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11/2018 

Information 

Day 



辦學團體：天主教香港教區 

學校背景：政府資助男女子英文中學 

創校年份：1958年 

遷至洪水橋現址：1992 

校舍面積：8,000平方米 

班級數目：中一至中六共 24 班 

學生人數：746 人 

教職工人數：85 人 

駐校社工：1人 

輔導員：1人 

教育心理學家：1人 



我們的願景 

我們期望所有畢業生， 

除了在學術表現增值外， 

更能發展平衡的個性 及 

符合天主教精神的價值系統。 



辦學使命 

提供  
  鼓勵獨立思考 
    關心社會事務 
   提倡兩文三語 



校訓 ─ 祈禱  勤奮 

我們秉誠「祈禱  勤奮」 

鼓勵學生在學習中 

克盡所能並以其成就， 

光榮天主。 



(一)符合天主教精神的 
    價值系統 



 

 

 

 

 

 

生命 

家庭 

天主教 

學校 

義德 真理 

學問 人生觀 
福音精神 

 

愛德 
 

恩賜、尊貴、獨特、平等、愛惜 

天主祝福婚姻 
婚姻維繫家庭 
家庭孕育生命 

孩子的第一所學校 

孩子的第二個家 

天主教學校及其五項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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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言行作見證 以言行作見證 

家
校
合
作 



  本校是一所天主教學校，著重德育及靈

性的培育，以喚起學生内在心靈的活力。本

年度的第一關注事項是讓學生認識耶穌基督

的服務精神，並於日常生活實踐出來。 

 

濃厚的宗教氣氛 



培育學生 

實踐基督博愛 

及服務精神， 

從而培養正確的 

人生價值。 

德育及宗教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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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宗教與倫理科傳授知識外， 

設有 祈禱室 讓同學有與主相聚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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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設立天主教同學會、
彌撒、祈禱、禮儀、早會分
享及推動各種愛德服務等，
啟發學生了解生命的價值。 



(二)校舍設施 



本校除具備政府提供的一切標準設施外，另有四間實驗室、兩間

電腦室、一間科技與生活室、一間STEM 實驗室、一間黑房、中

英文自學室各一間、一間多功能演講廳、一間流行樂隊練習室及

四間多用途活動室。 

所有課室、特別室及禮堂都設有空調，所有課室和特別室均安裝

電腦及投影機，方便資訊科技教學。 

而多功能演講廳更是以最佳的設備提供一個適合不同類型表演活

動的場所。 

校舍設施 



學 

生 

活 

動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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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與生活室 



圖書館 ARC Library 



電 

腦 

室  

地 

理 

室  



校園電視台 



音 

樂 

室 

視 

覺 

藝 

術 

室  



操場 乒乓球室 



生 

物 

物 

理 

化 

學 

實驗室 



流行樂隊練習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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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菜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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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實驗室 



得到舊生會的支持及資助，本校於2013年10月已建

成一所可容納180人的大型演講廳，為同學提供演講、

電影、話劇、音樂欣賞及各類型表演等活動之用。 

演 

講 

廳 



(三)提倡兩文三語 
    豐富英語環境 



英語環境 
英語早會及學會宣佈 

教師會議以英語進行 

英語自學室 

俊傑英語閱讀計劃（ARC） 

英語校園電視台 

共 4 名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及教學助理 

英語活動日（English Activities Days） 

“English-for-all Day”（逢星期一） 

校際朗誦節英語項目（鼓勵全校同學參加） 

交流生計劃 

海外交流活動（曾往澳洲、紐西蘭、英國、意大利、
美國、加拿大、巴西等國家） 



訓練課程 

Bridging Course 

Phonetics Training Course 

S.6 Oral Practice 

S.6 English Enrichment Course 

 



AFS Cultural Fair 

Assisted Reading Scheme 

Bridging Course 

Debating Workshop 

English Oral Group Community Programme 

Drama 

Debate 

English Fun Day 

English Gifted Programme 

Writing Enhancement Class 

Harvest Festival 

International Cultural Fair 

Operation Santa Claus 

Story-telling 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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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Christmas Card Design Competition 

Debate Competition 

English Drama Fest 

English Logbook Design Competition 

Writing Competition 

HKCDSS Talent Show 

Hong Kong Schools Drama Festival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Inter-class English Drama Competition 

Inter-school Debate Competition 

Newspaper Quizzes 

Story-telling Competition 

Tongue-twister Competition 

Translation Without Hesitation Competitions 

Charades Competition 

比 賽 



英文組活動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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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 English Drama  



English Activities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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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Debating Club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Debating 

Competition 2014-2015 

Champion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Debating 

Competition 2015-2016 

1st Runner-up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Debating 

Competition 2016-2017 

1st Runner-up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Debating 

Competition 2017-2018 

Best Speaker Award 



參賽項目 377 

冠軍 9 

亞軍 19 

季軍 30 

優良獎狀 268 

良好獎狀 32 

香港學校朗誦節成績 
（英語項目） 
第 67 屆 第 66 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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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項目 397 

冠軍 17 

亞軍 15 

季軍 32 

優良獎狀 256 

良好獎狀 55 

參賽項目 330 

冠軍 8 

亞軍 23 

季軍 22 

優良獎狀 244 

良好獎狀 71 

參賽項目 715 

冠軍 16 

亞軍 25 

季軍 40 

優良獎狀 499 

良好獎狀 92 

第 68 屆 第 69 屆 



11-12 年度來自比利
時的交流生  

11-12 年度來自奧地利 
的交流生  

12-13 年度來自意大利 
的交流生  

15-16 年度來自意大利 
的交流生  

14-15 年度來自德國 
的交流生  

13-14 年度來自奧地利 
的交流生  

18-19 年度來自瑞典 
的交流生 

交流學生 



(四) 在學術表現增值－ 
     中學文憑試成績 
     及聯招表現 



成 效 
2018香港中學文憑試 

英文科成績： 

二等或以上：100% 

三等或以上：100% 

四等或以上：71.2% 

五等或以上：30.3% 

 

2018香港中學文憑試 

中文科成績： 

二等或以上：100% 

三等或以上：93.9% 

四等或以上：62.9% 

五等或以上：31.8% 

 



崇德人在中學文憑試的表現 
  2016 2017 2018 

學生人數 156 123 132 

應考卷次 967 770 839 

考獲 5**等 科次總數 2.3% 3.0% 4.8% 

考獲 5*等 或以上科次總數 8.9% 11.2% 16.2% 

考獲 5等 或以上科次總數 22.9% 29.9% 33.0% 

考獲 4等 或以上科次總數 67.0% 71.1% 70.9% 

考獲 3等 或以上科次總數 90.2% 93.4% 95.5% 

考獲 2等 或以上科次總數 99.2% 99.1% 99.8% 



崇德人在大學聯招（JUPAS）的表現 
  2016 2017 2018 

學生人數 156 123 130 

達到基本升讀副學位課程資格 

（22222）的百分比 
97.4% 99.2% 100% 

達到基本升讀大學學位課程資格 

（3322+2）的百分比 
88.5% 94.3% 93.9% 

達到最佳5科超過20分的百分比 62.8% 64.2% 65.2% 

達到最佳6科超過24分的百分比 50.6% 64.2% 53.0% 

在聯招獲派學位及副學位課程的百分比 73.7% 88.6% 94.6% 

在聯招獲派學位課程的百分比 66.0% 82.1% 88.5% 

考獲港大、中大、科大學位課程的百分比 
26.3% 

(41) 

37.4% 

(46) 

33.1%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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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大學 

16% 

科技大學 

7% 

城市大學 

5% 

理工大學 

13% 浸會大學 

2% 

嶺南大學 

3% 教育學院 

2% 
公開大學 

2% 

本地其他學

院學位課程 

7% 

海外升學 

8% 

其他出路 

2% 

本地其他專

上課程 

23% 

香港大學 

10% 



• 林禎禎同學考獲6科5**及2科5*，為區內之冠。由本校校友成立的
「王潘律師行獎學金」向她頒發十萬元獎學金。 

2016-2017 成績優異學生 



2017-2018 成績優異學生 
• 本年度有10位同學考獲2科5**或以
上，茲列如下： 
• 劉卓明同學考獲4科5**及2科5* 
• 林伯熹同學考獲4科5**及2科5* 
• 簡子恆同學考獲3科5**及4科5* 
• 冼君睿同學考獲3科5** 
• 楊衍駿同學考獲2科5**及2科5* 
• 吳湛琛同學考獲2科5**及2科5* 
• 曾浩民同學考獲2科5**及2科5* 
• 凌天穎同學考獲2科5**及2科5* 
• 方詠芝同學考獲2科5**及1科5* 
• 林詠彥同學考獲2科5**及1科5* 

 



(五)發展平衡個性 



服務學習 

崇德人自我發展計劃 

領袖培訓計劃 

學生會 

崇德校園生活多姿多采，學生都能發展各方面的潛能，
為迎接新世紀的挑戰作好準備。 

三十個學會 

四社聯課活動 

課堂以外學習 

境外交流與學習 



(A)服務學習 



課室清潔計劃 

計劃推行之後 



校園清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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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大使 



(B)崇德人自我發展計劃 



女童軍 

連續七年榮獲「優秀女童軍隊伍」 
獲總會授予金色彩帶 

 
本校羅梓淇同學獲總會頒贈 

紫燕榮譽女童軍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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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年度 

步操比賽冠軍 

制服檢閱比賽冠軍 

急救比賽季軍 

全場總錦標季軍 

2015-2016年度 

步操比賽季軍 

2016-2017年度 

步操比賽冠軍 

制服檢閱比賽冠軍 

全場總錦標亞軍 

2017-2018年度 

步操比賽季軍 

2018-2019年度 

急救比賽冠軍 

步操比賽季軍 

制服檢閱比賽季軍 

2018-2019年度 

隊際比賽全場總冠軍 

聖約翰救傷隊少青團 



童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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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全港童軍步操比賽 亞軍 
2015年 新界地域童軍支部技能錦標賽 亞軍 
2016年 新界地域童軍支部技能龍虎榜 亞軍 

  
2013 年香港童軍大會操步操比賽 季軍 
2015 年香港童軍大會操步操比賽 季軍 
2016 年香港童軍大會操步操比賽 季軍 
2017 年香港童軍大會操步操比賽 亞軍 

2018 年香港童軍大會操步操比賽 亞軍  
2013 - 2018 年連續六年取得  
   新界地域步操比賽 冠軍 



Korea Exchange Trip 

#We Run Hong Kong 

澳門管樂節--花式步操表演 

國泰航空新春國際匯演之夜表演 

2017 
深圳樂隊節展演 

金獎及優秀展示團隊 
步操樂隊 



管弦樂團 
 2013 及2015年度 
香港青年音樂匯演 

交響樂團比賽  優異獎 
2017-2018 聯校音樂大賽 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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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2014及2015 
香港青年音樂匯演 
中樂團比賽  優異獎 

2017 聯校音樂大賽金獎 
2018 《新聲盃》中樂合奏比賽

樂器重奏 二等獎 
初級組合奏 二等獎 

2018 聯校音樂大賽 銀獎 

中樂團 



舞蹈學會 舞藝展新姿 
第十一屆離島區舞蹈比賽 金奬 

第三十七屆元朗區舞蹈比賽 銀獎 
第五十二屆校際舞蹈節比賽 甲級獎 
第五十三屆學校舞蹈節比賽 甲級獎 
第五十四屆學校舞蹈節比賽 甲級獎 



「貔貅世家」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6： 
傑出整體演出獎、傑出合作獎、傑出舞台效果獎、傑出導
演獎、傑出演員獎、優異獎及最佳女演員獎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 
傑出整體演出獎、傑出合作獎、傑出舞台效果獎、傑出導
演獎、傑出劇本獎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8： 
評判推介演出獎、傑出整體演出、傑出舞台效果獎、傑出
演員獎、傑出劇本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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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學會 



Disney Performing Arts 

合唱團 Acappella 無伴奏合唱團  

2016-2017 
香港學校音樂節中學合唱隊 
中文混聲初級組 – 季軍 
2016-2017 
香港國際無伴奏合唱比賽 – 銅獎 
2017-2018 
香港國際無伴奏合唱比賽 – 銅獎 

Sweet Angels Carol for  

Ocean Park Christmas Sensation 



 舊單車零件雕塑 

 於Hotel W 珍藏及展出 

作品【The Albino Peacock】 

視藝科 

到佛教陳榮根小學與該校學生協作壁畫 

本校學生獲邀到莫斯科作藝術交流 

於【我的感激】創作比賽2016中, 本校同學分別榮獲冠軍、亞軍及優
異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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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藝–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視覺藝術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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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法庭 

2015年度模擬法庭  
公義教育計劃(錦標賽) －冠軍 
公義智囊團 － 總冠軍 
2016年度模擬法庭  
公義教育計劃(銀盃賽) －季軍 
2017年度模擬法庭  
公義教育計劃(銀盃賽) －殿軍 
2018年度模擬法庭  
公義教育計劃(銀盃賽)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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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辯論隊 

2017 – 2018 年度 
「不賭思議」辯論比賽      季軍  
全港校際經濟辯論比賽      季軍  
元朗屯門區中學生辯論比賽  亞軍  
聯校新秀辯論賽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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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徑隊 
17-18 年度元朗區學界田徑比賽 

男子乙組 第八名 

男子丙組 第七名 

17-18 年度元朗區學界越野比賽 

男子乙組 季軍 

17-18 年度元朗區學界越野比賽 

女子甲組 亞軍 

17-18 年度元朗區學界田徑比賽 

女子甲組 第五名 

女子乙組 第六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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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籃球隊 

足球隊 

17-18 年度元朗區學界籃球比賽 

男子乙組 季軍 

17-18 年度元朗區學界游泳比賽 

男子乙組 第八名 

男子丙組 第七名 

女子乙組 第七名 

女子丙組 第五名 

17-18 年度元朗區學界足球比賽 

男子丙組 冠軍 

17-18 年度元朗區學界乒乓球比賽 

男子甲組 第五名 

女子甲組 第五名 

女子乙組 第五名 

女子丙組 第五名 



羽毛球隊 

排球隊 

17-18 年度元朗區學界羽毛球比賽 

男子乙組 季軍 

男子丙組 季軍 

女子乙組 殿軍 

17-18 年度元朗區學界排球比賽 

女子丙組 第五名 



  

甲組 乙組 丙組 團體 

女子組 6th 6th 4th 5th 

共 40 間學校 

共 21 隊 

12-13 13-14 14-15 15-16 16-17 17-18 

男子 

團體 
17th  6th  11th 11th  12th 6th  

女子 

團體 
4th  13th  10th 9th  13th 11th 



(C)領袖培訓計劃 



領袖培訓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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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生訓練營 



71 

領袖生乘風航 



(D)學生會 
   三十個學會 
   四社聯課活動 



學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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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年學生會、四社 

及學會幹事就職典禮 



學會迎新日

 學會活動 



(E)課堂以外學習 



學科 / 委員會 學習活動 

課外活動組 崇德領袖培訓見習導師計劃 
外展訓練證書課程 

生物科 戶外生態考察 – 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館 
白沙澳野外考察 

科學科 參觀「創新科技嘉年華」 
參觀「中電低碳能源教育中心」 

德育與公民教育組 青年新聞報道體驗計劃 

地理科 戶外考察 – 長洲明愛陳震夏郊野學園 
戶外考察 – 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館 
戶外考察 – 東平洲 
戶外考察 – 米埔 
參觀香港房屋委員會展覽中心 

音樂科 迪士尼演藝日(連續第十一年獲邀) 
香港2018國際無伴奏合唱節音樂盛典音樂會 
深圳步操樂隊節2018 
無伴奏合唱營 
《我要起飛》萬人青年音樂會 

視覺藝術科 「八代帝居 — 故宮養心殿文物展」 
參觀西九文化區「曾建華：無」 
參觀「衣 + 包 剪 揼」展覽 
藝遊遊班 – 漫行深水埗 
藝遊遊班 – 航拍體驗 
「似顏繪」人像畫工作坊 
「香土傳藝」工作坊 
時裝設計體驗遊 

課堂以外學習 



學科 / 委員會 學習活動 

英文科 S6 Excursion - Struggle for Survival 
S5 Excursion - Madame Tussauds Hong Kong at The Peak 
S3 Excursion - Crossroads International 
S1 Excursion – Wetland Park 
Tackling English Rugby Programme 

學生支援組 視視關心喜與樂計劃 
「你我全接觸」體驗日營 

宗教及倫理教育科 年度信仰生活營 
天主教同學會領袖訓練營2018 
本地朝聖「跑馬地天主教墳場考察」 
明愛賣物會 

駐校社工 「至正」義工大使計劃—「鞍山礦工體驗日營」 
香港明愛「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 
「跑動Teen賦」計劃 

歷史科 聯校歷史科考察 
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活動 

生涯規劃委員會 參觀「教育及職業博覽2018」 
參觀香港海關總部 
參觀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通識教育科 參觀 T．Park［源．區］ 
參觀賽馬會氣候變化博物館 
參觀電力世界 
參觀九龍灣機電工程署總部大樓 

物理科 物理科觀星宿營 

課堂以外學習 



(F)境外交流與學習 



Canada Study Tou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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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eland Study Tou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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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會財及歷史科  
日本京都大阪歷史及企業考察之旅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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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及視覺藝術科  
首爾音樂藝術文化考察之旅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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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教育組 
馬來西亞古晉 
科技大學 

STEM比賽之旅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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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科 大連、瀋陽 
歷史文和文化探索之旅 2018 

84 



中國歷史及生物科 內蒙古 
歷史、生態、現況遊學團 2018 

85 



科學科 肇慶自然地貌及保育學習團 2018 

86 



US West Coast Study Tour 2017 



宗教科 意大利交流團 2017 



8

9 

上海體育及文化探索之旅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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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歷史文化及 

經濟探索之旅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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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科 北京交流團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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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台灣生態學習團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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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與科學科深圳市高
科技考察之旅 2017 



U.K. Study Tour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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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ralia Study Tour  



New Zealand Study Tour  



上海、蘇州、常州企業考察團 

企業、會計及財務概論科 



沙巴熱帶雨林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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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來自意大利 

Liceo Scientifico G. Marinelli 

的師生 (2016-2017) 



於 2013年11月崇德人與意大利學生 

一同探訪北京兩所中學 

與廣州香江中學學生一同考察廣州植物園 

分別於2013 及 2014 年探訪 

馬來西亞 

Kota Kinabalu High School 

與各地友校學生交流 



2017-2018 境外交流及考察團 
科目 目的地 參加學生人數 
中史科 大連、瀋陽 10 

綜合科學科 肇慶 40 

英文科 加拿大 30 

通識科及科學科 深圳 129 

英文科 愛爾蘭 30 

音樂科 韓國 30 

歷史科及企會財科 日本 30 

中史科及生物科 內蒙古 40 

STEM 教育組 馬來西亞 6 

總人次 345/750 



 曾蒞臨崇德訪問的教育團體 (2012-2017)     
香港        觀塘瑪利諾書院、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及天水圍天主教小學校長及老師 

香港     新任校長培訓班學員 

澳門       聖心英文中學校監、校長及中、小學老師 

廣州市   花都區英語教師 

廣州市   香江中學董事長、校長及老師 

中山市   中學校長及教師 

中山市   曹步中學師生及海洲中學師生 

北京     教育學院副院長及中學校長 

台灣     台北市國中及高中校長及科組主管 

泰國       Suan Sunandha Rajabhat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College 的教授及研究生 

意大利   Liceo Scientifico G. Marinelli 的教師及學生 

英國       Moyles Court School 校長 Mr. Meakin 

美國       Junipero Serra High School 校長 Mr. Lars Lund 

美國       Notre Dame High School 校長 Ms. Maryann Osmond及國際留學生主任 Ms. Raena Mullan 

• 日本       會津大學副校長 Kazuaki Yamauchi教授及規劃和管理部Yasuhiro ABE教授  

• 澳洲        University of NSW Global 行政總監 Mr. Martin Spears 及其同事 Mr. Lee Mi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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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Greg Meakin 

Principal of Moyles Court School, 

 Hampshire, U.K, 

Liceo Scientifico G. 

Marinelli  

與境外教育團體的聯繫 

北京教育學院教授及中學校長蒞校訪問 廣州花都區英語教師蒞校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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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 Suan Sunandha Rajabhat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College 

教授及研究生蒞校訪問 

澳門聖心英文中學校長及教師蒞校訪問 廣州市香江中學校長及教師蒞校訪問 

Principal and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f  

Notre Dame High School, USA 



(六) 學校與家長、校友                
及 

外界合作 



家長教師會2018-2019年度工作計劃 
日 期 活  動 

10/09/2018(一) 敬師日 

12/10/2018(五) 會員大會 

19/10/2018(五) 公益金便服日 

18-19/10/2018(四及五) 舊校服回收及贈送 

20/10/2018(六) 
家長講座I 

 

1/11/2018(四) 家長義工聚會 

2,9,16,23/11/2018(五) 中一家長小組 

05-06/11/2018（一及
二） 

運動會 

22,24/11/2018(四及六) 英語樂繽紛 

28/11/2018(三) 校慶日 

02/12/2018(日) 六十周年校慶晚宴 

日 期 活  動 

11/2018~05/2019 朗誦節/音樂節帶隊 

7/12/2018(五） 聖誕愛心天使探訪老人院 

14/12/2018(五) 
聖誕送暖行動 

Operation Santa Claus 
9,16,23,30/01/2019
(三) 

中一, 二家長工作坊(有品教
育) 

24/02/2019(日) 親子同樂日 

16/03/2019(六) 
家長講座II 

 

18/05/2019 (六) 
家長講座III 

 

22-24/05/2019（三
至五） 

端午節一口糉製作班及 
愛心天使端午粽香送溫情 

28/06/2019(五) 家長義工聚會 

7–8/2019 視藝科作品巡迴展覽 

24/8/2019(六) 新生日 



新鴻基地產慈善基金有限公司贊助 

新界西精英學生培訓計劃 
每年資助學校以下項目： 

精英培訓計劃 
港幣$311,000 

功課輔導計劃 
港幣$50,000 

傑出學生獎一名 
由學校推薦 

獲頒港幣2,000書券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優異學生獎兩名 
考獲 3科5** 或 5科5* 以上 

各獲頒港幣$2,000書券 

 



香港中學文憑試獎學金 

家教會獎學金 
學生最少取得一科5* 或以上 
 

校友會獎學金 
在香港中學文憑試最好成績的三位同學 
 

新鴻基地產慈善基金獎學金 
在香港中學文憑試最好成績的兩位同學 



王潘律師行獎學金 

文憑試成績 獎學金 

基本條件：中文及英文取得 5* 以上 

七科  5** HK$120,000 

六科  5** HK$100,000 

五科  5** HK$80,000 

四科  5** HK$60,000 

三科  5** HK$40,000 

兩科  5** HK$20,000 

一科  5** HK$10,000 



其他獎學金 
戴均獎學金 
關慧賢校長獎學金 
李裕禮校長獎學金 
潘黃色銀校長獎學金 
王光榮律師獎學金 
優異品格及服務獎 
學生領袖獎 
最佳運動員獎 
跨境遊學獎學金 
（學生家庭正申領綜援或全額書簿及車船津貼）  

全級第 1 名：      最高 $20,000 
全級第 2 – 5 名：  最高 $15,000 
全級第 6 – 10名：       最高 $10,000 
 

 
 
 
 
 



(七)教學語言 



除中文、通識、中史、普通話及宗教倫理
科外，全部科目均以英語授課。 

所有英語老師在校內均以英語跟學生交談。 
早禱、集會宣佈等，均用英語。 
每週星期一為英語日。 
星期四可用普通話宣佈非英語授課科目的

活動資訊。 

語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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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自創校以來，均以英語為主要授課語言。 

 

由於向來本校收生全屬成績優異學生，教育局
核准本校全部班級可採用英語為主要授課語言。 

教學語言政策展望 



(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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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領域 中一至中二 中三 中四至中六 

英國語文教育 英國語文 英國語文 英國語文 

中國語文教育 中國語文、普通話 中國語文、普通話 中國語文、中國文學 

數學教育 數學 數學 
數學（必修部分）；數學延伸部分 

單元 （一）及（二） 

通識教育 通識教育 通識教育 通識教育 

宗教教育 倫理與宗教 倫理與宗教 倫理與宗教、倫理與宗教 

科學教育 綜合科學 物理、化學、生物 物理、化學、生物 

個人、社會及 

人文教育 
中國歷史、歷史、地理 中國歷史、歷史、地理 中國歷史、歷史、地理、經濟 

科技教育 普通電腦、科技與生活 普通電腦、基本商業 
資訊及通訊科技、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藝術教育 視覺藝術、音樂 視覺藝術、音樂 視覺藝術 

體育 體育 體育 體育 

其他學習經歷 其他學習經歷 其他學習經歷 其他學習經歷 

** 紅色的科目代表是校本課程。 



加強中文、英文科的基礎訓練 

於初中階段開設大部份新高中科目 

初中開設通識科 

中三級開設物理、生物、化學、基本商業等

學科，讓學生提早接觸有關科目 

推行校本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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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法 

• 麵粉花班 

• 甜品工房 

• 手作文青體驗班 

• 機械人創作班 

• 投資與個人理財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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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遊遊 

• 社會服務（長者學苑） 

• 綠色天地由我創 

• 捲紙藝術班 

• 麵粉花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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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初中各項安排 



暑期銜接課程 

中一生活體驗營 

雙班主任 

強化兩文三語－    
普通話日、English-for-
All Day、參加校際朗誦
節 

大哥哥大姐姐計劃 

 

設通識科 

設科技與生活科 

設基本商業科 

崇德人自我發展計劃 

天主教同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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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分配學位   
2018 - 2019 



Admission Criteria  
收生準則 

Weighting  
比重 

Academic Performance 學業成績 40% 

Conduct 品德操行 20% 

Interview 面試表現 20% 

Participation in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and Awards  
課外活動及獎項 10% 

Relationship with the School 與學校聯繫 10% 



內容  

  以日常生活問題及時事為主 
 

形式  

  分個人及小組形式，以中英雙語進行 
 

時間  

  約三十分鐘，必須出席。本校不會另作面試安排 

 



統一分配學位   
2018 - 2019 



統一派位機制 

將個別學生小五下學期及小六上、下學期成績標準化 

參照其學校2016及2018年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的平均
成績，對個別學生的校內成績作出調整 

將全港學生調整後的積分按高低排列次序，把首三分一學
生劃分為「第一組別」；其次的三分之一劃分為「第二組
別」；再其次的三分之一劃分為「第三組別」 

「第一組別」學生將獲優先分配學位；其次是「第二組
別」；最後是「第三組別」 

同一組別的學生均會在派位前獲分派一個隨機編號，編號
較小的學生會先獲分配學位 



電腦派位的程序 

按派位組別、隨機號碼及家長意願派位 

先派甲部「不受學校網限制的學校」的學位 

第一組別隨機號碼最小的學生先獲派位，接著是隨機號碼其
次小的學生，餘此類推 

審視完第一組別學生的選擇後，再審視第二組別學生，餘此
類推 

獲派甲部學位的同學，將不會再獲乙部分派學位 

直至處理完所有同學的甲部選擇，再派乙部「按學校網的學
校」學位 

乙部派位的優先次序與甲部相同 



填寫「中一派位選擇學校表格」須知 

如很想升讀某一中學，可將該校填寫在甲部和乙部的第一意
願，並放棄甲部的第二和第三意願 

乙部的第一、二、三意願會獲優先考慮 

若隨機號碼最小的同學的第一意願落空，便須待所有同組別
的同學的第一意願獲處理後，電腦才開始考慮其第二意願 

如同學首三志願均落空，電腦將會在其餘的二十七個意願中
順序給他分配一間尚有學位的中學 

填首三志願的保守方法：1.進取；2.保守；3.保守 

填首三志願的進取方法：1.進取；2.進取；3.保守 

填首三志願的危險方法：1.進取；2.進取；3.進取 



中一收生總數 : 124 統一派位總數 : 84 

本校學位數目 

8 

21 

55 

甲部(跨網) 

乙部(聯繫) 

乙部(元朗區) 

40 

84 

自行分配 

統一派位 



一些簡單的計算 
2018-2019年度元朗區小六學生人數約 5,300人 

  其中三分之一為第一組別學生，約有1,767人 
  十間中學的自行分配學位約有400個 

  約有80個學位（中一學位的10%，即每所學校8個）會在 

  甲部分配跨網學位階段被取錄 

約有1,287個第一組別的學生將參加乙部統一分派學位 

扣除聯繫小學學位，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約有 63 個學額供統一分派
學位（包括甲部及乙部） 

換言之，只有隨機號碼較小的第一組別同學並以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為第
一意願的首 63 名（甲部+乙部）同學有機會獲派崇德。 

當崇德的 63個學額已經派完，其他第一組別並以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為第
一意願的同學均不會獲派崇德；更遑論把崇德放在第二、甚至第三意願的
同學了。 



一些有趣的問題 

「某英中」的「孫山」跟「某中中」的「狀元」比較，誰的

成績較好？ 

某著名中學，收錄了四十所小學考第一名的同學，在第一次

派成績表時，有多少中一同學會感到失望？ 

某著名中學，經常培養出公開考試的狀元，其餘的學生通常

考獲怎樣的成績？ 

一位中游學生，他被派往的第三組別學校視為資優生，被編

入「精英班」；另一位成績相近的中游學生，他被派往的第一

組別學校視為後進生，被編入「輔導班」，上述安排對兩位學

生的成長有何影響？ 



一些有趣的問題 

開家長會時，甲家長向校方反映「學校的家課太少」；同時，乙

家長則說：「我最欣賞這學校的地方正是因為她學習生活輕鬆！」 

開家長會時，甲家長向校方反映「學校紀律太寬鬆」；同時，乙

家長則說：「我最欣賞這學校的地方正是因為她校風自由！」 

開家長會時，甲家長向校方反映「開設精英班會造成標籤效

應」；同時，乙家長則說：「我最欣賞這學校的地方是她有精英

班，因為那樣才能照顧學習差異！」 

一般「英中」的初中授課內容較一般「中中」淺易，但每一科也

要求你背默英文生字，小六學生有心理準備嗎？ 



• 學習習慣、方法和態度的轉變 

• 評核方法的轉變 

• 精英雲集 

• 英語教學 

• 家長管教方式轉變 

• 沉迷打機 

• 結交損友 

• 過份投入課外活動 

• 拍拖……  

名列前茅  充滿變數 

「我個仔小學好叻架，嚟左你崇德就……」 



• 學習習慣、方法和態度的轉變          了解中學的學習方式 

• 評核方法的轉變         不要再「臨急抱佛腳」  

• 精英雲集         看表現是否進步而不是只看名次、分數 

• 英語教學         多看英文書、電影等 

• 家長管教方式轉變         由權威式變為朋友式、鼓勵自律 

• 沉迷打機          養成良好生活習慣、定立目標、取得成就 

• 結交損友          參加健康的團體活動 

• 過份投入課外活動           妥善管理時間 

• 拍拖         培養良好親子關係 

名列前茅  充滿變數：一些可能的答案 

  



如何面對壓力？ 

先釐清以下觀念： 

我不要多功課，但要名列前茅 

我不要測考，但要升讀精英班 

我不要考 DSE，但要升讀大學 

我不要辛苦工作，但要高薪厚祿 

有備而戰，多勞多得 

有明確目標，但不是強人所難 

承認及接受自己的局限 

相信人人可以成功 

不
勞
而
獲 



有關「叩門位」 

由於升中學生人口逐漸回升，在不影響同區友校收生的情
況下，本校今年將恢復酌收「叩門位」。 
申請「叩門位」的基本條件： 
1. 自行分配學位階段有申請崇德；及 
2. 統一分配學位階段將崇德放在第一志願。 



 祝各位家長都能為自己的子女選擇到心儀的中學。 

 

 但無論派位的結果如何，均請大家保持現有的積極態度，支持自己

的子女，面對升中的新挑戰。希望大家明白下列四項要點： 



最後…… 

如果子女獲派心儀的中學，並不表示父母的責任已完結，日後
不需要再關顧子女的學業。走好初中的路，高中才易有成就。 
 

縱使派位的結果未如理想，也不是子女的錯；在這時刻，他們
更需要得到家長的支持，請不要為子女添加不必要的壓力。 
 

香港認真辦學的學校遠較不認真的多。 
 

良好家校合作是成功學校教育的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