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貞德關注學生品德的培育與個人成
長，一方面透過推行天主教教育，讓學
生透過學習福音真理，促進個人修養與
靈育發展；另一方面透過建立 「貞德文
化」 ，為學生制訂個人成長和發展的目
標，配合精心設計的活動，使其身、
心、靈得到均衡發展。學校同時重視領
袖培訓，致力培養學生的領導才能，養
成領袖特質。
聖貞德中學校監金東周神父表示，天

主教教育的核心價值是 「生命」 、 「真
理」 、 「愛」 、 「家庭」 和 「公義」 。
他說： 「我們期望學生從認識生命開
始，了解生命的價值和意義，愛惜和管
理好自己的生命，繼而將愛推己及人，
愛朋友、愛家人，以至愛社會。懂得關愛之餘，還要具備尋求真理的智慧，慎思明
辨，秉持公義，服務社會，追求夢想。」

建立 「貞德文化」
學校為配合天主教教育的理念，建立了一套 「貞德文化」 。廖志成副校長表示，
「貞德文化」 是學校培育學生個人成長的發展綱領和方向，分別為 「信」 、
「望」 、 「愛」 、 「義」 、 「智」 和 「勇」 ，校方期望將有關價值傳授給學生，為
他們日後立身處世作準備。 「信」 是信心與信念； 「望」 是希望，學生不但常懷希
望，還要將希望帶給別人； 「愛」 是力行仁愛，關愛和服務他人； 「義」 是持守正
義； 「智」 是智慧，明辨是非； 「勇」 是擇善勇敢，敢於承擔。校方每年挑選其中

一個價值作為全年學生培育的主題，度身設計不同類型的學生成長活動，讓學生從活動中
培養和建立這些價值。近年，校方又嘗試在正規學術課程中滲入品德教育元素，從不同學

科悉心挑選合適教學單元或課題，向學生灌輸跟教
學內容相關的德育概念，潛而默化，培養他們積極
正面的價值觀。

重視領袖培訓
校方亦重視領袖培訓，學生由中一開始接受階段

性領袖訓練，學習與人溝通，團隊合作，同時培養
領袖才能。校方更積極與不同社區
組織和機構攜手合作，設計及推行
領袖培訓計劃。學生完成計劃可透
過有關機構，參與校外不同機構的
領袖培訓活動，接受進階訓練。到
了中三級，學生有機會嘗試擔任領
袖生，或參與協助籌組學生會及其
他學會，為同學和學校服務之餘，
發揮領導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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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火相傳薪火相傳 桃李滿門六十載桃李滿門六十載
繼往開來繼往開來 師生攜手建未來師生攜手建未來

聖貞德中學（下稱聖貞德）於1955年由一群天主教女青年，為紀念法國民族
女英雄聖女貞德愛國家愛民族的精神而創辦。該校以 「公民責任」 為校訓，致力
為學生提供優質全人教育，培養他們成為品學兼優，才德俱備的全才，將來貢獻
社會。今年是聖貞德創校六十周年紀念，該校發展昂然邁向新里程。

回顧聖貞德創校六十年的教育歷程，當中經歷幾許變遷。校監金東周神父表示，該校成立之初，校
址設於羅便臣道，辦學團體原屬意興辦一所女校，但由於當時中西區一帶缺乏男校，於是採納政府建
議，改辦男校。直至1986年，學校才由羅便臣道遷往寶馬山現址。聖貞德是傳統天主教男校，但本
着有教無類精神，學校曾錄取女生修讀預科。隨着近年社會變
遷和人口結構的改變，校方年前已開始研究轉為男女校，以回
應區內學童對教育的需求。經過廣泛諮詢，校方決定於2015年
轉為男女校，首學年錄取了八名中一女生。

不同活動慶祝鑽禧校慶
聖貞德中學校長鄭惠兒表示，轉制男女校是聖貞德創校六十

年來其中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標誌學校發展的新方向。校方為
慶祝鑽禧校慶，特別籌辦一系列慶祝活動，與學校各持份者同
慶六十周年大日子。慶祝活動早在去年已經展開，其中包括由
師生一同參演的英語音樂劇《若瑟的神奇彩衣》，以及師生、
家長和校友全力支持的步行籌款。焦點慶祝活動是將於今年12
月舉行的祈禱會、祝聖宗教室、校慶開放日和舊生晚宴。開放
日節目豐富精采，除了展示學生近年在學術和課外活動的成就
外，還有校友經典西瓜波大賽；緊接是明年3月的校慶音樂
會，校內管樂團將與舊生攜手演出，以悠揚音樂慶祝學校六十
周年的大日子；5月下旬將舉行聖貞德瞻禮暨鑽禧校慶閉幕
禮，舊生會亦假金鐘名都酒家舉行舊生晚宴，不同年代畢業舊
生聚首一堂，一起緬懷昔日校園生活點滴，同時為連串校慶活
動譜上圓滿句號。

▲校監金東周神父（右）與鄭惠兒校長喜
見聖貞德昂然邁向新里程

按學生學習興趣和需要因材施教
學生各有專長，學習興趣和需要各有不同。聖貞德尊重學生

的學習多樣性，近年積極在課程規劃方面加入校本元素，照顧
不同學生的學習需要之餘，亦提升教育質素，促進學與教的成
效，讓學生的學習潛能得以全面發揮。
蔡黎惠賢副校長表示，為照顧學生的學習多樣性，校方調適

初中級課程的內容，除了在每科選定必教的核心單元外，還劃
分不同程度延伸課程，因應學生的學習能力施教。考試測驗的
試題亦分為基本試題和程度較高的挑戰題，學生答對挑戰題獲
額外加分。為了鞏固學生學業基礎，課後設有功課輔導班和增
潤課程。教學模式方面，教師鼓勵學生先預習備課，上課時與
同學一起討論，透過提問引導學生思考，以助他們掌握學習要
點。校方亦鼓勵學生閱讀，培養閱讀風氣和習慣。

英文科加入戲劇元素
校方為提高學生學習英語的

興趣，近年嘗試在初中
英文科加入戲劇元素，
除在課堂上教授演戲技
巧外，還安排學生上台
演出。英文科主任何綺
雲老師表示，去年學校
籌辦一齣大型英語音樂
劇 《 若 瑟 的 神 奇 彩
衣》，台前幕後超過五
十名學生參演，多名教
師亦粉墨登場。由於反
應理想，校方現在籌辦
另一齣英語話劇《金銀
島》，將於明年5月及7月公演。為此，校方邀請校外專業劇
團合作，為學生提供戲劇訓練，期望以最佳表現呈獻給觀眾。

開辦文憑試音樂科課程
聖貞德相信學生有不同的潛能，故提供機會讓他們發揮所

長。該校不但是本港少數在高中級開辦文憑試音樂科課程的學
校，亦與多間學校合作，安排有志報讀文憑試音樂科課程的學
生到聖貞德上課。音樂科主任鄭加略老師指出，目前全港約有
二百多名學生報讀文憑試音樂課，其中十人在聖貞德上課。音
樂科課程除教授樂器演湊技巧外，還涵蓋作曲和音樂賞析，內
容全面。聖貞德學生在過去三屆中學文憑試音樂科考試均表現
出色，取得優異成績。

▲何綺雲老師（右）和鄭加略老師指
出，學校近年在課程方面加入不少校本
元素。

▶學生參演英語音樂
劇，表現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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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學習和成長路上難免遇到困難和挑戰，需要關懷與扶持。
聖貞德因應學生不同的需要度身設計一系列支援措施。為幫助中一
新生盡快適應校園生活，校方推出 「三人行必有我師」 計劃，由一
名資深教師帶領三名新生，透過定期會面，跟進他們在校內學習和
生活的情況，因應學生的需要給予輔導和支援。另外，學校亦設有
「伴你同行」 朋輩輔導計劃，安排高年級學長照顧中一新生，助其
解決適應校園生活所遇到的問題。
校方為配合於本學年首次錄取中一女生，在中一級推行雙班主任

制，每班最少有一名女教師擔任班主任，另安排女教師負責訓練及
輔導工作。學校亦錄取了多名非華語學生，蔡黎惠賢副校長指出，
為支援他們在學習中文時遇到困難，特別調適中文科課程，並接受
抽離教學，因材施教，助其打穩語文基礎；校方亦安排非華語學生
應考GCSE中文科公開試，以便他們日後選報大學聯招，繼續升
學。
聖貞德設有由熱心校友捐款成立，並以紀念創校校長蕭惠蓮而命

名的 「蕭惠蓮校長教育基金」 ，為遇上突發事故和緊急需要的學生
提供經濟支援，體現關愛精神。學校亦設有多個獎學金，資助學生
參與課外活動，發展潛能。

▶ 「三人行必有我師」 計劃，教師關
顧學生在校內學習和生活的情況。

◀學校今年錄取了八
名女生，校方為她們
提供特別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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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領袖訓練

▶校方透過天主
教教育培養學生
靈育發展

▲廖志成副校長（右）和蔡黎惠賢副校長指出
校方透過有系統訓練，培育學生全人發展。

聖貞德中學聖貞德中學6060周年校慶周年校慶

▲校外戲劇導師以生動
活潑方式教導學生演戲
技巧

校方提供機會 學生發揮潛能
鄭俊毅 運動健將
鄭俊毅是運動健將，自小熱愛踢足球，小學階段曾參加校外足球訓練。升讀聖貞德

後，獲選拔加入學校足球隊，接受更有系統的訓練，潛能進一步發揮。他說： 「校方
特別安排有曼聯足球學校教練資格的導師指導我們，重點加強技術和身體對抗性兩方
面的訓練，無論技術和體能均有明顯進步。」 唸中三的鄭俊毅現為足球隊隊長，過去
兩年帶領球隊在學界比賽有優秀表現，去年更奪得港島東區男子足球丙組冠軍。鄭俊
毅不但運動出色，在話劇演出方面亦具天份，早前他獲推薦參演英文音樂劇《約瑟的
神奇彩衣》。首次踏台板，在觀眾面前載歌載舞，鄭俊毅感覺新鮮，獲得好評，自信心亦增強不少。

鄧栢聰 熱愛話劇
唸中六的鄧柏聰熱愛話劇，中一開始入加學校話劇團，曾帶

領劇團在校際戲劇節取得 「整體表演獎」 ，自己亦勇奪 「傑出
演員」 殊榮。他指學校提供很多機會讓學生去嘗試，挑戰自
己。今年，學校籌辦英語音樂劇，鄧栢聰毛遂自薦擔任副導
演，希望體驗幕後製作的滋味。他表示： 「學校邀請了一名專
業戲劇導師擔任導演，從他身上學會很多幕後工作的心得，原
來製作一齣音樂劇比話劇需要兼顧的事情更多。除了台詞，還
有歌舞和動作。從事幕後工作，較在台前演出更有成功感。」
這次難忘體驗激發鄧栢聰立志中學畢業後升讀香港演藝學院，
朝幕後方向發展，將來成為導演或戲劇導師。

▲鄭俊毅（右）與鄧栢聰

六十周年校慶活動一覽

家校合作是培育學生成長的關鍵，聖貞德中學家長教師會透
過不同途徑，凝聚家長力量，與學校攜手共同關顧學生成長。
家教會主席趙女士指，家教會除定期招募家長義工協助和支援
學校舉辦的活動外，亦邀請名人及專家擔任嘉賓主持親子講
座，分享培育孩子的心得。另外，家教會亦設有獎學金資助學
生參與課外活動，如暑期海外交流、中二級領袖訓練營，讓學

生擴闊眼界，培養領袖才能。趙女士兒子黃
瀚霆當年因為參加學校舉辦的新西蘭交流
團，激發到海外升學的想法，在聖貞德完成
中三後赴笈英國升學。趙女士表示，兒子昔
日是聖貞德田徑隊成員，經常獲推薦參加校
外比賽，取得優異成績，體育潛能全面發
揮。聖貞德中學成立六十周年，身為家教會
主席，她期望學校繼續貫徹全人教育理念，
為社會培育更多優秀人才。

學校資料
名稱：聖貞德中學
學校類別：津貼男女校
辦學團體：天主教香港教區
校監：金東周神父
校長：鄭惠兒
電話：2578 5984
網址：www.sja.edu.hk
地址：香港北角寶馬山道55號

時間

2015年

12月11日

12月11及12日

12月12日

2016

2月

3月18日

4月

5月

5月27日

5月28日

活動

鑽禧校慶祈禱會

鑽禧校慶開放日

鑽禧校慶盃小學校際科學邀請賽

年宵攤位

鑽禧校慶音樂會

鑽禧校慶盃小學乒乓球邀請賽

鑽禧校慶盃小學五人足球邀請賽

聖貞德瞻禮暨鑽禧校慶閉幕禮

鑽禧校慶晚宴
地點：金鐘名都大酒樓

▲家教會主席
趙女士

家校合作 培育學生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