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在西貢  學於西崇」計劃
本校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 50 萬推行「家在西貢，學於西崇」計劃，
設計結合社區資源的課程，讓學生透過實地到社區探究、觀察、搜
集資料、分析整合，從而激發學生自覺主動學習。本校亦邀請友校
師生參與計劃，體會西貢社區學習的獨特之處。

西貢天后廟實地考察

「Sai Kung Tour」活動

「朝聖之旅用 IT」活動

友校到校參與計劃

「海鮮也環保」活動

成果匯報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 ( 中學部 )
Sai Kung Sung Tsun Catholic School (Secondary Section)

學校地址︰新界西貢普通道
電    話︰ 2792 6712
電    郵︰ sts-mail@hkedcity.net
網    址︰ www.sts.edu.hk

  學在西崇

傳媒報導
2016 年，本校接受多家媒體的訪問報導，介紹馬蹄蟹寶寶的孵化
過程，希望藉此加強民眾保育馬蹄蟹的意識。

商業電台 -881903 新聞專題 好好學習

TVB 新聞 (2016 年 9 日 27 日 )

《星島日報》(2016 年 2 月 19 日教育版 )

《星島日報》(2016 年 9 月 26 日教育版 )

TVB《東張西望》 (2016 年 9 日 27 日 )

非洲鼓樂工作坊
校園電視台

陶藝創作拉坯工作坊

電子教學

多元智能活動

為了配合政府的教育政策及順應社會發展，本校已於校本課程及
課堂教學融入不同的電子學習工具，讓學生更積極參與課堂，活
用電子器材掌握知識，進一步提升學習動機。

為配合教育改革趨勢，本校每年提供多元化的聯課活動，讓學
生善用餘暇、發揮個人潛能、擴闊視野。本校期望聯課活動配合

課堂學習，繼續加強體藝服務培訓，讓德智體群美靈六育平衡發展。

其他活動：日文學會、IELTS 考試預備班、社會服務團、手造皮革工作坊、
化妝班、街跑少年、足球及健體組、髮藝學會等。

運用 IPAD 進行宗教科活動

銀樂隊表演

樂讀社

綠悠遊

花式滑板班獨木舟體驗
( 海事青年團 )

運用 3D Printer 製作飾物

人生教育 - 自我祝福

自處教育 - 鹽田梓之旅

大愛教育 - 躬耕於西崇

聯校學生心靈大使培育計劃

2008 年，本校參加了香港中文大學「寓靈修於教育」先導學校計劃，
並逐步為學生提供心靈教育。我們希望幫助學生學懂安靜，練習自處，
計劃人生，好能在投身社會時心懷大愛，成為人類的福源。

心靈教育

靈修大使 – 「傳訊周講座」領禱

心靈教育講座



寬廣的校舍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Secondary 1  
Harmonic Speaking  

- Third

Secondary 1-5  
Solo Verse Speaking  

- Certificate of Merit 

Secondary 5  
Dramatic Duologue  

- Certificate of Merit 

普通話水平考試

10 名中四學生獲 
香港理工大學頒發 
《普通話水平證書》

學術成就 體育成就

English Choral Speaking

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學五、六年級女子組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 - 季軍

8 名學生獲頒良好獎狀 16 名學生獲頒優異獎狀

城門河長跑

新界地域中學校際室內賽艇比賽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 ( 香港賽區 )

6 名學生獲頒優異獎

第二十屆全港中小學 
普通話演講比賽

2 名學生獲頒優異星獎
2 名學生獲頒優異獎
1 名學生獲頒良好獎 第二十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 

演講比賽

2018 年「4‧23 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

1 名學生獲頒初中組    優異獎

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研究及發明 - 高中生物及健康組優異獎

香港非撞式欖球總會主辦

中學學界非撞式欖球 
錦標賽

男子乙組　盃賽季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

新界地域中學校際室內賽艇比賽

男子甲組　500 米季軍
男子丙組　500 米季軍
女子甲組　1000 米冠軍
女子丙組　500 米季軍

Descente HK 主辦　 

學界越野賽

男子甲組　個人亞軍
男子乙組　個人冠軍及團體亞軍
女子甲組　團體亞軍
女子乙組　團體亞軍

長沙灣天主教中學、 
港九街坊福利會 

孫方中書院主辦　 

學界越野之王長跑比賽

男子甲組　個人冠軍
男子乙組　個人亞軍及團體亞軍
女子乙組　團體冠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田 

及西貢區中學分會主辦　 
學界大棠越野賽

男子乙組　團體亞軍
女子乙組　團體亞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田及 

西貢區中學分會主辦　 
城門河長跑

男子甲組　個人冠軍及團體亞軍
男子乙組　個人季軍及團體亞軍
女子乙組　團體亞軍

新鴻基地產主辦　 
新地公益垂直跑國際垂直馬拉松 ( 香港站 - 勇闖 ICC）

中學組接力　亞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西貢體育會主辦

西貢區分齡田徑比賽

男子少年組 5000 米亞軍
1500 米冠軍及亞軍
800 米亞軍及季軍
400 米亞軍
200 米亞軍
跳遠季軍

女子少年組 1500 米季軍
800 米亞軍
400 米亞軍及季軍
100 米冠軍
跳高冠軍
跳遠亞軍

2018 趣味科學比賽「缺一不可」

低班組 ( 波子級 )　一等獎

優美校園
憑藉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本校校舍佔地寬廣，四周草木
青蔥，締造親近大自然、能媲美外國校園的校舍。

明陣廣場 手球場及籃球場佔地寬廣

經典明陣校內聖心堂

普通話水平測試

本校在中一級開始推行「STEM 教育課」，並開展「從小發展到大發明」的 STEM
教育計劃，藉以提升同學對 STEM 相關範疇的興趣，以及加強他們的創造、協作和
解難能力。

STEM教育課

「從小發展到大發明」

向校外評審介紹自家發明

創客教室

學習成果

公民體育會主辦

公民青少年田徑錦標賽

男子青年 B 組 鉛球亞軍及季軍 女子青年 B 組 1500 米亞軍及季軍

女子青年 A 組 400 米季軍 女子青年 C 組 1500 米冠軍

新創建集團、香港地貌岩石保育協會及全城街馬主辦　 
北潭涌地貌王 10 公里比賽

男子青年組 冠軍及亞軍
女子青年組 冠軍、亞軍及季軍

香港天主教教區中學聯校運動會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田及西貢區中學分會主辦　 

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 5000 米冠軍
800 米季軍
400 米季軍　　
標槍亞軍

男子丙組 100 米欄冠軍
400 米亞軍

女子甲組 100 米亞軍

男子乙組 800 米冠軍
400 米冠軍
4X400 米接力亞軍

女子丙組 跳高季軍

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聯會主辦

香港天主教教區中學聯校運動會

男子甲組 1500 米季軍

男子乙組 1500 米亞軍
800 米冠軍及季軍
400 米亞軍
4X400 米接力冠軍
鉛球亞軍
鐵餅季軍
團體季軍

男子丙組 100 米欄冠軍
4X400 米接力季軍

女子甲組 400 米季軍
100 米冠軍
4X100 米接力季軍
跳遠季軍
團體季軍

香港足球總會及和富社會企業主辦　 

足動全城女子七人賽

中學組碟賽冠軍

足動全城女子七人賽

本校建立「創客教室 (Makers'Studio)」，
讓同學實踐所學。同學需於每周增設的第
九節課堂學習 STEM 相關範疇的知識，並
分組設計及製作一件「可改善人類生活」
的裝置，於學年結束前公開展示學習成果。

科學中心

科研成果 -成功繁殖馬蹄蟹

為 推 動 科 學 探 究 教 學 的 發 展， 本 校 透 過「STEM Center@Kowloon 
East ( 東九龍科學中心計劃 )」優質教育基金，擴建科學中心 (STEM 
Center)，又推行科學領袖計劃及小小科學家計劃。本校透過成立科學
領袖及教師團隊，讓學生鞏固所學，提升綜合應用數理能力。

2016 年，本校推行「馬蹄蟹保育及繁殖計劃」。經過半年反覆嘗試，本校更成功孵
化出小馬蹄蟹，成為本港首間成功進行馬蹄蟹人工培育的學校。

學習生物的骨骼構造

科學中心設備多

馬蹄蟹寶寶 馬蹄蟹出生了

專心留意老師的實驗示範

學生用心照顧馬蹄蟹

女子乙組 1500 米冠軍
400 米亞軍
4X400 米季軍

女子丙組 400 米冠軍
跳高冠軍

2018趣味科學比賽「缺一不可」
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優異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