生捐助 )  中五信 黃之顥 
英文科 (徐福燊醫生捐助 )  中五愛 葉梓朗 
數學科 (譚競正先生捐助 )  中五信 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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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科 (梁治西醫生捐助 )  中五信 陳貴謙 
歷史科 (麥齊先先生贊助 )  中五愛 邱家寶 

10 
2018 至 2019 校友會獎學金(由郭東龍先生捐助)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中六信 金成 
資訊及通訊科技  中六信 石浩 
STEAM 傑出表現獎   

11 

2018 至 2019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學校最佳服務表現獎  中五信 文駿軒 
中五信 王銘曦 
中五愛 崔子軒 

課外活動最佳表現獎  中四信 蕭敬賢 
中四信 林志根 
中四望 鄭碧瑤 

體育運動最佳表現獎  中五望 黃嘉希 
 
( i i)  學術範嚋  

 活動獎項  學生班別和姓名  

1 2018 香港島傑出學生

選舉（東區）  
傑出學生  
(初中組 ) 中二望 楊凱瑩 
傑出學生

(高中組 ) 中四望 陳梓鈺 

2 東區學校模範生/進步生奬

勵計劃 

模範生 
中二望 楊凱瑩、中四信 陳淳淳 
中五信 王銘曦 

進步生 

中二望 吳志毅、中三愛 關嘉聰 

中四望 蔡坤另、中五信 艾弗臣 

中六望 胡倡華 

3 青苗學界進步獎 2017-
2018 進步奬 

中一望 楊凱瑩、中二信 蘇可怡 
中三愛 陳淳淳、中四愛 杜銘浩 
中五信 陳俊傑 

4 2019 香港學生科學比賽 觀眾大獎 中一望 王浩銓、中一愛 陳瑩 

中二望 楊凱瑩、中二望 司徒昀婷 

中二望 蔡筠琳 
5 數碼媒體由我創 2019 優異獎 中六愛 吳鶴之、中六愛 葉梓朗 

中六愛 呂偉文、中六愛 黃泆濂 
6 NCS 學生硬筆書法比賽

2019 
冠軍 中四信 范里奧 
優異獎 中二信 王丹尼 

7 公益少年團東區電影欣賞暨

徵文比賽中學組 冠軍 中四信 陳淳淳 
8 愛閱讀口號設計比賽 2019 

中學中文組 亞軍 中二望 余世喜 
9 第十七屆香港運輸物流學

會中學生徵文比賽(初中組) 季軍 中二望 楊凱瑩 
10 心的聲音：閱讀及寫作比

賽 2019 季軍 中二信 馮凱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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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018-2019 年度中國歷史及

中華文化校本閱讀計劃 證書 
中二信 梁嘉桓、中二信 陳佑康  
中二信 馮凱莉、中三信 陳柏行  
中三望 洪欣宜、中四信 陳淳淳  
中四望 黎邵承、中五信 陳祺彥  
中五信 陳曆弘、中五望 黃嘉希 

12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詩詞獨誦  優良  中二望 司徒昀婷、中二愛 譚浩廷 

中四望 劉翹慧、  中四望 楊珮琪 
粵語詩詞獨誦  良好  中二愛 呂煒桐、中二愛 温進鏗 

中三信 蘇可怡、中三信 黎國霖 
中三信 田滙豐 

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  中一望 鄺映瑜、中二望楊凱瑩 

普通話詩詞獨誦  良好 中二望 胡峻達 

13  

70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Competition 

Solo Verse Speaking 

Champion 2FA  Sanchez Mistral Johann 
2nd Runner-Up 3FA  Suen Wing Hang Maria 

Merit 

1HO Lee Ka Yi 
2HO Shum Ka Him Lincoln 
2HO  Yeung Hoi Ying 
3FA  Soabas Chloe Sophia Real 
3FA  Patungan Kristhel Mae Ortega 
3FA  Ng Wing Ting Nichole 
3HO  Wong Kelvin Jia Xin 
4CH  Lam Ho Ming 

Proficiency 
1HO  Chen Lok Lam 
1HO  Ong Ho Chuen Hayden 
2HO  Liu Hao 
3HO  Kiu For Sze 
3HO  Lin DongYan 

Public Speaking Solo 

2nd Runner-Up 3Fa  Chan Kin Lok Justin 
3Fa  Chan Ka Cho Pontianus 

Merit 
4FA Ng Hung Wai 
4FA Shiu King Yin 
4FA Justine Asi 
4FA Zeng Jun Ran 
4FA Supranto William Da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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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i )  體育範嚋  
 活動獎項  學生班別和姓名  

1 香港學生運動員 2018-2019 香港學生運
動員獎 中六望鄭俊毅 

2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中學
校際羽毛 球賽 (港島區 -
第二組 ) 

冠軍  
(男子團體 ) 

中五信 莫鈞傑、中六信 陳偉
達、中六信 何景雲、中六望 胡
倡華 
中六愛 王浩禮、中六愛 吳龍清 

3 中學校際足球賽 (港島區-第
三組) 

男子甲組 
冠軍 

中五信 李震軒、中五望 李昆霖 
中五望 李昆澤、中五愛 植朗亭 
中五愛 崔子軒、中六信 吳與天 
中六信 王皓雲、中六信 刑珈軒 
中六望 鄭俊毅、中六愛 褚臻軒 
中六愛 吳梓聰、中六愛 柯政廷 
中六愛 黃柏揚、中六愛 盧爾文 
中六愛 黃獻中、中六愛 王浩禮 
中六愛 黃文諾 

4 
2017-2018 年度賽馬會青少
年聯賽 18 歲以下組別足總
盃 

冠軍 中六望 柯政廷、中六望 黃柏揚 
中六望 鄭俊毅、中六愛 黃獻中 

5 (龍鼎杯)第五屆國際雙節棍
王挑戰賽 - 男子單棍 冠軍 中五望 吳梓謙 

6 (龍鼎杯)第五屆國際雙節棍
王挑戰賽 - 男子雙棍 冠軍 中五望 吳梓謙 

7 中學校際劍擊比賽男子甲
組-花劍 季軍  中五望 鄭焯駿 

8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中學校際田徑比賽 -第三組  
男子甲組 5000 米 冠軍  中五望 黃嘉希 
男子甲組 1500 米 季軍  中五望 黃嘉希 
男子乙組 100M 跨欄 亞軍 中四愛 張日朗 
男子乙組 100M 殿軍 中四愛 廖正熹 
男子乙組 200M 季軍 中四愛 廖正熹 
男子乙組 400M 亞軍 中三信 利嘉浩 
男子乙組 400M 季軍 中四信 范里奧 
男子丙組 100M 跨欄 殿軍 中二望 林祖亨 
男子乙組 4X400M 冠軍 中三信 利嘉浩、中三望 李兆基 

中四信 范里奧、中四愛 李俊陞 
男子乙組團體 亞軍 乙組田徑隊 
男子團體 殿軍 田徑隊 
中學校際越野比賽(第四區) 季軍 中五望 黃嘉希 

9 

東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8/19 
男子 D 組 100m 季軍 中四愛 廖正熹 
男子 D 組 200m  冠軍 中三信 利嘉浩 
男子 D 組 100m 跨欄 冠軍 中四愛 張日朗 
男子公開組 5000m  季軍 中五望 黃嘉希 
男子公開組 1500m  季軍 中二愛 鄭逸軒 
男子 D 組 4X400m  亞軍 中二愛 鄭逸軒、中三信 利嘉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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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望 李兆基、中四愛 李俊陞 
中四望 杜之淳 

女子 D 組 4X100m 亞軍 
中一愛 蔡依霖、中一愛 陳瑩 
中一望 李嘉儀、中二愛 李家雯 
中二愛 呂瑋桐 

男子 C 組鉛球 季軍 中六信 陳用灝 
女子 C 組鉛球 季軍 中四望 劉翹慧 
女子 D 組鉛球 季軍 中一望 洪境瀅 

10 伊斯蘭脫維善紀念中學周
年陸運會友校接力邀請賽 亞軍 中四信 范里奧、中四愛 廖正熹 

中四愛 張日朗、中四愛 吳宇軒 
11 聖芳濟書院周年水運會友

校接力邀請賽 亞軍 中二望 岑家謙、中四望 盧宜謙 
中四望 杜之淳、中五望 黃嘉希 

12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中學校際游泳比賽 (港島區 -第三組 ) 
男子甲組 200 米個人四式  亞軍  中五望黃嘉希  
男子甲組 200 米自由泳  殿軍  中五望黃嘉希  
男子乙組 50 米背泳  殿軍 中四望 杜之淳 

13 
聖公會呂明才中學第四
十一屆周年水運會友校
接力邀請賽 4 X 50 米
自由式接力賽  

季軍 中二望 岑家謙、中四望 杜之淳 
中四望 盧宜謙、中五望 黃嘉希 

 
( iv)  藝術範嚋  

 活動獎項  學生班別和姓名  

1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舞台效果獎 中二愛 蔡丞熙、中五望 程彥璋 
中五望 陳俊滔、中五愛 黎卓霖 

傑出合作獎 
中一愛 曾婉翹、中一愛 張家敏 
中二望 岑家謙、中二望 楊凱瑩 
中二愛 蔡丞熙、中三望 黃家信 
中五信 陳曆弘、中五望 程彥璋、中
五望 陳俊滔、中五愛 黎卓霖 

2 華夏兒藝全國少年兒
童美術書法攝影大賽 

美術一等獎  
中二望 鍾卓言、中二愛 洪銘奕 
中二愛 呂文竣、中三信 孫穎杏 
中三信 黃釋函、中三望 洪欣宜 
中四信 陳淳淳、中四信 王達文 
中四望 陳梓鈺、中六愛 劉旨譽 

美術二等  

中二信 賈思危、中二信 鄺曉穎 
中二信 林靜宜、中二信 王丹尼 
中二望 胡峻達、中二望 林浩正 
中二望 莫孝揚、中二愛 李沛漩 
中二愛 黃迦寶、中二愛 余世喜 
中三信 譚燕臻、中三望 洪詩穎 
中四信 陳佳佳、中四望 陳樂儀 
中四望 黃晞桐 

美術三等獎  
中二信 梁嘉桓、中二信 盧卓謙 
中二信 柏廸  、中二望 郭嘉豪 
中二望 林祖亨、中二望 岑家謙 
中二望 楊凱瑩、中二望 游峻榮 
中二望 劉好  、中二望 司徒昀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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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望 葉晉言、中三望 喬科斯 
中三愛 陳國森、中三愛 陳柏如 
中三愛 陳怡君、中三愛 朱浩廷 
中三愛 徐承杰、中三愛 鍾智博 
中三愛 何洛圖、中三愛 關嘉聰 
中三愛 關雪盈、中三愛 梁錦泉 
中三愛 梁錦濤、中三愛 譚雋瀧 
中三愛 譚宇晴、中三愛 田滙豐  
中四信 李俊豪、中四望 陳昊恒 
中四望 鄭碧瑤、中四望 朱煒樂 
中四望 楊珮琪、中四愛 黃子聰 

3 新春兒童繪畫比賽(高
級組) 

亞軍 中三信 孫穎杏 
季軍 中一望 陳樂琳 

4 四旬 2019 愛心攝影比
賽 季軍 中四望 鄭碧瑤、中五望 王梓希 

5 
2018-19 精神健康月 :
「Smart 心活˙智分享」
短片比賽 學校組 

亞軍 

中二望 游峻榮、中二望 楊凱瑩 
中二望 郭嘉豪、中二望 佘嘉俊 
中二望 劉俊禧、中二望 林浩正 
中二望 胡峻達、中二望 莊正維 
中二望 鍾卓言、中二望 岑家謙 
中二望 吳冠稷、中二望 劉好 

 
(v)  服務及其它  

 活動獎項  學生班別和姓名  
1 天主教四旬期運動 2019

四旬愛心奬勵計劃 四旬  
德奬狀 聖貞德中學中一至中五級學生  

2 香港學界「新力量」魔

術比賽 2019 自選項目 金奬 中五信 歐陽子維 
3 香港學界「新力量」魔

術比賽 2019 指定項目 A
級 

金奬 中五信 歐陽子維 
4 香港學界「新力量」魔

術比賽 2019 指定項目 B
級 

金奬 中五信 歐陽子維 
5 香港學界「新力量」魔

術比賽 2019 全場全能 金奬 中五信 歐陽子維 
6 2018 港島區校際桌遊 個人全埸總冠軍 2 FA Sanchez Mistral Johann 
7 公益少年團優秀團員

選舉 優秀團員 中四信 林志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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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務報告  
財政報告 (2018-2019) 

   收入 $   支出 $  
I. 政府撥款   
(1) 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 基線指標 1,569,312.06 1,599,298.24 

小結:   1,569,312.06 1,599,298.24 
(2) 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 為特定學校而

設的津貼 
  

行政津貼 3,641,474.98 2,655,288.70 
資訊科技津貼 432,514.00 295,420.35 
學校發展津貼 478,082.00 343,169.37 
為學校取錄新來港兒童而提供的校本支援

計劃津貼 
11,384.00 8,645.80 

小結:   4,563,454.08 3,302,524.22 
     

II. 學校津貼(一般津貼)   
堂費 88,230.10 113,083.86 
具特定目標的收費(空調電費) 104,369.00 102,520.00 

小結:   192,599.10 215,603.86 
    總結: 6,325,365.24 5,117,426.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