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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校 
 

辦學宗旨 

本校秉持基督的博愛精神，有教無類，因材施教。使學生通過認識自己及體驗現實的

生活，從而達成做人的使命；並在德、智、體、群、美和靈育得到均衡發展。  

  

基本資料 

本區 : 西貢區 

他區 : 黃大以區、觀塘區 

校監/ 校管會主席 : 狄和詩神父 

校長 : 梁鳳兒女士 (社會科學學士、教育碩士、學位教師教育文憑) 

學校類別 : 津貼 

學生性別 : 男女 

學校類別備註 : - 

學校佔地面積 : 4,628平方米 

辦學團體 : 聖母聖心會 

是否已成立法團校董會 是 

宗教 : 天主教 

創校年份 : 1950 

校訓 : 禮義廉恥 

全校學生人數 : 311 

家長教師會 : 有 

學生會 : 有 

舊生會 : 有 

是否接收中一自行分配申請 是 

中一入學及迎新活動 : 中一入學：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收生準則及比重：小五/小六上學期學業

成績 30%、小五/小六上學期操行成績 30%、校內及校外課外活動

及服務表現 20%、面試表現 20%。 

迎新活動： 

 

中一級成長計劃 

    中一級會以「紀律」為主題為學生提供全面的訓練。於暑假

期間，均為新生舉辦迎新活動及中一銜接課程，提供學科及體藝

活動，務使學生充實暑期及適應中學校園生活。除此之外，與校

外機構合辦「生命護航計劃」，提昇學生自信心及培養學生團隊

精神，更讓學生體現於團體生活中紀律的重要性。 

 

 

直達學校的公共交通工具 : 巴士：8A,98D,98C,297,290,290A,296M,298E,690,694, 

213M(往藍田地鐵站),792M,798,A29,E22A 

小巴：102,101M,11,11M,15,15A,16,102M,103,103M, 

108A,109M,113 

地鐵：坑口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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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教師 
 

每年均鼓勵老師配合學校的發展及需要持續進修，在不同的領域及範疇裝備自己，提升教學效能。 

 

學校秉持對每位學生個別關顧的信念，故本校老師積極參與「照顧有特殊學習需要」課程，並邀請教

育心理學家與老師進行工作坊。此外，學校每年均定期舉辦教師研習日、專業發展研討會，透過邀請

不同的教育專業人士主持講座；積極透過跨境交流活動、實時兩地公開課等活動，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在校內亦推行「同儕觀課計劃」，老師在本科和跨科進行互相觀課，以增強同工之間的專業交流。本

校亦設有教師資源室，讓老師能共享教學資源，並透過共同備課節，增加溝通的機會，凝聚互相協作

氣氛。 

 

為關注新老師的培育及成長，特別設有「新老師伙伴計劃」，由資深老師負責協助新入職老師適應教

學環境。 

 

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重點發展項目一：培養良好的學習風氣 

成就  

1. 照顧學習差異 

  本年度在中一至中三進行差異教學法，主要參與科目為中英數三主科及綜合科學，並配合本

年度的校外支援計劃，包括中大的知優致優計劃及優質學校改進計劃，提升教師照顧學生學習

的多樣性專業能力，根據校本問卷數據反映相關教學法及照顧學生差異的工作紙的設計能有效

地幫助學生學習及提升學生在學習上的信心，並較去年有所提升。 

  高中則於中四至中六級因應近年學生的能力進行課程調適。以提升弱勢學生的學習動機。學 

 校利用學校貣動計劃、課後支援、新來港學童英文支援學習以及Equal Opportunity 

Foundation 資金，為個別的高中學生進行個別的課後支援，發揮學生學習的自主性，以及令

學生的學習多樣性得到適切的照顧。 

  善用共同備課節設計照顧學習多樣性的工作紙，配合中大的知優致優計劃、優質學改進計劃 

推行同儕觀課，讓同科及同範疇的老師檢視課堂教學成效，促進老師反思，從而提升老師的專

業能力，由課堂的觀察及學生數據的反映，學生的學習動機及投入感均有所提升。 

 去年選出的11人精英組中，有9科取得100%的合格率，其中部份學生在中文、通識及化學取得

5或5*。 

 

2. 培養學生良好的學習習慣 

  本年度繼續優化功課政策，協助欠交功課的學生改善學習習慣，校本數據反映政策的成效較

去年改善，大部份初中學生認為有助其改善學習慣。 

  初中於暑假設立學業輔導班，協助學生檢視中英數學業上的弱項，並進行學業鞏固。讓其

在新學年有堅實的基礎展開學習。高中也設立暑期補課班，培養學生在學習上堅持不懈的精

神，讓學生善用暑期鞏固所學，以期在公開試取得佳績。 

 大部份學生均能善用星期五的延伸課自主學習時間，安排課外活動、進行自主學習。 

 

3. 提升學生運用語文的的信心和能力 

 配合本年度的遊學團，為學生提供真實的語境，讓學生活學活用英語。 

 於早會及午膳時間，著每位學生進行短講；推行 English Speaking Stage 及I can do it 計

劃協助學生練習日常生活中的英語會話，以提升學生運用英語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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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英語能力較高的學生提供機會，讓其參加英語辯論比賽，透過此類活動，讓學生提升自信

心及應用英語的機會 

 善用九倉學校貣動計劃的合作機構及其他校外資源，例如理工大學，為本校學生提供實用英

語拼音培訓，部份學生更參加服務學習，教導小學生學習英語拼音，從而建立學生應用英語

的信心。 

 為新來港的學童提供英語課程，以提升其英語基礎，讓其能早適應香港的英語課程的要求。 

 

4. 利用IT改善學與教 

 在電腦科及課後活動教導學生學習簡單的編碼技巧。 

 於中一至中三部份科目進行電子教學，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5. 鼓勵跨科合作，培養學生領導能力 

 籌辦「無盡可能…江啟明@鳴遠」大型畫展，讓學生擔當畫展籌委，規劃畫展工作日程，跟進

細節，提升與師生溝通及合作能力。 

 畫展主要由視藝科負責，如分類畫作，街景寫作，訓練學生導賞等；通識科帶領學生出外考

察江啟明先生畫作街景，通過訪談，了解社區發展。 

 語文科老師指導學生就街景進行寫作，從而提高語文能力。 

 導賞員接待社區居民、各區中小學參觀畫展，回饋社區，在服務中學習。 

 

反思  

1. 優化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 

i. 學生的差異日益擴大，需繼續優化課堂教學，善用學生的學習多樣性，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

機及學習的效能感。對於部份不適宜傳統學科的學生，無論是學業或是其他能力，需要個別

化的生涯規劃，協助學生策劃將來。 

ii. 為讓學生得到最佳的照顧，宜繼續引入外界資源以提升教師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配合校

內的學習圈子，推行共同備課、同儕觀課及分享成功教案，提升教師的專業能力。 

 

2. 透過改善學生的閱讀習慣及其他措施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 

i. 校本問卷反映午間閱讀措施有改善的空間，宜配合政府資源加強閱讀習慣的培養。 

ii. 中英能力無論在升學及就業均有著重要的角色，宜按學生能力設立語文能力的要求，並配合

適當的措施及資源讓學生達到預期的目標。 

 

3. 優化電子學習 

i. 在發展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同時，可透過電子及網上資源學習培養學自主學習的習慣，同時

發展教師利用流動設備推行電子學習，並將成功的教案向老師推介。 

ii. 發展網上學習平台，以培養學生應用為學習平台，培養其應用電子學習及與人協作的能力。 

 

4. 推行STEAM教學 

i. 透過政府的資源及本校現有的資源，建立本校的STEAM 基礎設施，並發展學生的計算思維、

與人溝通協作及探究的能力。 

ii. 透過課程整合及延伸課活動，發展STEAM 課程，讓有相關能力的學生得培養及發揮其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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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發展項目二：生涯規劃範疇 

成就 

1. 加強生涯規劃 

 

 本年度初中及高中的生涯規劃活動增加了不少，得力於生涯規劃撥款及 NGO 的協作。 

 在 3月的全校教育營活動中，邀請校外導師，為學生活動加強生涯規劃元素。 

 非牟利機構如港專等到校進行一連串的班本生涯規劃活動及參觀，推動學生的生涯發展。 

 學生對生涯規劃活動的回應是正面的。大部份參與的學生都認為活動對他們有幫助。 

 

2. 擴闊學生視野，訂立目標 

 

 在 2至 4月間安排約 150人次參加不同活動，擴闊視野及增加對不同行業的認識，資助有關

費用，例如門票、交通費等。活動計有：R2G東北地質深度遊、咖啡立体拉花班、西北大嶼深

度遊、灣仔地區文化保育、中環社區考察、參觀理工大學。 

 修讀旅待的中五級 20位學生於 4月參加澳門文化考察及探訪澳門旅遊學院，擴闊學生視野及

提升其繼續升學或就業的興趣。 

 為中一、中三及中六學生舉行了解性向測驗活動，使其在不同階段了解自身的性向發展及改

變。 

 於試後六、七月間安排學生參加一系列的生涯規劃活動，其中包括：寵物美容、美容行業、

急救、日本料理、專業甜品及 3D PRINT工作坊，以求擴闊視野 

 在復活節假期、期考後及暑假，不少學生參加試工計劃，初步接觸職場。 

 舉辦升學選科講座，加強學生對不同科目的認識，從而作出合適的選擇。 

 本年開設單簧館及薩克管班，並提供樂器讓學生借用，發展學生音樂方面的能力。 

 

 

3. 加強學生認識前路及裝備自己 

 

 本年度開辦中四學生應用學習課程：酒店服務及營運，共有 30位學生參加。課程由 9月開始

上課。是項課程共 180小時，有助不同能力的學生拓闊出路。 

 本年度中五應用學習課將於六月底前完成，約 17人完成課程。 

 餐桌禮儀班於 4月舉行，共有 30名學生參加，聘請導師教導學生餐桌禮儀，且邀請社會成功

人士到場與學生交流，藉此開拓學生的眼界。 

 校友講座對學生有鼓舞作用。 

 從活動的回應上，學生認為所舉辦的生涯規劃活動皆能協助他們了解更多的出路。有 70%或以

上的學生亦認為大部份活動(其中的 12個)都能夠帶給他們升學及就業資訊。有 80%的學生認

為這些活動能幫助他們裝備自己，以達成目標。 

 在生涯規劃的其中十五項活動中，學生皆相信活動有助他們的性向及能力上的認知。 

 

反思 

1. 學能與發展的配合 

 非牟利機構港專在民政署的撥款支援下，向我校提供不少活動上的支援。有需要維持協作關

係，發展學生的生涯規劃能力。 

 在生涯規劃撥款的資助下，不少科組都能加入生涯規劃元素，以配合學生的多元發展 

 初中生對生涯規劃的資訊需要產生認同感。在這方面是要以時間慢慢地做浸透的工作。 

 考慮升學台灣及內地的畢業生有增加的趨勢，而這方向亦符合本校學生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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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於弱勢學生的支持 

 若資源許可，可以小組形式對個別學生進行特別支援。 

 維持應用學習課程與學校時間表結合，以鼓勵更多學生修讀。 

 高中學生對於出路有莫大壓力，所以學校安排不同水平及要求的課程介紹，並安排報名機會，

使學生在畢業時不致茫然失措。 

 鼓勵學生提早申報一些在要求上他們有機會達到的課程。提早申請者會比較安心，減少過份

憂慮的情況發生。 

 

 

重點發展項目三：提升品德素質 

成就 

1. 本年度是 2015-2018三年發展計劃的第三年，以生命作為學年培育主題。 

2. 由教育局情意指標可見，本校整體有進步，在<成就感>、<滿足感>和<師生關係>三方面比全港

常模佳。 

3. 由教育局持分者問卷可見，全部指標上升，近半項目平均數高達 3.9-4.0，打破歷年記錄，其餘

均為歷年最高值。以下項目表現十分理想：學校積極培養良好品德、課外活動提供更多學習機

會、老師關心學生、同學尊敬老師、同學相處融洽、老師對學生有高期望。 

4. 校本問卷結果顯示，在 12項目中，4項的同意百分率高於 70%，7項高於 60%。學生在以下項目

感到本年有明顯改善：學校著重推行價值教育、參與服務學習活動、發揮才能的機會，領袖培

訓、投入校園生活、自律和自我管理。 

 

反思 

1. 本年的成長支援成果甚佳，惟須注意，中一的<機會>和中五的<負面情感>，兩者弱於香港常模，

再者，<學校對同學意見積極回應>一項稍弱。 

2. 本校提供大量的課外活動和培育計劃，惟部分學生在如何明智地自我管理方面尚需指導，以取

得平衡的學習生活。 

我們的學與教    
 

教學政策  
1. 課後延伸課 

i. 學校靈活運用教學資源，在星期一至四下午4:10至5時正增設課後延伸課，為中五中六級學生

準備公開試，訓練學生應試技巧。 

ii. 為尖子學生提供中英文的學習支援。 

iii. 成就：大部份學生認同延伸課能幫助他們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及對他們的學習有幫助，並認同

延伸課推動後，增加與老師接觸的機會，師生關係較也見親切融洽。 

 

2. 分組教學  

善用資源，為中英文公開試班提供分組教學，讓學生得到更多的照顧及指導。 

 

3. 小班教學  

i. 本校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提供按能力差異的分組小班教學，由於人數有規限，而學生能力相

近，老師可以設計合適之施教策略，通過較多的師生互動及生生互動模式，老師教得到，學生

學得到。  

ii. 推行差異教學法以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大部份學生反映有助改善學生的課堂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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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成就： 在小班教學的模式下，學生在課堂學習的專注表現有改善，而堂課也能均得適當的指

導，同時亦肯積極投入課堂。總體言之，學生的課堂學習表現令人滿意。 

4. 協作教學 

在初中個別班級之語文課，就著學生需要，安排協作老師與科任老師輪流主教，更好照顧學習

差異。協作教學過程中包括老師之間之共備，觀課及議課，確定教學難點，分解教學步驟，有

助學生學得更好，成績亦見進步。  
 

學校實際上課時數 
 

17-18學年實際上課日數(中一至中三) 175(天) 
 

八個學習領域的課時百分比  

 

 

 

 

 

 

 

 

 

 

 

 

 

 

 

 

 

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本年，本校從五個不同方向加強對學生成長的支援，包括： 

推動生命教育 

1. 與路德會社會服務處合作，獲得優質教育基金資助舉辦好心情計劃，以提升初中學生抗逆力，

增強正向生命能量為主題，活動內容包括：正向心理講座、小組聚會、體驗活動、義工活動、

家長及教師工作坊。 

2. 與雷賢達太太及警察彩虹義工隊合辦「狗狗伴我行」活動，讓學生學習與寵物相處並珍惜和

尊重生命。 

 

面對成長的挑戰 

1. 舉辦過來人分享、藥物教育、性教育工作坊等抗衡不良影響活動，裝備學生面對不同的困惑。 

2. 輔導組及班主任分級定期舉行關注會議，以討論個別學生情況，給予跟進和照顧。 

3. 繼續參與醫院管理局、教育局和社會福利署合辦之醫教社同心協作計劃(Student Mental 

Health Support Scheme) ，由輔導組、學生支援組、教育心理學家及駐學校社工聯同聯合

醫院護士及中大研究員共同為有需要的同學策劃全面關顧計劃(Care Plan) ，漸見成效。 

 

培養領袖潛質 

1. 全體初中學生均需參加制服團隊，共開設紅十字會少年團、民安隊少年團及海事青年團三隊

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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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與警察義工隊合辦伴你同盟之第一篇：步步為「型」活動。透過一連串的步操紀律和體能活

動、領導才能訓練等，讓學生從經驗中學習。 

3. 優化學生會及社際組織，讓學生透過策劃同樂日、不同類型的比賽等，從中訓練領導才能。 

 

拓寬視野，發揮才能 

1. 與海事青年團及教育局學校執行處合作全校推行香港青年獎勵計劃，已有 20多位初中同學

獲得銅章，有 7名高中學生參加銀章項目考試； 

2. 全體中三級學生參加多元智能挑戰計劃，除了五日四夜的訓練營，其後參與不同的服務學習

活動，以發揮他們的潛能。 

3. 積極鼓勵學生參與多個社區內外不同的活動或比賽，包括多項學界賽事、樂器及合唱團表演、

舞蹈表演、舞獅表演、青協長跑比賽和攤位活動等。 

4. 舉辦中一至中五級教育營、短期認知課程及急救課程，藉此培養學生求學的興趣及增加其個

人經歷。 

 

優化服務學習 

1. 校園小老師計劃：每周四天安排學生到景林天主教小學、安泰邨及將軍澳青年協會為小學生

補習，服務社群，同時增強了自信。 

2. 安排學生參與賣旗、擔任小學陸運會義工、參與新春社區攤位及小學喜樂活動日。而學生會

舉辦了便服日及新春滅貧利是等籌款活動。學生積極參與，十分投入，效果滿意。 

 

學生表現 
 

學生在學業的表現 

本年度共有 6科較去年進步，9科較去年退步。其中數學延伸二取得 100%。去年的選出的 11人

精英組中，有 9科取得 100%的合格率，其中部份學生在中文、通識及化學取得 5或 5*。 

學校繼續善用教學資源，在課後延伸時段為學生補課及投入資源，進行一對二的拔尖補底，讓學

生能更好地準備公開試。另外，學校重視學生的未來發展，將應用學習課程設在正規的上課時段供中

四學生選修，並在高中實用語文予學生選修，協助學生作好「生涯規劃」，為日後升學或就業作好準

備。 

 

學生在學業以外的表現   

(甲) 學生參與課外活動的情况：  

 

1. 全校推行義工服務學習，一同參與校內外服務和照顧弱勢社羣，培養學生同理心和營造學校 

   共融文化。我校學生總服務時數達 8500小時。 

2. 為培養學生正面積極的態度，學校十分鼓勵學生參與不同的校際比賽、社區比賽或交流活動 

   等。學生在各方面均表現理想，尤其戲劇比賽屢獲佳績。 

A. 羽毛球組男女子乙組獲學界十六強 

B. 戲劇組獲學校戲劇節整體演出獎、傑出男女演員獎、導演獎及劇本獎 

C. 第 46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季軍 

     D. 中英朗誦比賽獲多個優異及優良證書 

 

3. 配合新高中課程 

為豐富學生其他學習經歷，經常推薦學生外出受訓完成一些資歷或考取證書外，中四及中五

學生均參與多個不同的服務學習，如賣旗活動、老人探訪或擔任我校舉辦的小學暑期學院義

工等社區活動工作，藉此豐富學生人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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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 學生體格發展  

 

下列各組別的男女學生分別於可接受重量範圍內的百分比 

 
 

(a) 學校協助學生提升體適能  

學校體育科透過有系統的校內外課程、參與兒童基金體適能獎勵計劃及舉辦急救活動或證書課

程等，教授學生體育知識及鍛鍊其心肺功能。於課餘時亦舉辦多項不同形式的活動和比賽，讓

學生有更多時間做運動，以改善他們的身體素質。另更鼓勵學生參加學界越野賽，希望透過不

同的方法，提升學生對體適能的重視。本校亦會安排初中學生參加由衛生署提供之身體檢查服

務，從而提昇其個人對健康的意識。全年有 80多人獲取 SPORTACT獎狀。 

 

(b) 在體育方面的表現 

 本校學生喜愛運動，積極參與校內各項比賽，於校內洋溢著良好的氣氛。除此之外，我校老師      

 更積極推薦學生參與校外活動及比賽。在學界體育比賽中，派出越野、籃球、足球、羽毛球及     

 舞蹈等校隊參加。其次，亦會訓練初中學生擔任天主教佑華小學陸運會計時隊。我校更為高中 

 學生提供體育服務機會，如擔任陸運會工作人員和籌備活動及比賽等，除達致他們在其他學習 

 經歷服務範疇上的要求外，更能從而提升學生的領導才能及協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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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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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與跟進 
 

今年，天主教鳴遠中學的學生無論在成績、品行和才能上都有著明顯發展。在文憑試成績方面，

本校學生考取的成績令人滿意，中六精英尖子組的合格率達百分百，一些科目更取得5級或以上佳績。

而為提升老師的教學素質和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學校今年積極與不同團體合作，例如參與中大的

「知優致優」計劃和優質學校改進計劃，還有教育局的校本支援計劃等，透過同儕觀課、善用共同備

課節、製作分層工作紙和優化電子教學方法等助教師進行持續專業發展，達致精益求精。而透過延伸

課和優化功課政策等均可促進學生自主學習，培育良好學習習慣，提升學習氛圍，成績有目共睹。 

而在品行上，學生透過參與不同類型的制服團隊、領袖培訓計劃和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等，培育

學生的自律及堅毅精神。學校也積極推動服務學習，寓學習於服務。其中，「校園小老師計劃」得到

了地區人士的熱烈讃賞，不同媒體多番報導，有口皆碑。學校在暑假期間也開設暑期學院，由學生擔

當導師，提供暑期課程予區內小學生。透過服務學習，除可培育學生關心社區，服務社群外，還可幫

助學生發揮潛能，提升自信心。另外，學校積極建立關愛文化，透過不同活動和講座，讓學生認識和

接納彼此的差異，建立關愛同理心。對於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及新來港學童，學校也提供充足的資

源及人手，務求使不同的學生都能獲得適切的照顧。 

 在生涯規劃方面，學校亦與不同團體合作，開設實用性課程、提供職業性向測試調查、舉辦各

類型參觀和講座，並進行生涯規劃輔導等，助學生瞭解自己長處，為未來作好準備。學校亦積極推動

STEAM 教育，透過課堂、課外活動、比賽及與友好機構合作，培養學生的探究能力和解難能力，從而

提升學生對相關學科的興趣。而為發展學生的多元潛能，學校亦精心安排不同類型的活動或鼓勵學生

參與各項比賽，包括參加多元智能挑戰計劃和 Project WeCan，開辦有關音樂和體藝的課外活動，讓

學生從活動中提升自信心和獲取成功感。 

 

 承先啓後，下學年發展重點仍是培養良好的學習風氣，提升學與教效能，從課程、教學及評估

等方面進行優化，更會透過引入外間資源推行「一對二」補習或加強尖子培訓活動，讓不同能力的學

生獲得適切的照顧。另外，會積極推廣廣泛閱讀，提升閱讀風氣，加強學生運用語文的信心。 

下學年的培育主題為「家庭」，因此，在品德培育上會強化學生在家庭中的角色與責任，學習促

進家庭和諧及與人相處的方法。另外，繼續會透過多元學習活動，例如 : 制服團隊、香港青年獎勵

計劃和服務學習等，培育學生堅毅良善的品格。 

透過人生規劃，學校會積極協助學生認識自我長處，及早訂立目標及奮鬥方法，推動學生向更

高的發展階段努力邁進。學校更會積極與不同機構合作，爭取更大資源，帶領學生到各地，例如 : 一

帶一路地區、上海或東北省等進行交流考察，讓學生開拓眼界，瞭解更多機遇，訂立更遠大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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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獲獎學生名單 

A. 學業獎項 

1. 全級學業第一名獎 

級別 班別 姓名 

中一級 一甲 黃得權 

中二級 二甲 張永禧 

中三級 三甲 陳曉藍 

中四級 四甲 劉曉倩 

中五級 五乙 高樂穎 

中六級 六甲 曾裕恒 

 

2. 全級學科第一名奬 

科目名稱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中國語文 一甲   黃得權 二甲   林少威 三甲   陳曉藍 

英國語文 一甲   黃得權 二甲   李慧欣 三甲   陳曉藍 

數學 一甲   黃得權 二甲   歐為健 三甲   呂健良 

通識教育 一甲   張韻雪 二甲   張永禧 

二甲   林少威 

二乙   馮蘊婷 

三甲   陳曉藍 

綜合科學 一甲   呂曉靜 二甲   張永禧 三甲   陳曉藍 

中國歷史 一甲   呂曉靜 二乙   馮蘊婷 三甲   梁愛玲 

三甲   陳曉藍 
 

普通話 一甲   黃得權 二甲   羅偉文 三甲   陳曉藍 

地理 一甲   呂曉靜 

一甲   黃得權 

二甲   林少威 

二甲   歐為健 

三甲   陳曉藍 

基本商業 一甲   周雅婷 二乙   馮蘊婷 三甲   姚少彤 

基本設計 一甲   呂曉靜 二甲   李慧欣 

二甲   歐為健 

二甲   羅明鏗 

三甲   伍曉琳 

倫理/宗教教育 一甲   何綽琦 

一甲   呂曉靜 

二甲   朱穎茵 三甲   葉英如 

普通電腦 一甲   呂曉靜 二甲   姚靜宜 

二乙   譚鈺炫 

三乙   李銘洋 

家政 一甲   呂曉靜 二乙   馮玉琼 三甲   錢雅琪 

視覺藝術 一甲   呂曉靜 二甲   朱穎茵 三甲   梁愛玲 

三甲   譚美姿 

三乙   蔡詠汶 

音樂 一甲   何綽琦 二甲   歐為健 三乙   蔡詠汶 

體育 一甲   黃得權 二甲   林堡淇 三甲   張文樂 

 

 

 



13 

科目名稱 中四級 中五級 中六級 

中國語文 四甲   莫文濤 五甲   李佩芳 六甲 胡媚珊 

英國語文 四甲   劉曉倩 五乙   蔡兆鈞 六丙 劉景楠 

數學 四甲   蔡澤鑫 五甲   周丹妮 六甲 曾裕恒 

數學 (延伸部份單元二) 四甲   吳浩龍 五甲   劉基振 六甲 曾裕恒 

通識教育 四甲   劉曉倩 五甲   周仲賢 六甲 胡媚珊 

生物 四甲   鳳莉瑩 五乙   蔡兆鈞 六甲 溫鴻威 

物理 四甲   李廣南 五甲   陳國興 六甲 曾裕恒 

化學 四甲   李廣南 五乙   蔡兆鈞 六甲 曾裕恒 

資訊及通訊科技 四甲   趙希雯 五甲   何柏霖 六甲 陳志榮 

中國歷史 四甲   劉健豪 五甲   劉佚潼 六甲 俞 恆 

地理 四甲   劉曉倩 
五甲   蔡旻沛 

五甲   黃梓鋒 

六甲 程雄旺 

經濟 四甲   劉曉倩 五甲   黃梓鋒 六甲 馮浩翔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四甲   朱  彥 五乙   高樂穎 六甲 陸青霞 

旅遊與款待 四甲   梅愷童 五乙   唐俊傑 六丙 石澔霖 

視覺藝術(中學文憑) 四甲   黃詩穎 五甲   周寶茹 六甲 吳昭賢 

藝術欣賞 四甲   鳳莉瑩 五乙   李易君  

倫理/宗教教育 

四甲   林樂瑤 

四甲   鄺天証 

四甲   鍾炽琦 

四甲   陳慧姍 

五乙   李易君 六丙 伍嘉慧 

體育 四甲   莫文濤 五乙   高樂穎 六乙 吳澤賢 

實用英語 四甲   黃詩穎 五乙   蔡兆鈞 六甲 樓英樂 

普通話   六甲 程雄旺 

 

 

 

「好學生獎勵計劃」金獎 

中六甲 歐嘉濠 

中六甲 潘祺霖 

中六甲 俞  恒 

中六甲 張倩宜 

中六甲 胡媚珊 

中六甲 鄧鈺穎 

中六乙 李泳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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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獎項 

 

項目名稱 班別 領獎學生/代表 

杜葉錫恩敎育基金第三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六丙 譚智明 

羅氏獎學金(應用學習課程) 六丙 石澔霖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六甲 歐嘉濠 

「好人好事」表揚計劃 六甲 樓英樂 

第三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一乙 

四甲 

六丙 

黎雅敏 

梅愷童 

譚智明 

民眾安全服務隊少年團服務獎勵證書黃肩帶 三乙 李曉嵐 

「明日之星」計劃 --- 上游獎學金 五甲 陳國興 

杜葉錫恩教育基金 
一乙 

四甲 

黎雅敏 

梅愷童 

香港樂群慈善基金會 --- 樂群中學生助學金 

二甲 

三甲 

五甲 

羅偉文 張永禧 姚靜宜 

陳曉藍 錢雅琪 梁愛玲 

李佩芳 

懲教處「新聞反思徵文比賽2018」--- 

入圍獎 

四甲 

四甲 

劉華彬 

吳浩龍 

普讀計劃青章 
一甲 

四甲 

李樂儀 

鄺天証 

「熱熾全城」青年大使計劃 五甲 劉孙軒 

團結香港基金主辦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協辦「傑出學

生暑期歷史文化課程」分組匯報 --- 總冠軍 
四甲 黃詩穎 

SCMP STUDENT OF THE YEAR ---  

Community Contributor  
五乙 韓國斌 

劍橋英語証書課程 --- KET Level 1 

一甲 

 

 

一乙 

二甲 

三甲 

蔡雨珊 (領獎代表) 

陳柏霖 林岱均 黃得權 

鄭珉朱 李樂儀 周雅婷 

廖崇智 陳彥斌 余浚晞 

黃思源 

曾曉銘 蔡穎書 姚少彤 

劍橋英語証書課程 --- Starters 
一乙 

一甲 

陳源龍 (領獎代表) 

陳金毫 呂家樂 馬志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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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乙 

 

邱澤鉅 何綽琦 呂曉靜 

施心怡 饒汶宜 吳嘉慧 

陳可亮 陳可銳 陳彥科 

張家活 張兆天 

劍橋英語証書課程 --- Flyers Level 1 

三甲 

 

 

 

 

 

 

關鉦壇 (領獎代表) 

張文樂 關孙琛 黃德華 

禤子雋 林子聰 呂健良 

王志泳 陳怡苗 陳曉藍 

張巧怡 張蓉鎔 錢雅琪 

洪渭鈁 梁愛玲 伍曉琳 

曾昭展 李民浩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 「青鳥行動」獎章 

一乙 

一甲 

 

 

 

一乙 

二甲 

二乙 

余浚晞 (領獎代表) 

林岱均 陳柏霖 陳金毫 

呂家樂 馬志穎 邱澤鉅 

蔡雨珊 何綽琦 洪凡凡 

李樂儀 施心怡 

陳可亮 陳彥科 張家活 

黃思源 

周裕富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 銅章 

三甲 

一甲 

一乙 

二甲 

 

 

二乙 

 

三甲 

黃德華 (領獎代表) 

黃得權 

陳可銳 陳源龍 陳彥斌 

林少威 粱瑋焜 張振筵 

陳丹菁 林堡淇 曾湘淇 

朱穎茵 

廖進杰 歐煥華 譚鈺炫 

許杰杭 馮玉琼 黃碧瑤 

呂健良 陳曉藍 

港專生涯規劃服務 --- 蛻變進步大獎 五乙 高樂穎 

多元智能躍進計劃 --- 表現躍進獎 

二乙 

三甲 

三乙 

廖進杰 

錢雅琪 林嘉彤 

丁燕渟 

「關心你」獎勵計劃 

四乙 

一甲 

一乙 

二甲 

二乙 

三甲 

三乙 

四甲 

四乙 

五甲 

五乙 

文滔 (領獎代表) 

何綽琦 

陳源龍  陳彥斌 

曾湘淇  朱穎茵 

周裕富  馮玉琼 

禤子雋  李民浩 

丁燕渟  林鳳 

龍欣然  吳嘉淇 

邱睿 

何柏霖  陳國興 

梁卓峰  李易君 

「哈佛圖書獎」計劃--- 冠軍 

亞軍 

季軍  

五乙 

五甲 

五甲 

高樂穎 

陳國興 

周仲賢 

普及閱讀獎勵計劃 --- 青章 

 

一甲 

二甲 

陳金毫 

姚靜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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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章 

 

一甲 

四甲 

李樂儀 

鄺天証 

海事青年團 晉升初級隊員 

三甲 

一甲 

    

 

 

 

一乙 

 

二甲 

二乙 

蔡穎書 (領獎代表) 

李樂儀 施心怡 蔡雨珊 

何綽琦 洪凡凡 余堅恪 

馬志穎 林岱均 陳柏霖 

黃得權 呂家樂 邱澤鉅 

陳金毫 

陳可亮 余浚晞 陳源龍 

陳彥斌 

梁瑋焜 歐為健 

馮玉琼 

海事青年團 晉升中級隊員 

二甲 

二甲 

 

二乙 

陳丹菁 (領獎代表) 

李慧欣 朱穎茵  

曾湘淇 

譚鈺炫 廖進杰 

海事青年團 晉升高級隊員 五乙 韓國斌 

民安隊義務工作嘉許狀 --- 銀狀 五甲 劉曉蔚 

民安隊義務工作嘉許狀 --- 銅狀 

三甲 

三乙 

五甲 

洪渭鈁 

李曉嵐 

林說桐 

民安隊少年團 --- 服務獎勵證書 
四甲 

五甲 

何卓彬 

劉曉蔚 林說桐 

紅十字會「愛心相連大行動 2017」 

慈善籌款 --- 1. 愛心學校  

2. 長期支持大獎（連續十年） 

(紅十字會組員領獎代表) 

一甲    呂曉靜 及 周雅婷 

三乙    李穎琛 及 林  鳳 

願景基金會「十面埋『服』社會創新 

服務大賽 2018」中學組 --- 優異獎 

三甲 張文樂 梁愛玲 

第十屆東區龍獅邀請賽公開獅藝自選器材 

陣式組 --- 優異獎 

舞獅組(領獎代表 二乙 許杰俊) 

香港兒童基金體適能獎勵計劃 --- (金獎) 

(銀獎) 

(銅獎) 

61人獲獎(領獎代表 五乙 唐俊傑)  

61人獲獎(領獎代表 五甲 陳寶軒)  

65人獲獎(領獎代表 五甲 林柏林) 

SPORTS Award Scheme運動獎勵計劃 --- 

1. sportACT 證書(金獎) 

 

82人(領獎代表 五乙 李俊賢) 

2. sportFIT 證書(金獎) 

(銀獎) 

(銅獎) 

35人(領獎代表 五乙 李易君) 

21人(領獎代表 五甲 黃富源) 

15人(領獎代表 五甲 吳卓謙) 

3. 活力校園獎   

學校演藝實踐計劃 ---「踢躂、躍動」踢躂舞實踐計劃  

(證書) 

二乙 

二甲 

 

 

 

 

二乙 

 

周裕富 (級領獎代表) 

陳嘉誠 張永禧 林潤勝 

林少威 劉基祥 劉基新 

羅偉文 翁浚源 張振筵 

陳丹菁 李慧欣 姚靜宜 

曾湘淇 朱穎茵 

廖進杰 歐煥華 許杰杭  

許杰俊 馮蘊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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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校戲劇節 --- 1.傑出演員獎 

            

          2.傑出劇本獎 

 

              3.傑出舞台效果獎 

          4.傑出合作獎 

              5.傑出整體演出獎 

三甲 

五甲 

蔡穎書 

劉孙軒 

五甲 陳國興 周仲賢 

五乙 李紫彤 

戲劇組 

第 70 屆校際音樂節鋼琴獨奏 7 級優良獎 五甲 黃旖恩 

AAiSS 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三甲 梁愛玲 

Poster Design Competition of the 35th HKMO 

--- Ten Best Design 
五甲 周寶茹 

科技與跨代智能遊戲設計比賽 --- 季軍 四甲 梅愷童 趙希雯 

 

 

 

第 69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第三名) 

三甲  蔡穎書 
  

   
第 69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優良獎) 

一甲 馮昊翀 二甲 李慧欣 五甲 黃梓鋒 

一甲 周雅婷 二甲 曾湘淇 五甲 周芸芳 

一乙 陳彥斌 二乙 馮蘊婷 五甲 蔡旻沛 

一乙 陳彥科 三甲 陳曉藍 五乙 高樂穎 

二甲 楊志杰 三甲 洪渭鈁 

二甲 陳丹菁 三乙 李銘洋 

 

第 69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良好獎) 

二甲  姚靜宜     二甲  朱穎茵    五甲  劉孙軒 

 

第 69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散文獨誦-普通話優良獎) 

   一甲   邱澤鉅    三甲  洪渭鈁    三甲  梁愛玲 

三甲   王文君    三乙  樊兆銓 

   
第 69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詩詞獨誦-普通話優良獎) 

一甲  蔡雨珊     一甲  洪凡凡    三甲  陳曉藍 

   
 

第 69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詩(散文獨誦-粵語優良獎) 

三甲   譚美姿 

 

第 69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詩(詩詞獨誦-粵語優良獎) 

三甲   馮柏叡    三甲  蔡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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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津貼報告 
 

天主教鳴遠中學 

2017年 9月 1日至 2018年 8月 31日為教師創造空間(學校發展)津貼財政報告     (CEG)                             

日 期 項 目 收入 支出 結餘 

01/09/2017 承上年度結算 
  

375,632.31 

 本年度津貼撥款** 356,457.00 
 

732,089.31 

31/08/2018 
教師、教師助理薪金、僱主及僱員強積金供款 

（9/17-8/18)  
(411,760.00) 320,329.31 

31/08/2018 截至 2018年 8月 31日結餘 
  

320,329.31 

**如果撥款停止 , 便須歸還 
  

- 

     

天主教鳴遠中學 

             2017年 9月 1 日至 2018年 8月 31日中學學習支援津貼財政報告     (SSLSG) 

日 期 項 目 收入 支出 結餘 

01/09/2017 承上年度結算 
  

 59,597.63 

 本年度津貼撥款** 741,258.00 
 

800,855.63 

16/03/2018 小蒙恬及其他教學消耗品 
 

   (875.50) 799,980.13 

11/04/2018 樂器及配 
 

(12,618.90) 787,361.23 

14/04/2018 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訓練計劃   (3,800.00) 783,561.23 

30/07/2018 言語治療及讀寫訓練課程 
 

(74,675.00) 708,886.23 

31/07/2018 各訓練課程，工作坊及補習班 
 

(55,400.00) 653,486.23 

31/07/2018 生涯規劃小組 & 試工計劃 
 

(58,755.50) 594,730.73 

31/08/2018 
教師、教師助理薪金、僱主及僱員強積金供款 

（9/17-8/18)  
(397,727.55) 197,003.18 

31/08/2018 截至 2018年 8月 31日結餘 
  

197,003.18 

**每年撥款的 30%可以帶到下一年 
  

- 

     
 

天主教鳴遠中學 

          2017年 9月 1日至 2018年 8月 31日促進香港與內地姊妹學校交流試辦計劃     (PSPS) 

日 期 項 目 收入 支出 結餘 

01/09/2017 承上年度結算 
  

115,036.50 

 本年度津貼撥款** 120,000.00 
 

235,036.50 

13/10/2017 洪志傑和李慧祁老師前往中山(來回船票) 
 

 (1,440.00) 233,596.50 

19/06/2018 寄掛號信郵費 - 報價邀請函 
 

   (205.00) 233,391.50 

31/08/2018 購買硬盤用於存儲 
 

 (9,676.00) 223,715.50 

31/08/2018 添購流動裝置作網上交流 
 

(65,140.00) 158,575.50 

31/08/2018 致送紀念品予姊妹學校 
 

 (1,103.82) 157,471.68 

31/08/2018 印製[姊妹學校]計劃回顧刊物 
 

(15,000.00) 142,47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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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8/2018 中山歷史文化之旅 - 27-28/6/2018 
 

(70,471.68)  72,000.00 

31/08/2018 
教師、教師助理薪金、僱主及僱員強積金

供款（9/17-8/18)  
(72,000.00)       0.00 

31/08/2018 截至 2018年 8月 31日結餘 
  

      0.00 

**撥款可以保留至 2018年 8月 31日 
  

- 

天主教鳴遠中學 

           2017年 9月 1日至 2018年 8月 31日教師訓練津貼 - 特殊教育需要報告       (TTG)              

日 期 項 目  收入  支出  結餘  

01/09/2017 承上年度結算 
  

      0.00 

 本年度津貼撥款** 19,825.00 
 

 19,825.00 

31/08/2018 
教師、教師助理薪金、僱主及僱員強積金供

款（9/17-8/18)  
 (19,825.00)       0.00 

31/08/2018 截至 2018年 8月 31日結餘 
  

      0.00 

**撥款可以保留三年 
   

天主教鳴遠中學 

          2017年 9月 1日至 2018年 8月 31日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報告     (SASLP) 

日 期 項 目 收入 支出 結餘 

01/09/2017 承上年度結算 
  

  1,511.24 

 本年度津貼撥款** 48,000.00 
 

 49,511.24 

20/04/2018 籃球訓練班 
 

 (9,000.00)  40,511.24 

11/05/2018 劍橋英語服務導師費 
 

(21,000.00)  19,511.24 

31/05/2018 中文一對二補習班  
 

  (750.00)  18,761.24 

05/06/2018 經濟一對二補習班 
 

  (875.00)  17,886.24 

05/06/2018 數學一對二補習班 
 

 (1,300.00)  16,586.24 

31/07/2018 街舞班導師費 
 

(12,600.00)    3,986.24 

31/07/2018 羽毛球訓練班 
 

 (3,986.24)        0.00 

31/08/2018 截至 2018年 8月 31日結餘 
  

       0.00 

**撥款可以保留一年 
   

天主教鳴遠中學 

              2017年 9月 1日至 2018年 8月 31 日生涯規劃財政報告            (CLP) 

日 期 項 目 收入 支出 結餘 

01/09/2017 承上年度結算 
  

106,677.50 

 本年度津貼撥款** 100,000.00 
 

206,677.50 

30/11/2017 
教師、教師助理薪金、僱主及僱員強積金

供款（9/16-8/17)  
 (5,000.00) 201,677.50 

31/03/2018 生態旅遊 17.3.2018  
 

(10,400.00) 191,277.50 

31/03/2018 
中環社區考察/灣仔地區文化保育 

13.2.2018  
 (1,600.00) 189,677.50 

11/04/2018 咖啡立體拉花斑課程 19.3.2018 
 

(10,000.00) 179,67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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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4/2018 西北大嶼山深度遊 22.4.2018 
 

 (9,600.00) 170,077.50 

04/05/2018 商務餐桌禮儀工作坊 30.4.2018 
 

(15,876.00) 154,201.50 

04/05/2018 澳門文化遊 28.4.2018 
 

(16,320.00) 137,881.50 

11/05/2018 教育營 26.3.2018-28.3.2018 
 

(20,000.00) 117,881.50 

11/06/2018 國際廚藝教學 
 

 (2,800.00) 115,081.50 

06/07/2018 STEM產品設計工作坊 25.6.2018 
 

 (4,950.00) 110,131.50 

13/07/2018 生涯規劃工作坊 11.7.2018 
 

 (3,000.00) 107,131.50 

31/07/2018 各項活動的旅遊巴及交通費 
 

 (5,078.90) 102,052.60 

27/08/2018 試工計劃 
 

(18,000.00)  84,052.60 

29/08/2018 校園小老師計劃 
 

 (4,955.40)  79,097.20 

31/08/2018 樂器及配件 
 

(25,410.00)  53,687.20 

31/08/2018 專業甜品課程 
 

 (9,880.00)  43,807.20 

31/08/2018 韓式化妝證書課程 
 

 (9,880.00)  33,927.20 

31/08/2018 日本料理製作認識證書課程 
 

 (9,880.00)  24,047.20 

31/08/2018 急救課程 
 

(13,745.00)  10,302.20 

31/08/2018 寵物犬隻美容入門證書課程 
 

 (9,880.00)     422.20 

31/08/2018 文具 
 

   (422.20)       0.00 

31/08/2018 截至 2018年 8月 31日結餘 
  

      0.00 

**每年撥款的 20%可以帶到下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