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聖貞德中學 

學校報告  

 

2014-2015 年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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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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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時本校設有二十三班，中一及中二設三班，中三至中五設四班，中六設五班，

中一至中六只收男生，高中同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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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設有十二個專責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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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教育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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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推廣委員會和聖貞德校園電視台廣播委員會管理。校長

聯同十二個專責委員會的負責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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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同學在不同領域中成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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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學校管理委員會 

 

2014-2015 法團校董會成員 

金東周神父 校監及法團校董會主席 

黃淑儀校長 辦學團體委任校董 

陳乃國博士                辦學團體委任校董 

陳懷明女士 辦學團體委任校董 

蕭思銓校長 辦學團體委任校董 

劉業民先生 辦學團體委任校董 

劉令茵律師 辦學團體委任校董 

伍少珊校長 辦學團體委任校董(替代) 

林澔基老師 教師校董 

廖志成副校長 教師校董(替代) 

陳康偉先生 家長校董 

羅世傑醫生  校友校董 

黃慧珍校長                 校長 

 

 

校董會持分者類別 

 2012-2013 2013-2014 2014-2015 

辦學團體代表 3 4 8 

校長 1 1 1 

家長的數目 1 1 1 

校友的數目 1 1 1 

獨立人士的數目 1 1 - 

教師的數目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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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組織 

學生人數 

級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總數 

班數 3 3 4 4 4 5 23 

 

學生人數 

級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總數 

男生人數 55 71 100 97 99 137 559 

女生人數 0 0 0 0 0 0 0 

學生總數 55 71 100 97 99 137 559 

 

各級別學生出席率 

 

 

實際上課日數 

整學年正常課堂上課的日數 

年級 12/13 13/14 14/15 

中一 178 179 163 

中二 178 179 163 

中三 178 179 163 

 

 

學年內退學學生百分比 

 12/13 13/14 14/15 

退學學生百分比 4.68 2.7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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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在下列出路類別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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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共有 1 位校長及 57 名教師，均具專業教師資格，教學熱誠，經驗豐富，

對學生循循善誘，因材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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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3 13-14 14-15 

已接受專業訓練的教師 100.0% 100.0% 100.0% 
 

 

 

 

4. 已接受本科訓練的三個核心科目教師 

201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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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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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師資訊科技能力水平百分比

 

 

 

教師持續專業發展 

1.  參與持續專業發展的平均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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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學人員在持續專業發展的平均支出 

 

 

3.  教師對專業發展及考績的意見 

本校向全體教師進行持分者問卷調查，有關教師對專業發展及考績的意見，平均

分數如下：     （1 分 = 非常不同意，5 分 = 非常同意） 

 

 

 

教師離職率 

 12-13 13-14 14-15 

離職教師人數 5 5 4 

離職教師百分比 7.58% 8.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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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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十一個內置空調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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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理實驗室、化學實驗室、生物及綜合科學實驗室等。另外，本校設有一個電腦室、

一個多媒體教學中心及一個校園電視製作中心，以助推行資訊科技教育，提高同

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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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球場和雨天

操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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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絡服務供同學使用，為同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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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迎接新高中學制來臨，

零九年七月把原有的設計與科技室改建為演講廳及多用途室以供同學上課及討

論。以上設施啟用後，老師可進一步善用教學資源，提供優質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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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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一至中三 中四至中六 

宗教教育 * * 
中國語文 * * 
英國語文 * * 
普通話 *  
數學 * * 
通識 *(中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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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與公共事務 *(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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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科學 *  
物理  選修科目 
化學  選修科目 
生物  選修科目 
體育 * * 
視覺藝術 *  
音樂 * 選修科目 
情意教育/生活教育/公民教育其他學習經歷 * * 

 

八個學習領域的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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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從學校圖書館借用閱讀資料的頻次 

中一至中三級 

 

 

中四至中五級 

 

 

 

學生每年從學校圖書館借用閱讀資料的平均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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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科測驗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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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  

 

在公開考試方面，經各師生共同努力下，成績持續進步。其中中文科及數學科於

全港性系統評估表現錄得百分之二十進步。而於香港中學文憑試中，多個科目持

續進步，並有增值表現，學生除於聯招中取得本地大學學位取錄人數持續上升

外，其他升學出路較以往更多元化。 

 

 

2014-2015 年度中三級同學體適能項目計分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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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關注事項與成果 

 

2014 — 2015 關 注 事 項 

 

關注事項一  學與教 

    促進學生學習效能 

 

關注事項二  學生培育  

    透過生涯規劃，裝備學生面對升學及就業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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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 

 
1. 從檢視各科進度表、觀課及課業評鑑顯示，見各科配合關注事項，盡力而為，

落實推行「策劃、推行、評鑑」的循環過程 ，自我完善，協助同學於初中打

穩基礎，於高中公開試爭取進步表現。另各學科透過課程設計、教學法及有

效評估以達因材施教，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已起步，發展方向正確，可持續

發展。 

 

2. 本年度學校參與教育局舉辦的「全校參與照顧學習差異計劃」，於初中中文、

英文及數學科作試點，於相關導師指導下引入多元化的教學法，科本發展受

益之餘，於分享會中亦令其他科目借鑒。因此，引入外援指導，加強各學習

領域橫向交流，營造更多專業對話機會；建立共享文化，這是提升校能的好

方法。 

 

3. 我們於中一級及中二級推行網上家課冊系統及家長 eAPP 服務手機短訊服

務，效果甚佳，加強家校更緊密的合作。繼學校開展了「平板電腦互動學習

計劃」，於圖書館建立了 iPad Learning Center。配合 AppleTV 和 Wi-Fi 設備，

師生可在全無線的環境下進行互動多媒體學習外，我們亦與教育局資訊科技

教育卓越中心合作，舉辦應用 iPad 於戶外考察之活動，於中六地理科實踐，

效果亦佳。我校推行及使用 iPad 及學習平台進行學與教的成效甚獲教育局

的肯定，並邀請多位老師作資訊科技教育電子學習的分享，把我校起動應用

移動學習的成功經驗與同工交流。 

 

 

 

 

 

 

 

 

 

關注事項一 學與教 

促進學生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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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二 學生培育 

透過生涯規劃，裝備學生面對升學及就業的挑戰 

 

 
成就 

 

1. 我們先後以「信、望、愛、義、智、勇」作為培育學生成長的重點，本年的

培育主題為「信」，自開學以來，透過不同培育活動幫助同學認識「活出信

念」的重要及意義，藉著老師在課堂、早會就時事及主題分享，並配合各項

活動，携手將訊息帶出，效果顯著。我們期盼學生能具備這六個美德，能以

「貞德文化」在身、心、靈三方面，面對生命的挑戰。 

 

2. 本校與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利部合作，推行由優質教育基金贊助「生

命起動：中學生生涯規劃支援計劃」，各級同學受惠，成效顯著。另外，我

們善用教育局的生涯規劃津貼，加強同學認識職業世界及升學路向，積極增

加參觀次數及種類，並推行「實踐理想」計劃，讓學生透過「其他學習經歷」

課堂，報讀不同與職業相關的課程及考取社會認可的資歷，從而更能清楚自

己的興趣，規劃人生。此外，學校亦舉辦不同類型的領袖訓練活動，提升學

生領袖才能、自律和自我管理能力，為未來面對的挑戰作好準備。 

 

3. 為協助學生認識社區，加強與社會不同人士的溝通，今年我校繼續參與 2014

年明愛賣物會。這活動不單能凝聚同學，提供共同合作的機會，亦加強了同

學與社區之間的連繫。另外我們亦於觀塘 apm 商場舉辦「要咩有咩」年宵攤

位，訓練同學營商理念，提供平台，學以致用，豐富實戰經驗，參與的師生

一致認同，這是一個寶貴的其他學習經歷。 

 

4. 為配合學校落實「班級經營」計劃，本年度我們繼續籌辦「班級盃」，透過

組織不同類型的班際比賽和活動，加强班主任與同學的默契，提升同學的班

級歸屬感和團隊精神。此外，我們亦引進了各式各樣的技能或証書課程，積

極鼓勵同學參與，使同學能在學術和活動上有均衡的發展，效果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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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聯 繫  

學校與家長的聯繫 

本校家長教師會已成立四十四年。本年度主席是趙玉潔女士，會內共有家校委員

11人，相互合作，推廣會務，定期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如周年會員大會暨選舉、

初中家長同樂日、親子旅行、親子講座及工作坊等。每年出版家長教師會會訊，

報告會務。 

本校家長教師會設有「SJA家長義工隊」，定期舉行活動，加強家長間之聯繫。各

委員及義工家長踴躍參與校內活動如陸運會、畢業典禮、感恩日、推展閱讀活動

及擔任親子閱讀報告及好書分享比賽評判；更參與歡送畢業同學活動及協助學校

帶領同學參加朗誦比賽和校外參觀等。 

在參與校政方面，本年度家長教師會提名陳康偉先生出任二零一四至二零一六年

度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並選出幹事擔任學校事務顧問，提供寶貴意見。學校除

有家長教師會加强學校與家長的聯繫外，亦定期透過不同的渠道：學校網頁、短

訊速遞、舉行家長日、印製家長手冊、學校通訊、校刊等，讓家長瞭解子女的學

校生活。 

 

學校與校友的聯繫 

本校舊生會成立至今超過三十年。二零一五至二零一七年度，由鄧紹佳先生出任

會長，在各幹事積極推動下，除每月定期聚會外，還舉辦多項聯誼活動，充分發

揮會旨，團結校友，增進友誼和維繫眾校友關愛母校。此外，一些熱心的校友更

支持學校舉辦「亦師亦友計劃」，成為參與的中五及中六同學的導師及好友，擴

闊同學的人際網絡，為他們日後升學與就業做好準備。在參與校政方面，舊生會

推選羅世傑醫生出任二零一五至二零一六年度法團校董會校友校董，盡心回饋母

校。 

 

學校與社區的聯繫 

本校與鄰近社區有緊密聯繫，二零一四至二零一五年度曾與救世軍青少年綜合服

務 (柴灣中心)、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少年中心 (康怡會所)、樂群社會服務處、長者

安居協會、香港明愛社區書院、大坑青年中心、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及香港基督

教服務處北角樂 Teen 會等組織，協辦多項活動，讓同學透過領袖訓練工作坊、

社會服務推廣計劃、義工訓練計劃及交流活動等，充實自我，增廣見聞，發揮領

導才能及回饋社群。本校亦積極參與聯校活動如：聯校舞會、聯校辯論比賽及區

本領袖訓練活動。本校家長教師會也積極參加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之活動，如家

長進修學堂及第一屆香港東區家長教師會選舉。本校家長教師會更積極參加東區

家長教師聯會，與區內學校及家長保持聯繫，交流心得，協力同心培育學生。此

外，我校的流行歌曲樂隊於多個社區公開演出，表現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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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年度獎學金  

 

尤德爵士紀念獎學金 

中六信 陳健照 

祈良神父教育基金獎學金 

中五信 林卓希 

羅氏慈善基金高中應用學習獎學金 

中六義 湛家坤 

香港天主教教區宗教教育獎 

中五望 曾諾言 

中五愛 麥浩軒 

2013-2014 年度本校獎學金 

宗教科 

中一義 賴沐俊 

中二信 李家宇 

中三信 邵嘉俊 

語文科 

中一信 陳曆弘 

中二信 李家宇 

中三信 梁銘然 

數理科 

中一義 賴沐俊 

中二愛 何偉綸 

中三義 施日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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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科 

中一信 麥焯僑 

中二望 羅英雄 

中三義 李浩峰 

人文學科 

中一信 黃錦珅 

中二信 李家宇 

中三信 梁銘然 

學業最佳表現獎 

中一義 賴沐俊 

中二信 李家宇 

中三信 梁銘然 

中四望 陳智強 

中五信 陳健照 

  

二零一四至二零一五年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學校最佳服務表現獎 

中五信 

中五望 

中六望 

梁錦豪 

鄧栢聰 

梁卓裕 

課外活動最佳表現獎 

中五信 

中五信 

中五望 

郭揚強 

余子誠 

曾諾言 

 



20 

體育運動最佳表現獎 

中六望 王凌峰 

  

S.J.A.S. Past Students’ Association Past Presidents’ Awards 2013-2014 

Mr. Tom Chan Award in Chinese Language 

中五信 彭健淮 

Dr. Michael Tsui Award in English Language 

中五信 棖 燊 

Mr. Kenny Tam Award in Mathematics 

中五信 蔡銘洋 

Dr. Samuel Leung Award in Liberal Studies 

中五望 蔡振興 

Mr. Mak Chai Kwong Award in History 

中五信 王嘉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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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課外活動得獎紀錄 

香港天主教教區中學教育委員會2014-2015年度 

塔冷通福傳佈道會 

劇目: 沿途有祢 2.0 
冠軍 聖貞德中學天主教同學會 

 

66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Competition 

Prose Reading Solo 1st Runner-Up 4 Hope Dexter Cheng Kwan Lai 

Solo Verse Speaking 1st Runner-Up 4 Faith Leung Ming Yin 

 2nd Runner-Up 4 Hope Dexter Cheng Kwan Lai 

 2nd Runner-Up 1 Faith Quirod Daevin Mark 

 Merit 1 Faith Chan Ka Kei 

  1 Faith Chan Ki Yin 

  1 Faith Ching Yin Cheung 

  1 Faith Fu Wang Yat 

  1 Faith Gurung Roshan 

  1 Faith Kwok Tin Hang 

  1 Faith Li Ho Nam 

  1 Faith Luk King Yan 

  1 Faith Mok Kwan Kit 

  1 Faith Riane Iverson Lopez 

  1 Faith Wong Tsz Hei Adrain 

  1 Hope Fan Siu Wang 

  1 Hope Hau Jeremy Sean Hei Wai 

  2 Faith Chan Lik Wang 

  2 Faith Cheng Chun Ngai 

  2 Faith Ho King Wan 

  2 Faith Lui Hung Kit 

  2 Faith Mak Cheuk Kiu 

  2 Faith Yeng Gaston 

  2 Hope Wong Hin Chung Brendan 

  2 Charity Mak Sai Chu 

  2 Charity Wong Wai Shun Wilson 

    



22 

  2 Charity Woo Cheong Wa 

  2 Justice Lai Muk Chun 

  3 Faith Chan Wai Ki 

  3 Faith Chung Siu Fu Calvin 

  3 Hope Lee Fuk Chun 

  4 Hope Tam Chun Cheung 

  4 Charity Chan Siu Tung 

  4 Justice So Yu Chit 

  5 Faith Yu Chi Shing 

Solo Verse Speaking Proficiency 1 Faith Chan Chak Hin Chris 

  1 Faith Chan Hin Kai 

  1 Faith Cheng Sze Yuen Marcus 

  1 Faith Wong Ming Hei 

  1 Faith Wong Yu Cheung 

  1 Hope Chan Tsun To 

  2 Justice Chu Jen Hin 

  3 Faith Leung Wai Choi 

  4 Faith Lo Sum 

Public Speaking Solo Merit 1 Hope Ng Tsz Yui 

  6 Faith Chiang Man Kit 

  6 Hope Fung Ho Wai 

Public Speaking Proficiency 4 Hope Chang Tik Man Leon 

  4 Hope Yuen Pak Kit Tiger 

 

 

第六十六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四級男子粵語詩詞獨誦 良好 中四望 劉晉培 

 優良 中五望 鄧栢聰 

中五級男子普通話散文獨誦 優良 中五義 柯嵩霖 

中五級男子天主教經文朗誦 優良 中五望 鄧栢聰 

 

 



23 

Harvard Book Prize 2015 

 

Runner-up Certificate 5 Faith Dy Chun Wah 

  5 Faith Lau Ka Kit 

Winner Certificate 5 Faith Chan Yiu Bin Sebastian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Secondary Schoo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Competition 

 

Mathematics Credit 6 Faith Li Norman 

 

第六屆全港中學中國歷史研習獎勵計劃 

 

高級組 二等獎 中六望 林皓生 

高級組 三等獎 中六信 彭健淮 

 

港島及九龍地域中學分會 中學校際田徑錦標賽(第三組，第四區) 

 

男子團體 全場亞軍 聖貞德中學田徑隊 

   

男子甲組團體  亞軍 聖貞德中學甲組田徑隊 

男子甲組 110 米跨欄 殿軍 中五義 柯嵩霖 

男子甲組 1500 米 季軍 中五義 李浚晞 

男子甲組 5000 米 季軍 中五義 李浚晞 

男子甲組鐵餅 冠軍 中五愛 甘俊毅 

男子甲組標槍 季軍 中六望 陳誌浩 

男子甲組 4100 米接力 季軍 中五信 郭揚強 

  中五望 麥煒豪 

  中五愛 林志威 

  中六望 羅程昊 

    

男子乙組標槍 冠軍 中四信 陳昭煒 

 季軍 中四望 施駿龍 

    

男子丙組團體 殿軍 聖貞德中學丙組田徑隊 

男子丙組 200 米 冠軍 中二信 鄭俊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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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丙組 800 米 亞軍 中一信 黃嘉希 

男子丙組 1500 米 亞軍 中一信 黃嘉希 

男子丙組 4400 米接力 亞軍 中一信 黃嘉希 

  中一愛 植朗亭 

  中二信 鄭俊毅 

  中二望 王浩禮 

東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4/15 

 

男子公開組 4400 米接力 季軍 中四望 曾獻梓 

  中四義 招智洋 

  中四義 周俊傑 

  中六愛 梁和興 

男子 C 組 200 米 季軍 中六望 羅程昊 

男子 C 組跳遠 亞軍 中五義 柯嵩霖 

男子 C 組鐵餅 亞軍 中六望 陳誌浩 

男子 C 組 4400 米接力 季軍 中五信 郭揚強 

  中五望 麥煒豪 

  中五愛 林志威 

  中五義 柯嵩霖 

  中六望 羅程昊 

男子 D 組鐵餅 季軍 中三望 游栢灝 

 

伊斯蘭脫維善紀念中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4100 米接力 冠軍 中四信 邵嘉俊 

  中五信 郭揚強 

  中五愛 林志威 

  中五義 柯嵩霖 

 

聖芳濟書院四十八屆周年陸運會友校接力邀請賽 

 

4100 米接力 季軍 中五信 郭揚強 

  中五愛 林志威 

  中五義 柯嵩霖 

  中六望 羅程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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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校際越野錦標賽第三組 (第二區) 

 

男子組團體 全場殿軍 聖貞德中學越野隊 

男子甲組團體 冠軍 聖貞德中學甲組越野隊 

男子甲組 季軍 中五信 李浚晞 

男子丙組 季軍 中一信 黃嘉希 

 

香港全能運動學會 斜路王 2014 

 

斜路王 (第一站) 男子青少年組 冠軍 中四義 招智洋 

斜路王 (第二站) 男子青少年組 冠軍 中四義 招智洋 

斜路王 (第三站) 男子青少年組 冠軍 中四義 招智洋 

 

中學校際游泳錦標賽 – 第三組別(香港區) 

 

男子甲組 200 米自由泳 亞軍 中四信 葉季泉 

男子甲組 200 米蛙泳 季軍 中四信 葉季泉 

男子甲組 100 米背泳 殿軍 中五義 王俊震 

男子丙組 200 米個人四式 殿軍 中一信 黃嘉希 

 

聖公會呂明才中學周年水運會友校接力賽 

 

450 米自由泳接力 亞軍 中四信 張灝然 

  中四信 葉季泉 

  中三信 何銘晉 

  中三信 蔡君灝 

 

蕭明會長紀念盃滅罪籃球比賽 

 

男子組 殿軍 聖貞德中學籃球隊 

 

中學校際足球錦標賽(港島區) – 第三組 

 

男子團體 殿軍 聖貞德中學足球隊 

男子丙組 冠軍 聖貞德中學丙組足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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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中六信 王凌峰 

 

 

第十三屆香港國際武術節 

 

雙節棍自創套路 冠軍 中一望 吳梓謙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銀章級 中六信 鍾旻洸 

 

公益少年團 

 

 最優秀團員 中五信 李振華 

 

第十四屆「星星河」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大賽 

 

 美術一等獎 中三望 盧煒然 

  中四信 洪嘉希 

  中四望 胡澤鍵 

  中四義 陳耀斌 

    

 美術二等獎 中二信 麥焯僑 

  中二愛 勞念庭 

  中三義 陸馬榮 

  中四信 劉銘言 

  中四信 李浩峰 

  中四信 邵嘉俊 

  中四信 袁銘澤 

  中四望 曾獻梓 

  中六信 蘇洛文 

  中六望 王凌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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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術三等獎 中二信 鄭俊毅 

  中三望 李福駿 

  中四信 陳昭煒 

  中四信 鄭業滿 

  中四愛 林浩晉 

  中四愛 吳梓楓 

  中四望 何海壽 

  中五信 張嘉宇 

  中五信 林卓希 

  中五信 黃德鐮 

  中五義 高庭軒 

  中五義 馬雋騫 

  中五義 伍冠匡 

  中六義 陳政灝 

    

 美術優秀獎 中二信 陳承裕 

  中二信 呂鴻杰 

  中二愛 劉旨譽 

  中三愛 梁錫堯 

  中三愛 邵炳森 

  中三義 盧柏熹 

  中三義 吳龍清 

  中四信 許國楝 

  中四愛 何岳熹 

  中四愛 徐明駿 

  中四望 莊正豪 

  中四望 李昱平 

  中四望 楊曜聰 

  中五信 劉嘉傑 

  中五愛 林澤鴻 

  中五愛 楊鎧愿 

  中五望 麥煒豪 

  中五望 黃兆璋 

  中五義 謝天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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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會千人畫馬創紀錄 

 

 刷新健力士世界紀錄 中一愛 蔡騰樂 

  中一愛 崔子軒 

  中一愛 許錫佳 

  中一愛 温承軒 

  中二信 陳曆弘 

  中二信 鄭俊毅 

  中二信 何景雲 

  中二信 呂鴻杰 

  中二信 麥焯僑 

  中二信 黃錦珅 

  中二信 邢珈軒 

  中二愛 劉旨譽 

  中二愛 麥世柱 

  中二愛 施浩錕 

  中三信 梁煒材 

  中三望 羅英雄 

  中三愛 邵炳森 

  中五信 劉嘉傑 

  中五望 蘇俊晞 

  中五愛 林澤鴻 

  中五愛 湯旻昊 

  中五義 謝天御 

 

 

新春兒童繪畫比賽 

 

高級組 冠軍 中二信 麥焯僑 

 優異獎 中一愛 崔子軒 

  中二愛 麥世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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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天主教教區中學 - 科技教育委員會 

 

SCRATCH 

程式設計比賽 2014  
季軍 中四信 邵嘉俊 

  中四信 劉銘言 

  中四望 霍嘉良 

    

「民間‧港‧故事」 中學生創業比賽 

 

最高銷售額 大獎 中六信 朱雋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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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報告 (2014-2015) 

   收入 $   支出 $  

1.     政府撥款     

 (1)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甲)一般範疇     

行政津貼(包括額外文員) 3,677,135.00 2,950,385.01 

學校及班級津貼 

 日常運作開支(包括雜用開支、清潔費、郵費、交
通費、印刷費、消耗品、維修保養費用等)  

 科目及委員會開支 

718,719.08 1,289,994.63 

綜合科目津貼 144,225.16 42,961.75 

校本管理補充津貼 157,795.00 142,099.60 

其他津貼(包括訓練及發展津貼、增補津貼、升降機
保養津貼等) 

133,368.00 114,750.00 

資訊科技津貼 430,178.00 393,535.90 

小結:  5,261,420.24 4,933,726.89 

   (乙) 特別範疇   

   校本輔導訓育計劃經費津貼 566,620.00 555,684.04 

創造空間津貼 4,841.00 4,841.00 

小結:  571,461.00 560,525.04 

 (2)非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家具及設備津貼  407,169.00 238,390.00 

提升網上校管系統一筆過津貼 0.00 48,900.00 

中學學習支援津貼 754,000.00 749,512.80 

多元學者津貼-應用學習課程 247,572.00 296,450.00 

多元學者津貼-其他課程 53,240.00 60,240.00 

小數位職位現金津貼 474,835.50 254,330.44 

額外高中課程支援津貼 250,000.00 0.00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支援津貼 0.00 0.00 

高中課程支援津貼 715,601.00 843,842.53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現金津貼 81,000.00 75,071.00 

生涯規劃津貼 517,620.00 457,030.65 

小結:   3,501,037.50 3,023,767.42 

II. 學校津貼(一般津貼)     

堂費 585,406.30 365,618.45 

具特定目標的收費(空調電費) 191,914.50 406,376.00 

小結:   777,320.80 771,994.45 

   

總結: 10,111,239.54 9,290,01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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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望 

 

感謝天主帶領我們順利成立法團校董會，於學與教及學生培育上穩健發展，

並取得豐碩的成果。展望來年本校能善用優良的學習環境及人力與物力的資源，

把釐訂的關注事項順利推行，力求進步。 

 

一、 福傳方面：為使全體師生進一步認識天主，理解天主教教育的五個核心價

值：真理、公義、愛德、生命及家庭，我們以此作周年計劃的關注事項，

會循教學入手，並透過多元化的培育活動，增強校園的宗教氣氛及靈修培

育工作，深化師生信仰基礎，實踐福音精神。 

 

二、 學生培育方面：我們以信、望、愛、義、智、勇為培育方向，每年順序以

其中一項作培育主題。來年將聚焦於「望」，以「常懷希望」為主題，讓同

學於課堂內、外積極參與不同的活動，全面發揮多元潛能。此外，我們會

繼續推行「生命起動：中學生生涯規劃支援計劃」（優質教育基金項目），

好讓同學能按其能力與興趣盡早規劃人生，做個目標清晰的「貞德人」。 

 

三、 學與教方面：我們著力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做好課堂教學，優化學與教

策略，調適課程加強評鑑，促進同學持續學習及學業成就感。並加強科本

及跨科專業交流，彼此借鑒，提升教學效能。新學年我們會持續優化「閱

讀課」的規劃，及配合校情，調適各項校本高中措施及政策，制訂最有利

學生學習的整體策略。 

 

四、 資訊科技發展方面：學校成功申請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 — 加強學校

的無線網絡基礎設施。各科組將配合校內完善的無線網絡設施，使能善用

設備及電子平台，聚焦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 

 

五、 引入專業支援方面：新學年我們將與教育局合作，參與「中學校本課程發

展支援—全校參與照顧學生多樣性」及「語文教學支援服務—支援非華語

學生的中文學與教」，全面從課程建構、課業設計及評鑑方面相互協作交

流，加強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此外，我們會繼續與教區教育心理學家、

駐校社工、教育局、大專院校及各大專業團體保持緊密聯繫，加強合作；

並配合學校需要多舉辦有助教益的教職員專業發展活動，使學校與時並

進，成一學習型的社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