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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團體 圓玄學院
校監 陳國超博士

(BBS,MH,JP)
校長 馮金燕博士
創校年份 1963
宗教 儒、釋、道
校訓 明道立德．慈悲喜捨
學校類別 津貼男女
學生人數 660

碩士或以上學歷 
34%

學士 
66%

學校簡介

辦學宗旨

本校秉承圓玄學院「崇尚儒、釋、道三教，正心修身，存真養性，智
慧慈悲，依仁抱義，明道立德，博施濟眾，普渡群生」的宗旨，以「明
道立德，慈悲喜捨」為校訓，以佛陀「慈悲濟世」之精神，推行佛化
教育，啟發正知正見，為每一學生提供與時並進的全人教育，使能擁
有升學就業的能力，具備圓融通達、積極精進的人生態度，為自身、
社會、國家及人類的福祉努力。

     信念與使命

            學校的信念：每一位學生都能閃耀
            學生的信念：Yes, I can 

教師學歷

                        學生成就   24 － 27

                      中一入學資料 28

                 校舍位置圖、交通 29  

明道立德．慈悲喜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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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至 2019 學年是本校充滿喜悅及大豐收的一年，全年充滿各
項慶祝五十五周年校慶的活動，包括啟動禮、校慶運動會、新春長跑、
校慶開放日、校慶暨畢業典禮、校慶晚宴和 55 周年校刊出版等，各界
友好及新知舊雨都濟濟一堂，歡樂相聚，一同見証本校的發展和成就。

        校園各項設施持續優化，結合學習需要，使學生的學習動機大為
提升；新建設的健身室、英語學習中心、STEM 創客教室都添購大量
儀器和傢具，並增加開放時間，讓學生在課堂內外都熱衷於學習，同
學們在老師的帶領下，在屯門大會堂作英語話劇公演、在公開 STEM
比賽屢獲佳績，綻放光芒。

        為學生爭取社會資源及學習機會是本校近年的發展主軸，五年來
我們都獲得九龍倉大量資助，金額超愈五百萬，讓學生能免費參加各
種校外學習活動，開濶眼界，認識社會，增強自信。此外，我們也成
功為學生爭取到一百七十多萬的資助，舉辦十多個境外交流團， 讓學
生走訪中國內地、台灣、韓國、德國等地，開拓視野。

 校長的話

4



                

        今年我們總共為學生爭取了三十多項獎學金，當中我們最為恩慰
的是兩位畢業生在中學文憑試取得佳績，獲香港科技大學取錄，並獲
得 Project We Can、圓玄學院和科技大學頒發獎學金 ( 金額超愈 12
萬 )，成為科技大學重點栽培的尖子。此外，還有三位同學獲得 AFS
資全免助到外國 ( 俄羅斯、匈牙利和巴西 ) 學習一年， 另一位同學則
自資到日本學習一年，這些都是十分寶貴的經歷，盼望四位同學學成
歸來，與學弟妹分享。

        近年本校學生也在公開比賽取得各種成就，校友洪樂軒在亞洲跳
繩錦標賽上代表香港參加比賽，取得突破性的成就，其中兩項更破了
亞洲紀錄，其他同學也在柔道、欖球、舞蹈、足球、田徑等方面取得
佳績，我深切盼望學生在學業和課外活動各方面持續進步，取得驕人
成績，落實本校全人教育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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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特色及理念

宗教教育發展

佛化教育淨心靈

本校每年均會舉辦學生皈依典禮、浴佛典
禮、插花敬佛等佛化教育活動，活動中更
邀請榮譽校董修智大和尚擔任皈依師，為
本校同學分享佛法真理，洗滌心靈。

      藝術教育發展

培養鑑賞能力    平衡身心發展

本校在藝術領域上著重培養學生的欣賞能
力，幫助個人身、心、靈得到平衡發展，
紓緩生活壓力。學生參與藝術活動，能提
升探索及觀察能力，培養創意及想像力、
發展藝術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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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教育學習領域

知識技能並重    創新協作兼備

科技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目的是應用
知識、技能及經驗，解決日常生活問
題。近年全球推行 STEM 教育，通過
科技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我們致力培養
學生創造、協作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本校課程透過五個不同知識範圍︰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高級科技科」、「家政科」及
「設計與科技科」，推動科技教育。

      科學教育領域

重視仔細觀察  強調理性分析

本校由中一至中六皆開設科學
教育的學習，學生能在整個中
學階段，培養對欣賞和研究科
學的興趣，透過課堂訓練，使
學生更加認識周圍的事物，明
白科學與日常生活的關係，從
而知道科學對社會進步的重要
性，最終讓學生能夠客觀地觀
察、分析事物，利用科學方法
思考和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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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教育發展

本校 STEM( 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 ) 課程

本校 STEM 組為中二及中三級同學設計了「STEM( 科學、科技、
工程和數學 ) 課程」，目的是讓學生在課後得到更多機會學習編程
(Coding)，利用電腦做設計，提高初中學生對 STEM 的興趣及加強創
新的意識。本校統整了中二級幾個學科，編訂校本課程，如：高級科
技科，當中包含電腦、科學、設計與科技的學科領域，使學生從設計、
電腦繪圖及實驗過程中，逐步動手做，最後製作出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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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為慶祝創校 55 周年，特與亞洲機器人聯盟合辦「2019 亞洲機器
人聯盟 - 香港區挑戰賽 陳呂重德盃」。本校向來致力推行普及 STEM
（創客）教育，利用各種富創意性的科技教育平台，給予學生有更多
參與科技和機器人活動的機會。

當天，來自中國內地、香港、澳門共 24 隊伍參加，陣容鼎盛。為隆重
其事，當天有幸邀請到教育局全方位學習組 - 高級課程發展主任黃韻
姿女士蒞臨主禮並主持開幕，開幕禮完結後，各隊隨即進行分組排名
賽，到決賽階段，各隊戰況激烈，最後由香港台山商會學校、內地鷹
爸機器人俱樂部、南寧市天桃實驗學校（銀杉校區）、成都市龍江路
小學（南區）勇奪金獎。透過這次香港區挑戰賽，促進中港澳地區青
少年的互相交流與學習，實現科技的夢想。

 第一屆陳呂重德盃香港區挑戰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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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活動回顧

全港首個以 STEM 為主題的賽
事「英才盃 STEM 教育挑戰賽 
2017」，以動手創作，實踐解
難為主題，每年設有不同的題目
考驗參賽者的科學解難能力。本
校最後在三項比賽中分別獲得兩
個金獎、一個銀獎以及中學組全
場總冠軍。本校除被主辦單位邀
請作示範及分享外，更接受無線
電視邀請作得獎分享。

同學們為了「英才盃 STEM 教育
挑戰賽 2018」比賽，於課後留
在實驗室內進行製作及測試。雖
然歷經多次失敗，但同學並沒有
氣餒，反而思考不同的方案，反
覆改良設計，最後成功在比賽中
取得佳績，榮獲一個金獎及中學
組全場總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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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英國語文 ü ü ü ü ü ü

中國語文 ü ü ü ü ü ü
中國歷史 ü ü ü

歷史 ü
地理 ü ü ü
經濟 ü ü ü
通識教育 ü ü ü ü ü ü
數學 ü ü ü ü ü ü
數學延展課程單元一 ü ü ü
科學 ü ü ü
物理 ü ü ü
化學 ü ü ü
生物 ü ü ü
普通電腦 ü ü ü
資訊及通訊科技 ü ü ü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ü ü ü
旅遊與款待 ü ü ü
佛學 ü ü ü
普通話 ü ü ü
視覺藝術 ü ü ü ü ü ü
音樂 ü ü
家政 ü
高級科技 ü
商業科技及運作 ü
體育 ü ü ü ü ü ü
生命教育 ü ü ü ü ü ü
設計與科技 ü
藝術 ü ü
新高中體育 ü

班級結構、開設科目

為培養學生良好的學習態度，提升
學生的學習表現與照顧學習多樣
性，各級均設有「課後導修課」。
中一及中二級開設「功課輔導班」，
由班主任或科任老師指導學生完成
課業，所有中一及中二級同學必須
按時出席；中三及中四級按學生能
力開設「拔尖」、「增潤」、「技
能班」及「中英文專科輔導班」等，
由科任老師或外聘導師作教授；中
五及中六級則由科任老師教授，學
校全面為協助學生提升學科成績，
以應對公開試。

級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共
班數 4 4 4 4 5 5 26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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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英國語文 ü ü ü ü ü ü

中國語文 ü ü ü ü ü ü
中國歷史 ü ü ü

歷史 ü
地理 ü ü ü
經濟 ü ü ü
通識教育 ü ü ü ü ü ü
數學 ü ü ü ü ü ü
數學延展課程單元一 ü ü ü
科學 ü ü ü
物理 ü ü ü
化學 ü ü ü
生物 ü ü ü
普通電腦 ü ü ü
資訊及通訊科技 ü ü ü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ü ü ü
旅遊與款待 ü ü ü
佛學 ü ü ü
普通話 ü ü ü
視覺藝術 ü ü ü ü ü ü
音樂 ü ü
家政 ü
高級科技 ü
商業科技及運作 ü
體育 ü ü ü ü ü ü
生命教育 ü ü ü ü ü ü
設計與科技 ü
藝術 ü ü
新高中體育 ü

發展重點

啟發潛能教育

本校推行「啟發潛能教育」（Invitational 
Education, IE）不遺餘力，透過在政策、地
方、人物、計劃和過程（5P）的刻意安排中，
滲透尊重、信任、樂觀及關愛的元素，全校
老師群策群力，幫助學生發展潛能，深化學
校關愛文化。本校亦獲得美國啟發潛能教育
聯盟的高度肯定，獲頒發「國際啟發潛能 
教育成就大獎」榮譽已達十年。本校已經得
到美國啟發潛能教育聯盟確認獲得推動啟
發潛能教育的最高金獎殊榮。

關愛校園

多年來，本校一直積極推動生命教育，透過課
程、多元化活動以及適切的支援，培養學生正
確的人生態度，繼而開拓潛能，讓他們學有所
成。而學生的成就實有賴老師們多年來對教育
的付出與委身，讓學生在關愛的氣氛下，發掘
自身潛能，活出精彩人生。故此，本校已連續
十一年獲得「關愛校園」之榮譽，過去曾榮獲
由香港基督教育服務處頒發「卓越關愛校園之
推動生命教育」優異獎，以表揚本校推動關愛
校園文化的努力。

美 國 啟 發 潛 能 教 育 學 者 Mr. Ken 
Wright ,Mrs. Marlene Wright 及 
Miss Parthenia Lafferty Wells 探
訪本校，並與校長、家長、老師及
同學交流及互相分享。三位學者熱
列讚賞學校不僅為學生營造良好的
學習環境，同時注重啟發潛能教育、
致力培育學生多元才能，讓他們發
展所長、孕育品德及建立自信。

13



教學設備

校園建設

本校蒙法團校董會批准斥資近 200 萬元增建健身室、英語學習中心、
STEM 創客室，務求使學生具備優良的學習環境， 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使學生樂於學習，勇於表達。

為了推動 STEM 發展，本校翻新
一個實驗室，改造成 STEM 創客
室， 以配合二十一世紀學與教的
需要。 STEM 創客室的設計以梯
形枱櫈設計方便隨時移動自由組
合，有利推行互動小組學習，學
生可以自由探索及體驗，也可促
進同學之間互相分享學習成果，
培養他們自主學習精神。

為讓學生營造優秀的學習語
境， 本 校 特 設 英 語 學 習 中
心，由外藉老師當值，透過
遊戲、閱讀、交談（English 
Cafe)，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健身室內設有基本健身器材，配合
體育課程，培養學生強健體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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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學習

由於本校學生大部份來自基層家庭，家庭支援較為薄
弱，自信心較低，於學習層面上，為使學生對學科有更
深入的學習及認識，從而培養學生共通能力和解難能
力，如高級科技科，課程內容包括了產品設計、科技探
究和電腦繪圖等，學生經歷試驗失敗再進行改進，到最
後成功完成，讓他們明白只要不放棄，最終也會取得成
功的道理。去年本校曾與「華仁一家」合作，該機構安
排專業人士到校為高中生補課，並分享人生經驗，擴闊
學生視野，為他們締造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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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學習交流活動

為了讓本校學生有更多機會參與國際交流活
動，配合政府鼓勵青年人放眼世界，拓闊他們
的國際視野，本校藉法團校董會對境外交流學
習的支持及老師的經驗，期望透過不同元素的
延伸學習層面，使老師、校隊成員及有興趣前
往世界不同地方進行體驗學習的基層學生，有
機會接觸政教、社經、民心、體藝等學習領
域，從不同地區在推展及管理不同層面的成功
經驗，獲得更多元且國際化的理論與實務的知
識，讓香港的年青人有更大的體驗，在日後的
學習及工作上成為更有活力、擁有環球視野、
具創意、能領導、肯承擔的年青新一代。

16



學生會帶領同學 各展所長

學生會是一個服務學生、代表學生的組織。同
學可以透過學生會向校方反映意見，校方亦可
藉學生會向同學解釋政策。提供這道雙向的橋
樑，正是學生會重要的角色。此外，學生會亦
協調四社活動、為同學謀求福利，如提供購物
服務，向校方提出改善學校環境的建議，又與
其他學校聯繫，擴闊同學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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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積極引入各種伙伴 (Partnership)，全面支援學生成長和學習，透過「崇基
之友」基金贊助，由本校校長馮金燕博士為召集人，於本校推行「燃我亮點」
獎勵計劃，此計劃旨在激勵同學從多角度尋找個人亮點，發掘自我潛能，建立
目標，培養積極向上的學習態度及增強自信心。計劃亦持續進行優化，本年度
更加入了「教師也燃亮」項目，同時鼓勵教師也參加燃我亮點計劃，師生可以
個人或小團隊方式參加，並為自己、小團隊設定「目標、計劃、執行和反思」，
老師與同學分享，希望能藉此鼓勵師生互相鼓勵，共同成長。

「燃我亮點」獎勵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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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人計劃

鐵人計劃是將正面的能量帶給更多人，
令我們生活的環境，有更多正面的力量！
鐵人必須擁有鐵人精神，包括：認真、正面、
友善及盡責。我們堅信，你可改變未來！

19



升學及生涯規劃

生涯規劃    多元發展

本校推行六年一貫的生涯規劃教育，銳
意於各級推動統整而有層遞結構的生涯
規劃活動，包括自我認識、性格分析、
職業搜查以及不同工作坊等。

師友指導    訂立目標

本校參加由扶貧委員會籌劃的跨界別職
志師友計劃 ----「友 ‧ 導向」，鼓勵企業
及市民成為友師，透過一系列活動，幫
助同學拓闊視野，規劃未來。

掌握豐富資訊    訂定清晰目標

帶領同學參觀職場、職業訓練局、教育
及職業博覽會和臺灣高等教育展等，讓
同學掌握不同資訊，及早訂定職志目標。

認識工作世界    積極裝備自己

安排不同活動，讓同學及早了解自己的
職業性向和發展目標，明白社會對他們
的期望，繼而努力學習，裝備自己，迎
接未來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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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訪不同院校    提高學習動機

安排高中同學走訪各大學，參觀不同教
育機構，實地感受不同學府的學習環境，
進一步了解相關的課程，從而訂定目標，
提高學習動機。

職場體驗計劃    了解商業世界

參加暑假舉辦的「商校伙伴」計劃及「學
校起動」計劃─「職場體驗影子計劃」等
實習計劃，讓同學接觸真實的商業世界，
增加對相關行業工作環境及範疇的認識，
幫助同學了解職場上應有的技能和工作
態度。

照顧不同需要    推廣應用學習

為照顧同學的不同需要，本校積極推廣
應用學習課程。有關課程內容實用與理
論並重，與寬廣的專業和職業領域緊密
連繫，培養同學的共通能力和促進未來
升學及就業的入門技能，幫助同學探究
及了解就業及終身學習的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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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心聲
 吳校友：「從中一開始到預科畢業，在母校
渡過了美好的七年。畢業後過了一段時間，便
赴美留學。在二零一七年參加夏威夷「中國小
姐選舉」，僥倖勝出，成為「第一公主」，並
以這個身分在夏威夷參與了各種社區服務，例
如幫助低收入兒童籌款。」
     
所謂「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我正努力一一
實現自己人生清單上的理想，期望各位也努力
追夢。 

李校友：「回想起當年潘樹強老師送給我的畢
業贈言「十年磨一劍」，讓我有更深刻的體會。

在面對壓力和困難下，我們更需要時刻保持平
常心，把握時機裝備自己，迎接未來的挑戰和
機遇，與各位共勉之。

李校友：「白駒過隙，日月如梭，由莘莘學子
變成了社會新鮮人，轉眼已過五年！我是二零
一三年的畢業生，五年時間過去了，現在要回
想起書本上的細節，真的十分困難，但是師長
教導的人生道理，卻牢記在心中。」

感恩的是當年中學派位時，我成了「陳呂」的
學生。這裏帶給我六年有笑有淚的時光，送我
一群亦師亦友的長輩。憶起上課時的走神、睡
覺、不認真，使老師一陣陣的惋惜、嘆氣、恨
鐵不成鋼，還真慚愧！

參加夏威夷「中國小姐選舉」奪后冠
吳佩綸    ( 二零一一年畢業 )

攝於紐西蘭
李蓓兒    ( 二零零零年畢業 )

攝於二零一八年到肇慶參與義工活動，
探訪山區小學及村民

李歡兒    ( 二零一三年畢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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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校友：「十年前以學生的身分入讀「陳呂」； 
十年後的今日以準老師身分於「陳呂」實習。
雖然身分變了，但對母校的情卻沒有變。」

記得當年幸得不同老師的啓蒙，作為我人生
道路上的一盞明燈。他們的付出和鼓勵，燃
起我對教育的熱誠，令我踏上從事教育之路。
在日後，我希望能夠秉承他們對教育的一顆
熱心，成為學生明燈。

周校友：「於「陳呂」高中畢業後，入讀浸大
中醫及生物醫學系。考過執業試，成為了醫
師。」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
殆已。」感謝家人，特別是丈夫的支持，還有
感謝母校老師對我的啟發。

王校友：「在中學生涯中得益於母校興趣為本
的自主學習氣氛及批判思考訓練，令我在研究
金融科技及人工智能領域倍感受用…」

希望同學在努力學習之餘，亦要多培養國際視
野，保持市場觸覺，強化社交技能，多留意國
家發展方針及方向，才能夠在人生路上走得更
輕鬆，笑到最後。

二零一七年秋，攝於美國北加州帕羅奧圖 
王龐晶    ( 二零零五年畢業 )

攝於香港浸會大中醫及生物醫學系

周正心    ( 二零零五年畢業）

攝於二零一九年，加拿大冰川國家公園
鍾沅螢 （二零一五年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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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苗學界進步獎獎學金 

明日之星 ─ 上游獎學金

學生運動員資助先導計劃

陳贊一博士自主學習獎學金

元朗區文藝之星嘉許計劃

柏立基爵士信託基金傑出學生資助

王威信體學兼優獎勵計劃
中學生助學金計劃

「學校起動」獎學金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本校致力發掘學生的潛能，對奮發自強及在才藝有傑出表現的學生加
以表揚，透過提名學生參加不同範疇獎勵計劃 （獎學金），鼓勵同學
力爭上游。去年本校學生成功獲得 獎學金超過 30 多項。

「全人教育」助學金

信善紫闕玄觀獎學金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領展大學生獎學金

學生健康軍團獎勵計劃

進步之旅嘉許計劃

「蘇韻流芳」青少年國畫比賽獎學金

小雨點圓夢工程

學生成就 

本校積極為學生申請各項獎學金，
過去三年共獲取總額達港幣一百七十多萬，栽培學生，貢獻社會。

第四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中電新世代 ‧ 新動力獎勵計劃

元朗區內地新來港定居學生獎學金

應用學習獎學金
成長希望獎學金

第十一屆校園藝術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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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善紫闕玄觀獎學金

進步之旅嘉許計劃

校長馮金燕博士認為：「相信每個
學生都有個人潛能，都可以閃耀，
我們必須用更大的愛心和更多心思
去幫助學生逐漸進步，積聚成功經
驗，建立自信及個人目標。」

本校持續鼓勵學生進行多元活動發
展及建立「亮點」，以下 3 位同
學分別為拳擊、嘻哈舞及欖球的夢
想及目標奮鬥，本校亦因此調撥資
源為學生爭取成功，共同努力。

4D 張巧琳是拳擊運動員與香港拳擊代表—隨曹星如
到海外進行訓練，跟奪取個人獎項為港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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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1920 學年，本校學生在學術、體藝、服務範疇等
各方面均表現卓越，為校爭光，各項得獎名單如下：」

獎項 主辦機構 獲獎 / 獲提名學生 獎學金 / 助學金
「學校起動」
獎學金 2018 九龍倉集團

6A 鍾沅螢 ( 2014 – 2015 畢業生 )
6A 黃文樂 ( 2016 – 2017 畢業生 )

每人四年各得
$100,000

2016 – 2019 三年
每年各得 $5,000
各得 $1,000

各得 $1,000

6B 姚鑽銳、6B 陳文煜、6D 洪啟新香港樂群
慈善基金會

中學生
助學金計劃

6B 黃浩翔、6D 林春慧羅氏慈善基金應用學習獎學金
應用學習獎學金「特別嘉許」 羅氏慈善基金 6B 黃浩翔 $1,000

各得書券
$1,000

元朗區內地新來港
定居學生獎學金 元朗民政事務處 2A 何莹穎、3A 劉詩欣、3A 劉憲鵬

第四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杜葉錫恩教育基金 5A 許獻之、5D 陳漢斌、5E 陳雋崴 獲嘉許狀

信善紫闕玄觀獎學金 香港道教聯合會
6A 林欣彤
4A 呂紫軒
2A 何莹穎

第一名 $1,100
第二名 $900
第三名 $700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
高中學生獎

尤德爵士
紀念基金理事會

6A 何詩敏、6B 陳文煜

柏立基爵士信託
基金傑出學生資助

柏立基爵士信託
基金委員會 1B 邱思穎 $5,000

各得 $5,000

各得 $4,000

各得 $200

各得 $500

各得 $300 – $500

$500

獲嘉許狀

AFS 
一年海外交流計劃

AFS 國際文化
交流有限公司

4B 陳凱東 ( 到巴西交流一年 )
4B 郭梓穎 ( 到匈牙利交流一年 )
4B 高煥瑤 ( 到俄羅斯交流一年 )

每人約得
$115,000 資助

各得嘉許狀及
書券 $500

學生健康軍團
獎勵計劃

中電新世代‧新動力獎勵計劃

明日之星 ─ 上游獎學金 2019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屈臣氏集團

香港青年協會

王威信體學兼優
獎勵計劃評審委員會

6B 李嘉杰、6B 黃浩翔

3A 符谷靖、5C 黃杰軒

5A 利盈、5D 李天盈

$1,000「全人教育」助學金

第十一屆校園藝術大使

紹根長老慈善基金獎勵計劃 紹根長老慈善基金

紹根長老慈善基金

香港藝術發展局

各得 $5005A 利盈、5D 李天盈第十一屆校園藝術大使

教育局、香港文化博物館
香港藝術發展局、
浸大大學會堂

中大藝術行政主任辦公室
合辦

香港西區婦女會
莫如恩教育基金 1D 葉靜妍

6C 梁家樂

1D 葉靜妍、5A 陳梓軒

2A 何莹穎、3A 符谷靖、3A 黃曉慶
4A 王妙琳 各得 $300

香港中文大學
健康教育及
促進健康中心

5D 劉裕斌、5D 陳詠琳、5D 李天盈
5D 唐嘉豪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8 – 2019

獲獎狀及獎盃元朗區文藝協進會 5A 利盈元朗區文藝之星嘉許計劃
優異獎：
獲證書及禮品香港單親協會 3A 符谷靖

進步之旅嘉許計劃
 2018 – 2020

王威信體學兼優獎勵計劃

學生運動員資助先導計劃

1B 徐嫚君、1B 楊珈盈、1C 張嘉杰、1C 顏泳詩
1D 馮潔儀、2A 何莹穎、2A 林尉禎、2B 鄧雪瑤
2C 陳姓、2C 何祉蕊、2C 梁穎姿、3A 符谷靖
3A 黃曉慶、3A 劉憲鵬、3A 盧淑勤、3B 陳漫
3B 黃靜思、3B 譚曉曼、3C 周雪兒、3C 王希桐
3D 陳昊杰、4B 陳凱東、4B 黃凱盈、4C 曹紫君
4C 袁兆臻、4C 黃思竣、4D 蘇詠姿、4E 聶智銘
5B 張信傑、5B 鄺栢森、5B 黎煒鴻、5C 劉德星

5D 楊子龍、5E 何肇軒、6C 陳明輝
1B 黃俊輝、2B 文穎珊、3A 劉詩欣
3B 林念、3B 樊美慧、3C 郭俊杰
4A 陳浩陽、5C 黃杰軒、5D 關穎希

紹根長老慈善基金獎勵計劃
( 鼓勵金 )

燃我亮點獎學金( 個人獎 )

燃我亮點獎學金( 團隊獎 )

崇基之友慈善基金 各得 $1,000
1D 葉靜妍、3A 劉憲鵬、3A 鍾嘉鵬、3B 張巧琳
4B 高煥瑤、5A 何詩琪、5A 許獻之、5A 陳琦莉娜

5D 劉家誠、5D 王詩雅、5D 李天盈

崇基之友慈善基金 團隊：音樂
4A 嚴琪鈞、4B 黃康龍、4B 龔逸飛
4B 何君朋、4C 陳宇博、4C 盧俊滔

團隊：領袖才能
4A 楊靖琳、4A 陳啟誠、4A 陳浩陽

團隊：學術
5A 簡子儀、5A 許獻之、5A 利盈

團隊：多元智能
4B 高煥瑤、5A 利盈、5B 劉綺雯

5B 曾艷清、5D 李天盈、5D 王雅詩、5E 羅靜怡26



初中組：
各得 $200

高中組：
各得 $400

初中組：
各得 $200

高中組：
各得 $400

獎項 主辦機構 獲獎 / 獲提名學生 獎學金 / 助學金

「蘇韻流芳」青少年國畫比賽
獎學金

香港江蘇青年總會

初中組：
1A 羅俊傑、1A 田耀成、1A 楊梓晴、1B 何秀雯
1B 梁婉寧、1B 莫文謙、1C 陳碧盈、1C 鍾穎恩
1C 王嫣琳、1D 張芷晴、1D 黃叡、1D 黃傑豪
2A 陳思彤、2A  郭詠思、2A 賴穎源、2B 張穎欣
2B 秦婉汶、2B 徐佳宜、2C 蔡啟駿、2C 蔡慧儀
2C 江嘉遙、2D 崔浩謙、2D 李浩進、2D 張子謙
3A 陳莉蘭芳、3A 程子萍、3A 劉詩欣、3B 文凱彤
3B 曾智心、3B 黃靜思、3C 周雪兒、3C 鄧旗鋒

3C 郭俊杰、3D 何松滔、3D 蔡紫琼
高中組：

4A 丁至鏵、4A 王妙琳、4B 郭梓穎、4B 邱暄允
4D 徐敏惠、4E 何佩菲、5A 利盈、5B 劉綺雯

5D 陳志權、5D 王詩雅、5E 羅靜怡
「蘇韻流芳」青少年國畫比賽

獎學金 ( 優異獎 )
香港江蘇青年總會

本校校友會校友會獎學金 3A 陳俊杰、4A 曾嘉欣、4B 高煥瑤
5A 許獻之、5A 梁金枝、5A 利盈

各得 $500

各得獎狀及書券 $50

金獎：
各得 $350

5E 羅靜怡 獲獎狀及$1,000

家教會獎學金

陳贊一博士自主學習獎學金

本校家長教師會

陳贊一博士教育基金

1A 潘永淇、1A 廖梓駿、1B 鄧俊南、1B 梁婉寧
1C 劉翠鈴、1C 黎雅瑤、1D 朱慧賢、1D 鄭淑芳
2A 張子晴、2A 鄧偉均、2B 徐嘉惠、2B 何雅汶
2C 沈佳凝、2C 何祉蕊、2D 陳宇安、2D 周文軒
3A 陳俊杰、3A 劉詩欣、3B 曾智心、3B 李嘉怡
3C 何紫淇、3C 郭俊杰、3D 郭晓洁、3D 蔡紫琼
4A 呂紫軒、4A 鄧敏、4B 林賢智、4B 高煥瑤
4C 采思、4C 陳桐鑫、4D 鄭名皓、4D 李家驊
4E羅梓軒、4E 陳亦希、5A 張佳佳、5A 周思敏
5B 廖鴻藝、5B 劉綺雯、5C 鄧梓樂、5C 黃瑋竣
5D 邵曉桐、5D 陳詠琳、5E 張詠欣、5E 陳鎧堯

金獎
1A 潘永淇、2A 何希敏、3A 劉憲鵬

銀獎
1A 何嘉懿、2A 何莹穎、3A 程子萍

銅獎
1C 鍾穎恩、2A 鄧樂融、3A 陳俊杰

優異獎
1A 吳恩彤、1B 高玟、1C 張浩朗、1D 羅淨桐
1D 羅澤翔、2A 黃海仙、2A 馬藝暢、2A 陳詩諾
2A 林尉禎、2C 梁穎姿、3A 陳莉蘭芳、3A 劉詩欣

3B 梁樹堃、3B 丁至杰、3B 李嘉怡

銀獎：
各得 $250
銅獎：
各得 $150

優異獎：
各得 $50

小雨點圓夢工程 香港愛心慈善基金會
1B 黃俊輝
2A 賴籽霖
4E 陳丞昊

$2500
$2388
$5000

「學校起動」獎學金 2019 九龍倉集團
6A林欣彤 ( 2018 – 2019 畢業生 )

6A 曾梓桐 ( 2018 – 2019 畢業生 )

四年內可獲
$100,000

四年內每年不少於 
$5,500

全港新來港學童獎勵計劃 ─ 
傑出學業獎

宏施慈善基金
社會服務處
宏施慈善基金
社會服務處

3A 何莹穎

4B 郭晓洁

4A 劉憲鵬

書券 $1,000

全港新來港學童獎勵計劃 ─ 
學業進步獎 書券 $600

$10,000成長希望獎學金 成長希望基金會
6D 陳詠琳、6E 張詠欣 各得 $1,000應用學習獎學金 羅氏慈善基金

6A 曾梓桐 ( 2018 – 2019 畢業生 )
6A林欣彤 ( 2018 – 2019 畢業生 )

各得 $10,000HKUST Dean of Engineering
 Scholarship 2019

香港科技大學

青苗基金

6E 張詠欣 $1,000應用學習獎學金「特別嘉許」 羅氏慈善基金

青苗學界進步獎獎學金 

2A朱慧賢、2A石天洛、2B黃俊輝、2C林匯俊
3A許琬琰、3B方緣為、3C關敬澤、3D陳宇安
4A林賢洵、4A丁至杰、4A歐俊豪、4B郭晓洁
5A葉欣彤、5B黃康龍、5C李加琳、5D林韻詩
5E鄭佩珊、6A許獻之、6B陳耀忠、6C劉祖弘

6D蔡經楠、6E陳雋崴

獲嘉許狀

27



中一入學申請資料 (S.1 Admission Information)

詳情瀏覽：
《中學位分配辦法內容》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spa-systems/secondary-spa/general-info/

詳情 Details

入學申請表派發
申請人可到本校索取表格或在本校網頁下載
（http://www.clctmc.edu.hk）
Admission forms are available in school and can also be downloaded from the school webpage 
   (http://www.clctmc.edu.hk )

遞交申請表及文件安排如下：
The following supporting documents are required to be submitted: 
(a)  本校「中一自行分配學位」入學申請表
(b)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 ( 由教育局發出 )
(c)  小學五年級全年及六年級上學期成績表副本
(d)  課外活動 / 服務表現、其他特別才藝證明文件的副本
(e)  申請人身份證或出生證明書副本
(f)   回郵信封一個 ( 需貼上 $2 郵票 )
(g)  近照一張
(a) Application Form for S1 Discretionary Place 
     (issued by the CLCTMC)
(b) Application Form for S1 Discretionary Place 
     (issued by the Education Bureau)
(c) Photocopy of internal academic report cards: Primary 5 1st term, Primary 5 2nd term, Primary 6 1st term
(d) Certificates of co-curricular activities, social service, talents
(e) Photocopy of H.K.I.D card or Birth Certificate of the applicant
(f)  Self-addressed stamped return envelope ($2 stamp stick on the envelope)
(g) A recent photo of the applicant

* 申請人毋須提交小學推薦信
Letter of recommendation form the Headmaster or the primary school is NOT required 

* 申請人已遞交之入學申請表格及所有文件恕不退還
Application forms and supporting documents submitted will not be returned.

公佈面試安排
Interview arrangements 
面試名單會張貼於本校報告板及上載於本校網頁
Details of the interviews will be posted on the school notice board and our school webpage
（http://www.clctmc.edu.hk）

面試
Interview in school
1.  個人及小組面試
2.  多元智能分組面試
The interview divided into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group discussion and the second part is multiple intelligence test.

新通知安排
New notice arrangement
通知正取學生家長其子女已獲本校納入其自行分配學位正取學生名單。
Our school will notify parents of successful applicants of your children’s inclusion in the Successful Lists for Secondary 
One Discretionary Places before the end of March.

教育局發放中一學位分配結果時公佈
Admission results will be released by the Education Bureau

若申請人未獲派本校，可嘗試再申請入讀本校。
When the Education Bureau announces the allocation, the applicant may apply to enter the school as a transfer student 
if he/she has not been assigned to our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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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入學申請資料 (S.1 Admission Information)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交通

輕鐵路線：

705、706、761P
巴士路線：
69M、69X、264M、
265S、269B、269C、
269D、276A、E34、
969、K74

校舍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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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加入陳呂大家庭



歡迎加入陳呂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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