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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宗旨
秉承順德聯誼總會，以儒家思想辦學的傳統，孔子「有教無�」的精神，讓學生在德、智、

體、群、美五育有均衡發展。培育學生成為有學養、具高尚情操的青年人，將來為社會及國

家作出貢獻。

校長的話
本人深信各人皆有其獨特的才華及長處，適切的教育能幫

助學生發揮所長，達致高峰。

鄭裕彤中學為學生提供不同的學習機會，按學生能力，編

排合適的課程和活動，讓他們發揮潛能，增強自信。除了

學術方面，我們重視培養學生的責任感及正向價值觀。我

們也積極推動學生在運動、STEM教育、藝術的發展，而

我校學生在這些範疇上已取得一定成果，在多項校外比賽

中屢獲殊榮，本校的女子排球隊更是�港首屈一指，我們

�校師生皆引以為傲。看到同學們信心滿滿地參與各種活

動，老師及家長都感到欣慰和鼓舞。

本校將致力為學生提供優質的學習環境及不同機會，培育

出一群充滿自信、敢於承擔、擁有正向態度的學生，成為

社會未來的棟樑。 

李永揚校長

學校關注事項
1. 營造積極學習風，提升學與教效能。

2. 培養正向價值觀，增強學生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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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編制： 中一級至中六級各設四班

上課時間： 六日循環周，上午8時正至下午3時55分（初中級最後一堂為導修課）

學校課程：

初中 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生活與社會、中國歷史、綜合科學、地理、歷史、普

通話、普通電腦、音樂、體育、科技與生活、設計與科技、視覺藝術、生活教育及

STEAM課[中一]

高中 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核心部分、延伸部分單元二）、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中四]、通識教育[中五及中六]、物理、化學、生物、經濟、地理、旅遊與款待、中

國歷史、資訊及通訊科技、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會計、商業管理）、健康管理與

社會關懷、視覺藝術、體育、藝術發展、生活教育、STEAM課[中四]

課外活動： 

學科類 STEAM校隊、機械人校隊、英文校隊、數學校隊、辯論校隊、趣味數學學會、生

物學會、化學學會、家政學會、設計與科技學會、中華藝粹學會、中文講壇、時事

學會、生態學會、經濟學會、旅遊學會、健社學會、地理學會、中史學會、有機種

植學會、粵普一家親、英語閣、English Fun Club、English Calligraphy、Poem & 

Song Club、Scrabble Club

運動類 排球隊、籃球隊、羽毛球隊、乒乓球隊、閃避球隊、花式跳繩隊、足球學會、跆拳

道、棍網球隊、田徑越野隊

藝術類 中國舞、爵士舞、美術學會、音樂劇學會、合唱團、弦樂團、手鐘隊、手工藝學會

制服團隊 童軍、聖約翰救傷隊、升旗隊

其他類別 義工隊、攝影小記者、棋藝學會、大富翁學會、漫畫學會、華語電影評賞學會、基

督徒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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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設施

健身室

大堂 視覺藝術室

講台

操場

Makerspace

電腦室

家長資源中心

圖書館長廊

禮堂

音樂室

禮堂外

地下長廊

飯堂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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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界青年聯會舉辦「新界區傑出學生選舉」，為表彰在學業成績優秀，展現個人潛能，熱

誠服務社群，關心社會及國家大事的傑出學生。本校學生李嘉豪、曹家誠及廖詠恩，分別在

2019年及2020年選舉中成功當選「新界區及西貢區十大傑出學生」殊榮。

李嘉豪學業成績表現優秀，為人勤奮好學，具堅毅學習態度。他熱愛閱讀，亦喜愛寫作，擅

長演講及辯論，積極參與不同�型的社區服務及義工服務，並參加聯校學生科研科創大賽，

獲得不少獎項，表現出那種探索求真精神，文憑試表現優異，現已入讀香港中文大學藥劑

系。

曹家誠喜思考，具有尋根究底的精神，醉心於STEM領域、科學及數學的發展，表現出那份

鍥而不捨精神，更於「西貢區優秀青年計劃」榮獲嘉許獎，表現優秀。

廖詠恩性格達觀正向，不但在學業方面，力求進步，更跳出校園，嘗試不同學習領域，擴闊

眼界，增加學習經歷，積極參與服務，具有服務群眾的熱誠，為人積極樂觀，勇於承擔責任

及接受挑戰，更榮獲學友社「中學生領袖」殊榮。

喜獲「新界區及西貢區十大傑出學生」
殊榮

新界及西貢區十大傑出學生廖詠恩

西貢區傑出學生

新界及西貢區十大傑出學生李嘉豪及曹家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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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教育

1. 優秀STEM學校

1.1 第23屆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中學組

STEM學校優異獎

1.2 2021大灣區STEM卓越獎(香港區)十佳

STEM學校

1.3 本校STEM團隊接受傳媒訪問

2. 優秀STEM老師

2.1 參與優質教育基金主題網絡計劃(具效能的STEM學習社群的建構及推展)本校老師與香

港三所中學校長和老師進行觀課和交流

2.2 本校老師到廣州進行「創意機械人」課程培訓

1.2

1.1

2.1 2.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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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TEM校本課程

3.1 太陽能蒸餾器製作

3.2 太陽能蒸餾器匯報

3.3 微震機械人製作

3.4 智能車編程

3.5 數學量度估算活動

3.6  中一學生製作建築塔

3.7 中三跨學科STEAM專題研習

 綠色環保大使�息投影影片展示

3.1

3.2

3.4

3.3

3.5

3.6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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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TEM活動

4.1 竹籤建橋

4.2 M-bot足球機

4.3 利用Arduino進行編程

4.4 肺呼吸模型製作

4.5 模型氣墊船製成品

4.6 區內小學生在本校開放日試玩遙控氣墊船

4.2

4.1

4.3

4.6

4.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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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TEM比賽

5.1 �國青少年科學影像節2020（香港區選拔賽）高中組金獎

5.2 「Master Code 編程大賽 2018」比賽初中組亞軍

5.3 美國勞倫斯理工大學及香港機械人學院主辦的ROBOFEST機械人大賽 - BottleSumo 機

械人相撲大賽銅獎

5.4 “一帶一路”青少年創客營與教師研討活動「科學影像主題-建築的記憶」最佳展示獎

5.5 2021學生科學比賽 - 最具潛質獎

5. STEM比賽

5.1

5.2

5.4 5.5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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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特色
本校積極推行自主學習，引導學生主動發掘並建構知識，並提供足夠機會讓學生發表意見及

互相交流，輔以資訊科技教育及「閱讀校園」策略，為社會培養多元人才。

1. 自主學習

學校推行自主學習計劃，運用「預習—展

示—討論—回饋」的學習策略，推動學生自

主建構知識的能力。

1.1 自主學習課堂

1.2 小組形式進行學習

1.3 學生互相討論並進行匯報，共同建構知識

1.4 學生展示討論成果

1.2

1.1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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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電子學習

為配合社會科技的發展，本校

於早年已開展電子教學，豐富

學生的學習經歷。本校並推行

自攜裝置計劃 (Bring Your Own 

Device「BYOD」)，容讓學生

攜帶個人平板電腦回校進行學

習活動。

2.1 學生利用平板電腦進行學習

活動

2.2 學生進行線上數學比賽

2.3 學生於課堂進行VR體驗

2.4 教師利用電子白板進行教學

3. 閱讀校園

學校鼓勵學生「從閱讀中學習」，翻新後的「鄭裕彤圖書館」提供理想的閱讀環境，並透過

多元的閱讀活動，培養學生的閱讀興趣。

3.1  好書推介活動

3.2  作家韋婭與學生分享閱書樂趣

3.3  定期於圖書館舉辦閱讀分享會，讓學生介紹喜歡的書籍

3.4  悅書樂活動，讓師生交流閱讀心得

2.1

3.2

3.3 3.4

3.1

2.2

2.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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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發展領域

The Second Place in Secondary 2
Solo Verse Speaking 

Form Two TSE HIU YING

香港新聞博覽館賽馬會傳媒素養教育項目 
徵文比賽「新冠疫情新聞給我的反思」

冠軍中四級廖詠恩

新媒體素養短片拍攝比賽作品

「樹木有風險 記緊做年檢」巴士橫額廣告設計比賽中學組金獎
中六級周雪兒

新媒體素養短片拍攝比賽初中組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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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藝成就
學校重視培育學生多元發展，發掘學生不同

潛能，鼓勵學生積極參與課外活動，豐富多

元學習經歷。

本校期望學生透過有益身心的活動，建立健

康生活模式，參加不同校隊訓練，中國舞及

爵士舞校隊參加校際舞蹈比賽，分別在群舞

及三人舞榮獲優等及甲級獎項，增加學生成

功經驗，提升自信心。

另外，本校女子排球隊在學界比賽及�港精

英比賽，屢奪錦標，實學生堅毅奮鬥的成

果。

中國舞（3人舞）甲級獎 

中國舞（群舞）甲級獎

學界中學校際排球比賽（第一組）女子甲組冠軍

爵士舞（群舞）優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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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考察交流活動
學校每年增撥資源，舉辦不同跨境考察交流

活動，讓學生跳出校園，擴闊視野，提升學

習興趣，豐富學習經歷，如︰英文科澳洲及

新加坡之旅，人文學科韓國之旅等。

英文科新加坡之旅

英文科澳洲之旅Visiting Blue Mountains 通識科韓國學習之旅

英文科澳洲之旅Visiting Sydney Opera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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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獎項
比賽 主辦單位 獎項

2021年度大灣區STEM卓越獎（香港區） 香港新興科技教育協會 十佳學校

第23屆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 中學組STEM學校優異獎

�人發展
比賽 主辦單位 獎項 獲獎名單

新界區傑出學生選舉2020
新界青年聯會、新界青聯發
展基金會及香港傑出學生會

新界區十大傑出學生 4A 廖詠恩

第十九屆西貢區傑出學生
選舉

西貢文化青年會、西貢區校
長會及西貢文化中心社區發
展基金會有限公司

西貢區十大傑出學生優勝盃 4A 廖詠恩

西貢區傑出學生嘉許狀
4A 黎樂軒、4A 林詠駿
5A 曹家誠、6A 周恩如

徵文比賽「新冠疫情新聞給
我的反思」

香港新聞博覽館 高中組冠軍 4A 廖詠恩

網「樂」安�比賽 2020/21
香港警務處網絡安�及科技
罪案調查科，香港課外活動
主任協會

金獎 4A 廖詠恩

銀獎 4A 林詠駿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1
周年學生徵文比賽

新界校長會 優異獎 3A 王昭森

第一屆大灣區「尊師重道」
生命教育徵文比賽

香港教育大學人文學院 
中國語言學系 
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

優秀作品 4A 廖詠恩、4A 徐永旻

學生環境保護大使 環境運動委員會 優異獎
3A 黃卓妍、3A 龔芷妮、 
3B 謝芯妤

學術比賽
比賽 主辦單位 獎項 獲獎名單

�國青少年科學影像節香港
區選拔賽2020

香港科技教育協會

金獎
6A 利永康、6A 莫晧希、 
6A 陳子燊、6B 鄺梓祺、 
6C 陳少琪

銀獎
5B 藍俊豪、5A 高家進、 
5A 林進華、5B 鄧俊熙、 
5D 劉穎謙

第十一屆�國青少年科學
影像節

中國科協青少年科技中心 優秀作品獎 6A 利永康、6A 莫晧希、 
6A 陳子燊、6B 鄺梓祺

樹木有風險 記緊做年檢
巴士橫額廣告設計比賽

香港發展局 中學組金獎 6B 周雪兒

第四屆“一帶一路”青少年
創客營與教師研討活動

中國科學技術協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部、
重慶市人民政府

「科學影像主題-建築的記憶」
最佳展示獎

4A 伍曉彤、4B 溫芷宣、 
4B 溫泓曦

2020世界數學團體錦標賽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學校及 
國際培育基金會

高級組銀獎 5A 黎澤朗

ROBOFEST機械人大賽
美國勞倫斯理工大學及 
香港機械人學院

銅獎
1C 張智賢、2A 吳煒量、 
2A 謝錦賢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初賽 
2020-2021

泰國數學學會 銅獎

1A 鄭宇傑、1A 張子健、 
1B 吳秉桓、2A 柳中彥、 
2A 盧浩樂、3A 林熙僮、 
3A 翁子羚、3A 袁俊熙、 
3A 莊浚希、3B 李家輝、 
4A 陳浩維、4A 陳子軒、 
4A 盧汶沾、5A 曹家誠

第五屆夫子盃演講比賽 夫子盃教育發展信託基金 高中組優異獎 4A 吳子汧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2020比賽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普通話中學一、二年級
詩詞獨誦
季軍

2B 洪燊貴

英詩獨誦
第二名

2A 謝曉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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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將軍澳學林里九號 

   9 Hok Lam Lane, Tseung Kwan O

電話：21910291

傳真：21910290

電郵：info@cyt.edu.hk

網址：https://www.cyt.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