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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背景
校監	 葉嘉雯女士
校長	 何力生先生
學校類別	 津貼男女校
辦學團體	 美國天主教傳教會
	 （瑪利諾神父）
宗教	 天主教
創校年份	 1957年
校訓	 真理忠貞
家教會成立年份	 1999年
校友會成立年份	 2005年

學校宗旨
  本校秉承天主教辦學精神，以
基督的愛為本，以「全人教育」為
目標，致力拓展學生的靈性，並以
「真理忠貞」作為校訓，幫助學生
建立積極進取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讓他們愉快學習，發展潛能，並在
靈、德、智、體、群、美六育的薰
陶下健康成長。

修會服務
  美國天主教傳教會（瑪利諾神
父）於一九五七年在深水埗創立本
校，以侍主愛人的精神為本區學生
提供優質的全人教育。

  年輕一代對瑪利諾修會在香港的工作可能不大熟悉，但是他們的祖輩或父
母輩對「美國神父」當年在香港的扶貧工作多是耳熟能詳。
  瑪利諾修會（Maryknoll	 Fathers	 and	Brothers）的正式名稱是美國天主
教傳教會(Catholic	 Foreign	Mission	of	 America)，於1911年在美國創立，自
1918年派員到華福傳至今。
  瑪利諾神父早期主要是在廣東、廣西、吉林地區建立教會，	在1950年後從
內地轉到香港工作。神父受教區所託，主理柴灣、牛頭角、東頭邨（現稱「樂
富」）和九龍仔（現稱「石硤尾」）四個難民聚居的地區。神父為貧困老弱解
決生活上的燃眉之急，如提供食物，住屋和醫療服務。老一輩的香港人不管是
否天主教教友，對「美國神父」當年派發的麵粉、麵條、奶粉，衣物仍會津津
樂道。「授人以魚」後，神父開始「授之以漁」，自1950年代後期創辦多所
中、小學，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就是1957年在這個背景下創立的，是當時第一
所受政府資助的學校。歷屆校友在不同領域的成就，恰恰實現了神父培育學生
力爭上游的願景。
  1970年代以後，由於社會環境有所改善，瑪利諾會逐漸淡出直接扶貧和教育
工作，轉往開拓其他的福傳領域，以其獨具的識見和本事，創立「伸手助人協會」，幫助老弱自助；創立「天
亞社」，在亞洲地區做大眾傳播；主編英文「公教報」；成立教區「正義和平委員會」；在聖神修院任教和做研
究；輔助教區施行天主教法典等見證工作。修會繼續在香港默默耕耘，播種福音精神，但是由於工作低調，所
以不廣為一般市民認識。
  香港於1950年代面對的是物質生活的匱乏，現今面對的是精神生活的枯竭。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早年致力
照顧貧苦學生，給他們一個關愛的環境成長學習，期望他們學成後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今天學校仍然秉持
「愛主愛人」的理念，為來自不同背景和志趣的學生提供一個認真學習知識和「真理」的校園，期望他們能夠
「忠貞」地追隨瑪利諾神父的足蹟，學成後在專業的崗位上有所貢獻，為香港締造一個仁愛和公義的社會。

葉嘉雯女士

「真理」和「忠貞」
是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的校訓

校監的話

中六同學榮獲九龍地域傑出學生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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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課不停學，開學不上學，網上教與學，關鍵在自學〉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香港教育界面對史無前例的停課潮，「停課不停學」
讓老師們措手不及，教育界也必須作出相應的改變。
  在這個史無前例的停課潮中，網上學習（以視像授課取代實際上課）無疑成
為大多數學校的權宜之計。對於自我管理能力高的學生而言，科技是協助他們學
習的利器。然而，我最大的擔憂是學校沒辦法接觸到所有孩子，尤其是那些資源
不足，或是家庭無法提供足夠支援的學生，他們的學習成效在停課期間無可避免
受到影響。
  網上學習下，老師不再使用傳統的教學方法，照本宣科，而是活用專業知
識，設計出適切的教材和實踐策略，改變評估方法。從傳統由上（老師）而下
（學生），變成利用學生的活力與經驗，引發他們的學習動機，提高自主學習能
力。學生應利用這個機會，探索適合自己的學習策略，思考怎麼學、何時學、在
哪兒學、學什麼，如何找到新答案等。
  若要網上學習奏效，家長必須抽空在家觀察子女上網課的情況。倘若發現子
女在上課時「掛機」、睡覺、打遊戲機、甚至欠交功課，便要即時制止，並與老師
商討如何協助子女提高學習動機。
  究竟哪些學生能夠在這非一般學習環境下獲得良好的學習成果？關鍵在於學
生是否擁有較強的自主學習能力。故此，校方已把「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列為本學年的重點關注事項。
  盼望疫情儘快過去，師生們能重回校園，愉快教與學！

關注事項
1.	 優化學與教活動，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	
	 精神
2.	 以正向教育及天主教核心價值培養學生	
	 的正面品德
3.	 推動	STREAM	教育

碩士或博士以上 59%
學士 98%

教育文憑 100%

達到語文能力要求
英文科 100%
普通話科 100%

教師資歷
全校教師總人數：58
外籍英語教師人數：1

學習支援
  為照顧同學們不同的學習需要，學習支
援組為同學提供課後功課輔導班、學科補習
班、英語學習能力補習班和試前補習班。

2020-2021課程結構
中一 中二 中三

英語授課
英國語文、綜合人文、數學*、電腦*、

音樂*	(中一及中二)	
綜合科學 化學、生物*、物理*、會計*

中文授課
中國語文、普通話、中國歷史、視覺藝術	(中一
及中二)、倫理及宗教、體育、生命教育	(中一及

中二)、科學研究**

校外課程 無 設計與科技、科技與生活、視覺藝術	
(課程由教育局藝術與科技教育中心提供)

*	 全級共四班，三班以全英語授課，一班為非全英語授課	(數	
	 學、電腦、音樂、生物、物理及會計以中文授課，其他科	
	 目以英語授課)。
**	 選修科目

新高中課程（中四至中六）
主修 英國語文、中國語文、數學、通識教育

選修科一、
二、三

生物、化學、經濟、歷史、資訊及通訊科技、中
史、地理、物理、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數學
延伸單元二、視覺藝術	*、設計與應用科技	*

選修科四* 音樂	、日語、法語、應用學習	(中五及中六)
其他** 倫理及宗教、體育

*		 課程由教育局藝術與科技教育中心或其他認可機構提供
**	 以中文授課

校長的話

何力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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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學生構作立體模型

中一資訊日數學攤位 中三數學科跨科STEM活動 - 法証先鋒

中小學協作數學活動

數學問答比賽

每月數學家介紹

數學科
  為培養學生對數學的興趣，從而提高學生的解難能力，各科任老師於日常教學運
用不同教學方式和技巧，例如協同學習、互動評鑑、自主學習、即時回饋及多媒體學
習等，以提升學習成效。除日常課堂教學外，數學科亦於校內為各級同學舉辦一系列
活動，包括午間數學遊戲活動、數學遊踪、數學問答比賽及數學書展等。學科亦與
其他中小學合辦跨校數學活動，例如「中一資訊日」的數學攤位及中小學協作數學
活動。此外，本校學生亦積極參與校際數學比賽，並屢獲佳績，包括「中學生統計創
意寫作比賽」冠軍、「中學數學專題習作比賽」冠軍、「中學生統計習作比賽」優異
獎、「校際系統建模與優化競賽」亞軍等。

Brother Joe joins English lessons

Form 1 Daily lunchtime activity

English Society recruits new membersStudents enjoy Halloween Fun 
with the Principal and teachers

Boosting students’ genuine interest in language acquisition has 
been the prime mission of the English Department. We have organised a 
variety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activities to meet this end. 

For weekly activities, both the English Society and English 
Ambassadors assist English Teachers in organizing activities such as 
World Englishes, Worldwide Festivities: Halloween Fun, Watch with 
Me: Lunchtime Movie Shows for  junior form students. Our students also 
enthusiastically participate in the  Speech Festival and reap numerous 
awards.  

To equip students with skills to utilize e-learning tools, we have 
piloted Bring Your Own Device policy. Students make use of electronic 
devices in their everyday work, which includes selecting and analysing 
online materials for their own research topics, giving and recording 
presentations and submitting work for publication. The policy helps to 
cater for learners’ diversity and stretch their potentials.

To further enhance their ability to interact with others in English, 
students are coached to take part in inter-school oral practices, inter-

school drama competitions and 
public speaking competitions.

With concerted efforts, we 
nourish a vibrant generation 
of lifelong English learners to 
cope with the ever-changing 
demands on society.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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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中文科透過各種校內校外的活動，培養同學對中國語文的
興趣，以及提升他們的寫作技巧。在校內活動方面，除了演講、辯
論等比賽外，亦積極鼓勵學生擴闊閱讀面，提高閱讀興趣和能力。
在校外活動方面，中文科鼓勵同學參加不同的寫作比賽。
  在平日的學習活動中，中文科老師積極採用各種互動有趣的教
學方法，例如運用平板電腦，增加學習趣味外，運用網上社交或學

習平台，加強師生和同儕之
間的互動，培養自主學習，
提高學習效能。
  中文科除了著重學生的
學業成績，亦以不同活動，
例如中秋燈會、元宵節活
動，讓學生體味中華文化的
內涵。

中文科

通識科

普通話科

中文學會字謎遊戲

中文學會字謎遊戲得獎同學

中文學會幹事分享學習心得

中秋節猜燈謎

新春大旅行

家長教師會
地球一小時展覽

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參觀終審法院

DIY太陽能充電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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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實驗技術 設計迷宮遊戲

共同努力解答問題學習Microbit程式編寫 校園遊蹤

科學研究科
  本校首創的科學研究科旨在培育學生多角度思維，解決問題的能力和創造力。
課程及教材均由本校教師團隊設計。

推動STREAM
跨學科活動
  本校歷年舉辦多項跨學科活動，如鑑證科學、木片書籤製作、認識校園、試做古生物學家、飛魚探索等
等，在有趣的情境下，培養同學應用知識與技能、創造、協作和解決問題等能力。

認識校園
  中四同學為中一同學設計了校園遊蹤的STEM學習活動。活動涵蓋數學科，電腦科和綜合人文科的知識。活
動中，同學利用角度，方位，並配合MICRO:BIT在校園進行遊蹤，找出放置在校園內的寶藏。同學把收集到的
資料按序排列，從中學習學校的歷史。

鑑證科學 - 血濺活動
  中三級的STEM學習活動，由數學科、電腦科、生物科和宗教科合辦，
並用同學編寫的手機應用程式計算，模擬兇案現場推斷案發經過。多間友
校的老師蒞臨參觀，報章亦有到場採訪。

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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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小小科學家」獎勵活動 中五學生研究雙重九連環計算國際科學及工程大獎賽
(香港區選拔)

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研究九連環 再下一城
  一位中五同學中一便開始修讀科學研究班，暑假期間對九連環進行研究，利用數學證明Gros	Sequence	及
Gray	 Code	拆解九連環。之後同學精益求精繼續提升作品水平，中四時取得國際科學及工程大獎賽的決賽資
格，並在2019年代表香港，取得「明天小小科學家」獎勵活動的三等獎。其後再與另一位同學合作，以研究雙
重九連環計算Gray	Code，並找出比現時快出50%的演算法。作品在粵港澳青少年創新觀摩賽中，為香港取得
一等獎，並再次獲選代表香港參加在美國舉行的國際科學及工程大獎賽。

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三位中四同學設計的「校園遊蹤」跨學科學習活
動，獲得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二等獎。作品代表
香港區參加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優質教育基金主題網絡計劃」統籌學校
  本校連續四年獲教育局邀請，支援其他學校發
展STEM教育。來年將再以「優質教育基金主題網絡
計劃」統籌學校的身份，協助其他學校推動STEM教
育。

  學生在不同時段接觸輕鬆有趣的STEM活動，寓學習於娛樂。

午間活動、其他學習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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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及宗教科

初中天主教同學聚會

夏志誠主教到校分享

瑪利諾日便服籌款活動

開學彌撒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為學生提供不同類別的學習活動，例如：早會時
事分享、體驗活動、講座、社會服務、賣旗及探訪等，培養學生的正面
價值觀，成為有識見、理性和負責任的公民。

公義主題講座 捐血日明愛賣物會

探訪老人院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共融體驗活動 性教育工作坊清潔泥灘

8



  學校安排多元化及層面廣泛的生涯規劃活動，讓同學擴闊眼界，輔以個人化的深度生涯規劃輔導，配合同
學不同的個人需要。中一、二級着重同學在學習上的效能，中三、四級着重同學多了解自己的性格和選擇有興
趣學習的科目，中五級則着重預早做好應考文憑試的準備，與老師討論中六以後的進修及其他多元出路。

職業輔導及生涯規劃組

聯校模擬升學面試

正向教育逆風飛翔活動

中六模擬升學面試

輔導組 參觀大學校園

中一迎新日 創意塗鴉

朋輩育苗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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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科

體育科

19-20女子羽毛球代表隊

19-20男子羽毛球代表隊 校慶盃足球比賽

社際陸運會

19-20校際籃球比賽第二組(九龍)男子甲組19-20游泳代表隊

19-20男子足球代表隊

社際運動比賽 香港城市大學游泳體驗課程

19-20校際乒乓球比賽第一組
(九龍)男子甲組代表

在陸運會上為香港祈禱

校慶晚宴中自彈自唱

合唱團於開學彌散獻唱

校慶晚宴中中阮獨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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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

中四級戶外學習日 

學生領袖就職典禮

旅行日

畢業班接力比賽

社際乒乓球比賽

社際啦啦隊比賽

社際比賽

社際籃球比賽

社際足球比賽

童軍

老師打氣站

畢業班旅行 

學會宣傳日

11



校園導賞

校友活動
  本港及海外校友均關心母校的發展，積極參與學校活
動，例如：學生領袖訓練工作坊、校慶晚宴等。校友會亦
邀請不同專業的校友回校，與學弟、學妹分享選科和就業
的心得。

  校舍寬敞，設備完善，除了標準的學校設施外，還有英語天地、祈禱
室、視覺藝術室、科研工作室、學生活動室、舞蹈室、學生會及四社室、
健康體適能中心。全校鋪設光纖網絡及以數碼廣播。

學校設施

學生會及四社室

祈禱室

圖書館足球場

視覺藝術室英語天地電腦室

籃球場

健康體適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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