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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設施
除一般設施外，2015年開始設立學界首間「創客空間」(LCP Makerspace)，配合推行STEM教

育。此外，全校課室皆設有WiFi網絡進行電子學習，互動學習更添趣味。至於多個特別室，

包括數碼媒體創意製作室、電腦室、實驗室、STEM學生資源中心、「校園電視台」、有機耕

圃及戲劇室等。本校設施完備，讓同學可在一個舒適的環境下學習。

戲劇室

圖書館

校園電視台

創客空間 Makerspace

英語角(English Corner)

抱負
貫徹「尊仁濟世」精神，提供優質全人

教育，培育學生成為國家棟樑。

使命
本校秉承仁濟醫院「尊仁濟世」的辦學精神，致力

營造優良的學習環境及關愛的校園文化，藉以：

● 提升學生學術水平，促進自學能力；

● 培養學生良好品格及積極人生觀；

● 發展學生創意思維及解難應變的能力；

● 培養學生服務社會，貢獻國家的精神。

本校開設科目
中一至中三（初中課程）

以中文為教學語言

綜合科學、通識、地理、歷史、
經濟、設計與科技、視覺藝術、
家政、體育、音樂、中國語文、
中國歷史、普通話、戲劇、圖書館課

以英文為教學語言 英國語文

按班別／組別訂定教學語言／
校本課程

數學、資訊及通訊科技（以英語授課）

中四至中六（高中課程）

以中文為教學語言

中國語文、數學、通識教育、歷史、
地理、企業會計財務概論、化學、
旅遊與款待、生物、經濟、視覺藝術、
中史、資訊及通訊科技、物理

以英文為教學語言 英國語文

老師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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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年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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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簡介

141

全校教師總人數：49人

劉苗楷老師（左）

張家業老師（左）

STEM學生資源中心

數碼媒體創意製作室



本
校創立於一九九六年九月，由仁濟醫院

主辦，是一所政府津貼全日制文法中學，

位於將軍澳毓雅里，毗連寶翠公園，環

境清幽。

(1)	 全校語文政策：
學校致力提升學生「兩文三語」水平，初中部分

學生以英語學習數學及電腦科，同時亦推行普通

話教授中文。除課堂學習外，還透過各類活動，

如中英文廣泛閱讀計劃、中法學生交流計劃，海

外英語交流團、英語話劇、劍橋英語課程等活動，

提升學生學習語文的興趣和能力。學校亦引入了

外間資源，例如 The Joint WSE-YCH Scholarship 

Programme ﹑ WALL STREET 英語，為學生創造

良好的英語學習環境。

(2)	學習和教學策略：
● 初中推行小班教學，提升學習效能，令同學對

新高中課程有更好準備；

● 設「中一功課輔導班」，讓學生放學後留校溫

習及完成功課，養成勤溫習的習慣；

● 設英文精進班及數學精進班，以小班形式教

學，老師對每名學生有更多照顧，收拔尖補底

之效；

● 推動學生參與各種學術活動及比賽，校內活動

包羅萬有，包括魔力橋（Rummikub）比賽、

中文快速寫作及通識時事常識問答比賽等；

● 成立「STEM」研究小組，將創新科技教育元

素融入學校課程，提升學生創意思維能力；

● 致力利用資訊科技提升教學效能，推行「電子

學習計劃」，促進了師生互動和自主學習；

● 學校亦繼續推動公開課分享，鼓勵老師同儕互

相觀摩，本校老師經常應教育局及外間機構邀

請，分享教學心得。

(3)	生涯規劃：
融合生涯規劃的知識及技巧於正規課程。為學生提供個人及小

組輔導，令他們能具體規劃適合自己的升學就業路向。與本地

及海外大學及專上學院聯繫，為本校學生提供講座、模擬面試

及預先取錄等安排，協助學生升學。與外界專業團體協作，加

強相關的校本學生服務，擴闊學生視野，使他們有更佳的前途

規劃。

(4)	學生成長：
學校舉辦不同的德育及輔導活動，以提

升學生的自信心和歸屬感。舉辦各種個

人及小組成長輔導計劃，例如：自強計

劃、功課自善計劃等，協助學生訂立目

標，積極提升自我；並為有特別學

習需要的學生提供個別或小組

輔導。

「班級經營」是本校恆常推行

的重要工作，班主任在班

內與同學建立積極團結關

係，以「嚴而有愛、融洽

有序、以誠待人」的訓育

原則，營造親切氣氛。

本校亦秉承關愛文化，繼

續開展不同的成長輔導活

動，例如 「Teen 情計劃」、

「勵勉大會」、「校園天

使」、「明日領袖義工獎

勵計劃」、「中一中二升

呢（level）計劃」及「伴

你飛翔」（新來港學童適

應活動）等多元化計劃，

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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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教育
靚中「創客空間」(Makerspace)	敢想	敢做	創未來
因應近年STEM教育的趨勢，本校自2015年起，成立STEM工作小組，積極研究在校內推動STEM教育。

本校成立學界首間「創客空間」(LCP Makerspace)。短短幾年間，已進行多個PROJECT BASED 

LEARNING項目，例如利用開源(OPEN SOURCE)軟件自製3D打印機、Android遙控智能車及機械人，成

效卓越，並獲IT業界賞識，屢獲殊榮。

本校亦率先舉辦學界NERDY DERBY轆轆小車計時賽和飛越賽，並為傳統NERDY DERBY標準賽道，引

入先進電子計時系統，增加比賽的刺激性。

靚中創客空間LCP Makerspace帶領學界走進創客文化的新國度，為STEM教育締造更多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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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秉承「尊仁濟世」的精神，學生均積極參與

社會活動，投入社區服務，透過多元化的活動，

讓學生關心社群，貢獻社會，為未來成為良好公

民打下基礎。有見及此，本校成立「明日領袖義

工獎勵計劃」扶少團、長者學苑，讓學生從學校

走到社區，助人自助，達己達人。

社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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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學生交流計劃」是法國學校Ensemble Scolaire Saint – 

Jean 與本校一年一度合作的師生交流計劃，透過兩地師生的親

身交流及體驗，讓彼此瞭解兩地中西文化的特色。自2008 年

起，交流計劃已連續舉行了超過10屆，受惠學生人數眾多。此

外，我們還舉辦了一連串的境外交流活動，目的地包括緬甸及

中國大陸各大城市，透過活動，讓同學探索與認識其他地區的

風土人情，令同學尊重及領略不同地方的文化特色。

境外交流
「一帶一路」緬甸仰光

中法學生交流計劃

中國山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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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雲南

中國北京

「同根同心」廣州海上絲綢之路歷史文化探索之旅

中國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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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有近40個學會及小組，為學生提供學

術、體育、服務、藝術等不同活動的學習機

會。其中本校花式跳繩隊及龍舟隊多名成員曾

入選香港代表隊，參與國際比賽，為港爭光。

另外，全年舉辦多項班際及社際比賽，豐富學

生校園生活，並展現學生的多方面潛能。

課外活動
足球

跳繩 粵劇

流行樂隊

STEM

龍舟

排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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欖球

舞蹈

龍獅藝
單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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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小學STEM大賽

第八屆全港公開技能舞龍錦標賽青年組—全場總冠軍

「靚中人」品學兼優，動靜皆

宜，近年在全港公開比賽，屢

獲殊榮，包括跳繩、舞蹈、龍

舟及龍獅藝等活動。
學生成就

MakerFaire 造大世界—
足球機械人比賽_冠軍

2019香港中小學STEM大賽初中組啟發大獎

第20屆香港國際龍舟錦標賽200米小龍賽季軍 11



HKICPA Accounting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Case Competition (Proficiency team)

第53屆學界舞蹈節（乙等獎）

世界奧林匹克機械人2017中國區總決賽
太空任務挑戰賽一等獎

第十六屆西貢區傑出學生選舉
西貢區傑出學生獎

全港學界跳繩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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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2年中學文憑試(DSE)推行以來，八大專上院校均見「靚中人」

的縱影，足見本校學生努力奮進，成就卓越。

靚中學生入讀香港各大學名單（節錄）

吳梓維 香港大學 理學
林佩雯 香港大學 文學
陳寶祺 香港大學 護理學
陳嘉淳 香港大學 工程
楊深凱 香港大學 工程科學
趙俊杰 香港大學 工程
蔡健豪 香港中文大學 工程
李雪瑩 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語言及文學
鄭 洋 香港理工大學 酒店及旅遊業管理
楊詩挺 香港理工大學 服裝及紡織
林鉅玉 香港理工大學 投資科學
溫君豪 香港城市大學 工商管理
林尤健 香港城市大學 測量學
林曉桐 香港城市大學 會計
林偉俊 香港城市大學 建築學及土木工程
黃雅雯 香港浸會大學 幼兒教育
胡敏玲 香港浸會大學 理學
鄒翔瑋 香港浸會大學 財務學
陳國添 嶺南大學 文學
吳寶珊 嶺南大學 文學
梁婉芬 嶺南大學 文學
黃銘珺 香港教育大學 視覺藝術教育
陳雪婷 香港教育大學 中國語文教育
吳焯昆 香港教育大學 中國歷史教育
柳家怡 香港公開大學 創意廣告及媒體設計
吳焯華 香港公開大學 英文及比較文學
陳勉匡 香港公開大學 互聯網科技
陳賢雯 香港恒生大學 數據科學及商業智能學
譚雅元 香港恒生大學 供應鏈管理
陳頌慈 香港樹仁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
黃俊宇 香港樹仁大學 歷史
鄧翠怡 香港樹仁大學 新聞與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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