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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團體

科目結構

年級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班數 4 4 4 5 5 5

班級結構

聖高隆龐傳教女修會（1977-1996）

天主教香港教區（1996-現在）

辦學宗旨

本校貫徹天主教全人教育，藉基督

福音的薰陶，培育同學靈、德、

智、體、群、美均衡發展，並讓她

們在理想的學習環境中建立良好品

格及積極的人生觀，關愛他人，回饋社會。

學術簡介

近三屆香港中學文憑試近三屆香港中學文憑試
除中國語文、中國文學、中國歷史、通

識及宗教科外，全部科目均以英語應考。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

學必修部份和通識教育科四個核心科目取得2-5**級別成績平均為

94.4%。全部科目取得2-5**級別成績平均為91.1%。

科目∕Subject S1-3 S4-6

中國語文  
普通話 S1-2

中國文學 
English Language  
Mathematics  
Mathematics Modules 
Business Fundamentals / Business,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Studies

S3 

Computer Literacy / ICT  
中國歷史  
宗教教育∕倫理與宗教  
生活與社會 
公民與社會發展 S4-5

通識教育科 S6

History  
Geography  
Economics S3 
Science S1-3

Biology 
Chemistry 
Physics 
Visual Arts 
Music 
Aesthetic Development S4

Physical Education  
Career- Related Experience S5

Values Education S6

主
為我佑

主
為我佑校訓校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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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支援

輔導組和社工每年安排訓練活動，由高年級大姐姐

帶領小師妹融入校園生活。透過定期午間聚會、功

課輔導、遊戲歷奇、團體競賽、宿營訓練、領袖訓

練，分享校園生活點滴，成長路上互勵互勉。

我們重視同學心靈的牧養，透過宗教禮儀、

宗教課堂、信仰樂園、校內外信仰體驗培

育、愛心服務及朝聖活動，認識天主，將真

理、義德、愛德、家庭、生命五大天主教教

育核心價值實踐於生活中。

校訓校訓

宗教培育

歌唱比賽歌唱比賽

聖誕聯歡聖誕聯歡

同學到鹽田梓參觀聖堂同學到鹽田梓參觀聖堂 同學在西貢聖母七苦小堂內欣賞天主的創造同學在西貢聖母七苦小堂內欣賞天主的創造

聚會聚會

學生代表手持象徵學校精神的提燈步學生代表手持象徵學校精神的提燈步
進開學祈禱會進開學祈禱會

歷奇活動歷奇活動

校監溫國光神父作分享校監溫國光神父作分享

輔導組桌遊聚會輔導組桌遊聚會

玫瑰堂讀經比賽玫瑰堂讀經比賽

疫情下信仰樂園網上聚會疫情下信仰樂園網上聚會 同學領受堅振聖事同學領受堅振聖事

中六畢業跑中六畢業跑

大姐姐訓練大姐姐訓練

午間師生遊戲午間師生遊戲

大姐姐年度聚會大姐姐年度聚會 學習活動日學習活動日

大姐姐功課輔導大姐姐功課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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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e dedicated to create a “Rich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our 
students at Leung Shek Chee College, as demonstrated in our “Insect Thought” Broadcast 
on Wednesdays, featuring our English teachers’ and NET teacher’s sharing of a variety of 
interesting tales, jokes, legends, and expressions in the English Speaking countries. 
  

Show Time! English Drama Club
Our girls are actively and joyously engaged in performances and activities organized by 
English Drama Club, showcasing their talent and vibe in learning and speaking English with 
poise and confidence.  Our upcoming drama performance is “Robinhood” – Stay tuned!

We thrive in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More than 130 keen learners performed extraordinary well in the 73rd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for the English Solo Verse Speaking.  Their achievement is encouraging and 
remarkable.  Participating students claimed that it was an eye-opening learning experience.

Budding English Writer – English Reporters in the making
12 senior form girls joined SCMP Writing Academy in this academic year, immersing in a 
range of inspiring workshops, boosting their creativity, competence and confidence and 
honing their writing skills as reporters.  

''Leung'' English is Fun!

Snapshots of English 
Drama Club

Good Morning!
We are On Air“Insect Thought”

Common Room by RTHKCommon Room by RTHK

Joint School Oral PracticeJoint School Oral Practice

English Drama AppreciationEnglish Drama Appreciation

English FestEnglish Fest

Learning English OnlineLearning English Online Lesson PresentationLesson Presentation Scrabble ChallengeScrabble Challenge

English Musical Theatre AppreciationEnglish Musical Theatre Appreciation

The 73The 73rdrd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44



中文教育

本校中國語文教育配合社會趨勢，培養同學語文能

力，使她們學會學習，發展潛能，實踐人生目標。

中文科五星星師姐分享會中文科五星星師姐分享會
每年邀請公開考試成績優異的學姊與學妹分享心

得。2022年中文科考獲五星星的黃柏盈同學與簫曉

虹同學講解應試方法，即席進行創作示範。

秋思秋思——祝頌語工作坊祝頌語工作坊
為鼓勵同學參加不同語文活動，拓寬中國文化的認

識，本校與教育大學合辦「秋思— 祝頌語工作

坊」。同學發揮創意，製作精美賀卡，向院舍長者

送上祝福，培養敬老尊長的品德。

吳思霖

「2021香港校園文化藝術節」寫作比賽高中組冠軍

「香港學界文化藝術節2020」徵文創作比賽高中組銀獎

「第三屆粵港澳大灣區生命教育徵文比賽」優秀作品獎

「第二屆香港伍倫貢文學獎徵文比賽」獲得新詩組優異獎

蔡燕媚 「明日之星文學創作比賽」季軍

區雅琪 「明日之星文學創作比賽」優異獎

謝巧慧 「仁者愛人—第三届粵港澳大灣區生命教育徵文比賽」初中組二等獎及優異獎

郭芯兒 「仁者愛人—第三届粵港澳大灣區生命教育徵文比賽」初中組優異獎

仇良瑜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香港賽區）」徵文比賽優異獎何承恩

陳煒培

2021-2022優異生比賽成果2021-2022優異生比賽成果

仇良瑜同學、何承恩同學和陳煒培同學於「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仇良瑜同學、何承恩同學和陳煒培同學於「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
（香港賽區）」徵文比賽獲獎（香港賽區）」徵文比賽獲獎

中國古代旗幟面面觀中國古代旗幟面面觀 茶藝學習茶藝學習

粵劇欣賞粵劇欣賞

中文課電子學習中文課電子學習

吳思霖同學在多項寫作比賽榮獲冠軍吳思霖同學在多項寫作比賽榮獲冠軍 閱讀分享閱讀分享參加作家講座參加作家講座

五星星同學與師妹分享應試心得五星星同學與師妹分享應試心得

外出參觀外出參觀

The 73The 73rdrd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55



數理科創 

綜合人文

STEM結合科學(Science)，技術(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 和

數學(Mathemat ics )，培養學生不同潛能，應對未來挑戰。本校以

「Innovation with a purpose」和「STEM for the needy」作為課程重

點，靈活運用教學資源和課時進行學習活動，其中包括熱容器設計、

優化農作物生長、個人化食物成份計算應用程式等。

綜合人文科目加入STEM元素，將擴增實境

(AR)和虛擬實境(VR)技術引進課堂。各科課

堂上亦利用Kahoot, Plickers, Google Earth

等不同網上學習平台及應用桯式，以遊戲方

式鼓勵學生自主學習，積極探究。

學生正在量度農作物的生長情況學生正在量度農作物的生長情況

社際數學比賽社際數學比賽

經過改良後的IoT水耕機
經過改良後的IoT水耕機

校園小記者校園小記者

電台演講電台演講

通識劇場通識劇場

VR課堂VR課堂

課堂研習課堂研習

第38屆教區中學數學比賽優異獎第38屆教區中學數學比賽優異獎

升旗禮升旗禮

數獨遊戲數獨遊戲

True Light Girls' Invitational Mathematics Contest 2021

True Light Girls' Invitational Mathematics Contest 2021

周嘉儀同學獲得優異獎
周嘉儀同學獲得優異獎

幕後訓練幕後訓練

實驗示範實驗示範

使用WiFi溫度感應器作測試
使用WiFi溫度感應器作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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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體驗

體藝發展

跨學科學習、境內外考察活動有助同學

學習多角度思考，將書本知識活學活

用，豐富閱歷，增廣見聞。期望未來疫

情稍緩，更多境外活動能復常舉辦。

除了六十多個恆常課外活動，校內亦有學生會活動、學

習活動日、運動挑戰日、音樂演奏表演、社際歌唱比

賽、辯論訓練及比賽。疫情下老師仍積極推薦同學參加

可行的校外比賽，讓同學透過競技交流加強自信。

境外 廣州探索之旅

赤壁武漢研學團

京港澳學生交流夏令營

南京歷史文化探索之旅

廈門、金門歷史文化之旅

武漢及長江三峽經濟考察團

澳門大學STEM青少年夏令營

上海蘇州經濟文化考察交流團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交流團

優秀高中生獎勵計劃高校科學營

台灣體育精英訓練營

韓國體育精英訓練營

日本體育精英訓練營

日本升學及歷史文化考察團

澳洲文化及英語學習團

紐西蘭文化及英語學習團

加拿大文化及英語夏令營

第七十四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鋼琴獨奏、箏獨奏

聯校音樂大賽2002 手鈴、合唱團、小組合奏（弦樂）

第五十八屆學校舞蹈節 體育舞蹈—牛仔、查查查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導演獎、傑出演員獎

傑出劇本獎、傑出舞台效果獎

傑出合作獎、傑出整體演出獎

中學校際游泳比賽 九龍區(1)第三級組別四式接力

境內 傳統鄉村歷史文化與蠔業生態探索 南區歷史工作坊

大坑舞火龍講座及製作體驗 觀塘秀茂坪歷史工作坊

中國傳統長衫衣藝工作坊

實地考測實地考測

上山下海上山下海

南區歷史工作坊南區歷史工作坊

大坑火龍製作大坑火龍製作 導賞遊歷導賞遊歷

觀塘秀茂坪歷史工作坊觀塘秀茂坪歷史工作坊
資深音樂人趙增熹先生到校演講分享，資深音樂人趙增熹先生到校演講分享，

向同學介紹其創辦的社企「大台主」。向同學介紹其創辦的社企「大台主」。

長衫工作坊長衫工作坊

香港學校戲劇節香港學校戲劇節

舞蹈節得獎者舞蹈節得獎者
黃凱琪同學黃凱琪同學

司徒淑清同學榮獲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司徒淑清同學榮獲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2021)「香港電台第四台中國樂器獎學金」季軍(2021)「香港電台第四台中國樂器獎學金」季軍

咖啡拉花咖啡拉花

手鈴隊手鈴隊

2021-2022獲獎項目

舞蹈節得獎者舞蹈節得獎者
張鈞貽同學張鈞貽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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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富明德獎學金港富明德獎學金
歷年本校均有品學兼優、熱心服務、具備非學術卓越成就的畢業生

獲頒「港富明德獎學金」及「民政事務局多元卓越獎學金」而得到

四年大學學費資助，成績令人鼓舞。獲獎同學現正就讀香港各大專

院校學位課程，其優秀表現實為在校同學之學習楷模。此外，歷年

均有同學獲頒各項獎學金，表揚她們在不同領域的卓越成就。

為培養同學的責任感和服務精

神，本校社會服務團舉辦不同

義工活動，同學透過參與輔導

小學同學功課組、長者探訪、

義工訓練工作坊、義賣活動等

課堂外的學習經歷，學會待人

接物，體會助人為善之樂。

本校每年均有數十位來自低收入家庭

的同學憑優異學業成績而獲得各慈善

獎學金或畢業校友設立的獎學金嘉

許，得到大學學費資助及生活津貼：

超凡卓越 盡展所長

港富明德獎學金（資助4年大學學費） 朱穎恩、許雯欣、余敏盈(2019)、鄧碧瑤(2020)、李晞程、文官寶(2021)

民政事務局多元卓越獎學金（資助4年大學學費） 袁凱殷、司徒淑清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黃悅潼、周曉旻、朱穎恩、許雯欣、陳靜儀、呂汶懿、李安瑤、殷縉雅

九龍地域傑出學生選舉（高中組 優秀學生） 陳芳生

觀塘區傑出學生選舉（高中組 傑出學生） 陳芳生

觀塘區優秀學生獎勵計劃 陳靜儀、陳雅怡、鄧詠心

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黃悅潼、陳安華、陳雅怡、梁詩敏、蔣佩珊、鄧詠心

明日之星上游獎學金 馮嘉雯、郭曉盈、梁錦賢、李晞晴、文官寶、童佳儀、譚芯怡、李莉莎

黃廷方獎學金 馮嘉雯、文官寶、童佳儀

祁良神父紀念獎學金 蔡曼珈、黃詠瑤、黃柏盈、黃芷茵

香港印度商會信託基金獎學金 陳雪美、王一怡、譚靖霖、葉嘉雯、李凱琳、余樂堯、黃柏盈、楊少鈞

哈佛圖書獎 陳靜儀、呂汶懿、黃柏盈、陳雅怡、周曉旻、劉嘉怡、鄭琪蒨、甄子慧、李莉莎、沙地亞、高鶴鳴

超凡學生嘉許計劃 梁薏嘉、陳紫晴、劉芷君、陳雅怡、林寶琪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傑出新生獎學金 雷泳渝

義工嘉許義工嘉許

香港藝術發展局校園藝術大使香港藝術發展局校園藝術大使
司徒淑清同學、陳祉婷同學司徒淑清同學、陳祉婷同學

「2021香港校園文化藝術節」
「2021香港校園文化藝術節」

寫作比賽冠軍吳思霖同學
寫作比賽冠軍吳思霖同學

港富明德獎學金2019港富明德獎學金2019

天主教香港教區助學金 童夢慈善獎學金 校友會獎學金

梁球琚博士獎學金 盧芳獎學金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第6屆歷史文化學堂歷史專題研習報告比賽獲獎第6屆歷史文化學堂歷史專題研習報告比賽獲獎港富明德獎學金2020港富明德獎學金2020

社會服務

仁民愛物仁民愛物

小學生功課輔導班小學生功課輔導班

長者探訪長者探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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