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校是天主教香港教區屬下的

津貼中學之一，為全日制男女

校，於一九七七年在九龍石硤

尾南昌街創校，為區內學生提

供教育，啟導知識和靈性，培

育不少人才。為了學校的長遠

發展，本校於一九九三年遷往

現址，並於二零零五年完成學

校改善工程計劃，為學生提供

更佳的學習環境。

本校秉承天主教的辦學理念，

引導學生認識基督福音的精

神，效法聖人方濟各的芳表，

並在生活中實踐「敬主愛人，

和平美善」的校訓。除傳授知

識外，尤著重陶冶學生品格，

培育學生的自律及自學精神，

教導學生熱愛家庭，關心社

會，服務人群。本校亦鼓勵學

生積極參與課外活動，藉以發

展個人潛能，培養群體合作的

精神。

學校簡介
及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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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設備
本校校舍

設備完善
，全校設

有光

纖，加強
教學效能

。另備有
多個活

動室，給
同學更多

的活動空
間。

靈修閣靈修閣

英語活動室英語活動室

排球場排球場

籃球場籃球場

聖芳歷史廊及小賣部聖芳歷史廊及小賣部

校舍外觀校舍外觀

圖書館圖書館

科技與生活室科技與生活室

設計與科技室設計與科技室

智能水耕機智能水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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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哈佛大學教育

學院的「P r o j e c t 

Zero」零點計劃。

本校獲世界知名大學

哈佛大學支援，致力

提升教學效能。

教師專業發展

Project Zero 核心教師團隊Project Zero 核心教師團隊

Project Zero 2021Project Zero 2021

Project Zero 2022Project Zero 2022

與其他學校教師交流與其他學校教師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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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耀偉老師分享鄭耀偉老師分享
本校生命教育情況本校生命教育情況

樊俊朗老師獲嘉許為樊俊朗老師獲嘉許為
「超凡老師」「超凡老師」

陳德銘同學獲嘉許為陳德銘同學獲嘉許為
「超凡學生」「超凡學生」

本校榮獲「超凡學校」、「超凡老師」及「超凡學生」三項嘉許

本校榮獲生命教育基金會嘉許為「超凡學校」，林秀芬副校長、樊

俊朗老師獲嘉許為「超凡老師」，以及陳德銘同學獲嘉許為「超凡

學生」。

本校將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包括「生命」、「愛德」、

「義德」、「真理」及「家庭」，實踐於學校的關注事項，

並貫徹在教學及聯課活動中，培育師生的身心靈發展。

學校致力將生命教育的元素融入不同科目的課程及聯課活

動當中，更特別設計跨學科的課程，如在中一級課程中，

聯合科技與生活科、普通話科、英文科及宗教科，讓同學

認識核心價值「愛德」，實踐珍惜自己、愛他人、愛世界。聯課活動

則由不同學科及行政組別策動，透過講座、工作坊、朋輩輔導、領袖

訓練、義工服務、外出參觀和外展活動等，培育學生正面的態度和價

值觀。

另外，學校藉著〈超凡閱讀計劃〉協助同學成長，讓同學明白到當

我們面對錯誤時，應當勇於承認和加以改善，從而成為一個正直、有

責任感的人。

本次嘉許遴選過程嚴謹，在生命教育基金會細閱本校詳細工作報告

後，於5月派員親臨本校進行訪談。及後在6月，林秀芬副校長、
鄭耀偉老師和樊俊朗老師代表學校前往生命教育基金會辦公室，

進行面談，並向基金會及其他學校分享本校推動生命教育的情

況。另外，樊俊朗老師和陳德銘同學，分別於5月及6月，與生
命教育基金會評審進行面談，並與其他參與活動的師生分享個

人經歷與心得。經過面談、分享及滙報本校工作後，無論學校的

工作，還是師生的表現，均獲得大會的肯定。

超凡校園嘉許
本校榮獲三年一度的「超凡學校」和「超凡老師」嘉許，以及一年一度的「超凡學生」嘉許。本校榮獲三年一度的「超凡學校」和「超凡老師」嘉許，以及一年一度的「超凡學生」嘉許。

林秀芬副校長分享以林秀芬副校長分享以
生命影響生命的經驗生命影響生命的經驗

Project Zero 核心教師團隊Project Zero 核心教師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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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老師曾受師資訓練

教師資料
教師資料
教師人數（包括校長、
一名外籍教師及三名教
學助理）：78人

學歷

教學經驗

學士

51.35%

10年以上

62%

碩士

48.65%

5-9年

17%

0-4年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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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編制班級編制
及科目及科目

本校六個年級共開設31班。為提升教學質素以

及照顧學習差異，本校在各級及各主要科目進

行小班教學或分組教學。

科目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國語文 ● ● ●

英國語文 ● ● ●

數學 ● ● ●

電腦 ● ● ●

中國歷史 ● ● ●

普通話 ● ● ●

視覺藝術 ● ● ●

音樂 ● ● ●

設計與科技 ● ● ●

科技與生活（家政） ● ● ●

體育 ● ● ●

宗教／倫理 ● ● ●

綜合科學 ● ●

物理 ●

化學 ●

生物 ●

綜合人文科 ● ● ●

新高中學制科目組合選擇

核心科目 中國語文

English Language
數學 *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F4、F5)

通識教育(F6)
選修科目 (1)中史；(2)地理；(3)經濟；

(4)歷史；(5)物理；(6)化學；

(7)生物；(8)視覺藝術；

(9)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10)資訊及通訊科技；

(11)倫理與宗教；

(12)旅遊及款待科；(13)體育科；

(14)設計與應用科技； 

(15)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  數學科除必修部分外，同學可選讀數學延伸

課程二(M2) 66



聖人方濟各一生致力福傳事工，本校步武聖人的芳表，努

力傳揚基督福音。除了早會及放學祈禱外，每逢主保瞻

禮、聖誕節、復活節等宗教慶日，均舉行大型宗教禮儀，

藉此向同學傳遞基督愛的訊息。此外，天主教同學會及慕

道班定期舉行宗教活動，以加深同學對天主教的瞭解。

宗教培育

禮堂外牆的宗教佈置禮堂外牆的宗教佈置

天主教同學會參觀懲教博物館天主教同學會參觀懲教博物館

主保瞻禮感恩祭主保瞻禮感恩祭

天主創造萬物馬賽克壁畫天主創造萬物馬賽克壁畫

主保瞻禮主保瞻禮

開學禮儀開學禮儀

四旬期祈禱禮儀四旬期祈禱禮儀

天主教同學會到柴灣海星堂朝聖天主教同學會到柴灣海星堂朝聖

各人應依照自己所領受的神恩，彼此服事，善做

天主各種恩寵的管理員。

伯多祿前書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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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周 Joyful Youth Photo Booth宗教周 Joyful Youth Photo Booth

天主教同學會到柴灣海星堂朝聖天主教同學會到柴灣海星堂朝聖

信仰培育信仰培育——神父講道神父講道

聖母像聖母像

聖方濟各像聖方濟各像

天主教同學會迎新日天主教同學會迎新日

散學禮儀散學禮儀

信仰培育信仰培育——校長分享校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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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級同學參觀香港教育大學中六級同學參觀香港教育大學

校風及學生支援

校風及學生支援
本校著重培育學生的個人修養及品德發展，每年均舉

辦不同的活動，如：領袖訓練營、多元智能挑戰營、

學長訓練活動、「司法懲」活動，以及參觀大學校園

等，讓學生建立自信和目標，學會欣賞自己，並培養

他們承擔責任及自省自新的能力。

多元智能挑戰營多元智能挑戰營

「司法懲三部曲」「司法懲三部曲」——參觀馬坑監獄參觀馬坑監獄

製作花火瓶勉勵中六同學積極迎戰DSE製作花火瓶勉勵中六同學積極迎戰DSE

升國旗儀式升國旗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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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訓練營大合照領袖訓練營大合照

愛與生命攤位遊戲愛與生命攤位遊戲

領袖訓練培訓團隊精神領袖訓練培訓團隊精神

參觀香港恒生大學傳播學院參觀香港恒生大學傳播學院

領袖訓練營領袖訓練營——高空訓練高空訓練

學生領袖探訪抗戰老兵學生領袖探訪抗戰老兵

自疫情發生以來，本校一直關顧跨境生的學習

情況。除了進行網上學習外，我們還設立網上

平台，讓同學交收功課以及進行網上評估。

全面照顧跨境生全面照顧跨境生所以你們應當是成全的，如同你們

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樣。

瑪竇福音 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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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

儲黃合優紀念獎學金儲黃合優紀念獎學金

校友海外交流獎學金校友海外交流獎學金

李偉民英文科傑出學生獎李偉民英文科傑出學生獎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獎學金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獎學金

上游獎學金上游獎學金

祈良神父獎學金祈良神父獎學金

校友海外交流獎學金校友海外交流獎學金

港燈百週年紀念基金獎學金港燈百週年紀念基金獎學金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獎學金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獎學金

本校設立多項獎學金，獎勵同學在學業、操行、

服務及課外活動各方面的優秀表現。

黃宗林紀念獎學金黃宗林紀念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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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同學近年在香港中學文憑試中取得不俗成績，

順利入讀本港、內地及台灣的大學，取錄結果節錄如下：

香港中文大學 工商管理學士（綜合）
香港中文大學 理學士
香港中文大學 經濟學
香港科技大學 理學士
香港浸會大學 社會科學院（中國研究）
香港城市大學 工學士（核子及風險工程）
香港城市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院（社會工作）
香港教育大學 中國語文教育榮譽學士
香港教育大學 語文研究榮譽文學士（中文主修）
香港恒生大學 工商管理（榮譽）學士
香港恒生大學 社會科學系哲學、政治與經濟學士
香港樹仁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榮譽）文學士
香港樹仁大學 新聞及傳播學士

嶺南大學 工商管理（榮譽）學士
嶺南大學 社會科學（榮譽）學士
嶺南大學 視覺研究（榮譽）學士

香港都會大學 護理學榮譽學士（普通科）
香港都會大學 創意寫作與電影藝術榮譽文學士
香港都會大學 檢測科學和認證榮譽理學士

台南大學（台灣） 幼兒教育
宜蘭大學（台灣）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大仁科技大學（台灣） 寵物照護暨美容系
北京師範舞蹈學院（內地） 舞蹈教育

中山大學（內地） 數學
暨南大學（內地） 工商管理
暨南大學（內地） 臨床醫學
暨南大學（內地） 中醫學
暨南大學（內地） 生物醫學工程
暨南大學（內地） 金融學
暨南大學（內地） 國際經濟及貿易
暨南大學（內地） 日語
暨南大學（內地） 法學
暨南大學（內地） 英語專業
暨南大學（內地） 漢語言文學
暨南大學（內地） 新聞與傳播
暨南大學（內地） 生物技術
東南大學（內地） 土木工程學
華僑大學（內地） 工商管理
華僑大學（內地） 體育
華僑大學（內地） 經濟學
華僑大學（內地） 視覺傳達設計系
江南大學（內地） 旅遊管理
江南大學（內地） 漢語言文學
深圳大學（內地） 藝術設計
深圳大學（內地） 國際經濟與貿易

除以上大學外，本校畢業生亦選擇升讀其他海外大學

（主要為美國、英國、加拿大及澳洲）。

大學入學情況大學入學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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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新生迎新日中一新生迎新日

我們的新成員我們的新成員——機械人聖芳仔機械人聖芳仔

中一迎新活動
為了使中一同學在開學前認識學校，適應校

園生活，學校特意為他們舉辦「中一迎新及

適應課程」，內容包括祈禱禮儀、主科適應

課程、課外活動體驗、團隊合作訓練等，讓

他們儘早銜接中學課程。

認識天主教教理認識天主教教理

中一英語銜接課程中一英語銜接課程

STEM體驗活動STEM體驗活動

課外活動體驗課外活動體驗

我必賜給他們另一顆心，在他們

臟腑放上另一種精神。

厄則克耳 11:19

中一新生適應課程中一新生適應課程團隊合作訓練團隊合作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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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活動 Indian Dance Show英語活動 Indian Dance Show

語文
教育

本校十分重視同學的兩文三語，除課堂學習外，亦舉辦不同的活動培養同學的興

趣。同時，學校推薦同學參加不同類型的比賽，豐富同學的學習閱歷，擴闊視

野，提升學習讀寫聽說的能力，同學亦在各項比賽中獲得佳績。

English Language

普通話

中國語文

荃灣各界慶回歸普通話誦讀大賽優勝者荃灣各界慶回歸普通話誦讀大賽優勝者

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新界高中組優勝者新界高中組優勝者

English DramaEnglish Drama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優勝者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優勝者

實在，上主的神充滿了世界，包羅萬象，通曉一切

語言。 

智慧篇 1:7

Drama Performance
Drama Performance 英語周英語周

Radio Drama Training WorkshopRadio Drama Training Workshop

澳洲遊學交流團澳洲遊學交流團

English English 
Announcement Announcement 

TeamTeam

中文學會 中秋猜燈謎中文學會 中秋猜燈謎

高中同學分享閱
讀與學習方法

高中同學分享閱
讀與學習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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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教育
STEM是代表科學(Science) 、科技(Technology) 、工

程(Engineering)及數學(Mathematics)各英文譯寫的首

字母縮略詞。為配合全球的教育趨勢，裝備學生應對

社會及全球因急速的經濟、科學及科技發展所帶來的

轉變和挑戰，學校會透過正規課程及參與比賽推動同

學學習。另外，學校亦參與香港理工大學舉辦的一系

列活動，讓同學可以有系統地認識STEM。

創新科技嘉年華2021創新科技嘉年華2021

香港理工大學STEM活動香港理工大學STEM活動

太陽能充電車設計過程太陽能充電車設計過程

創新科技嘉年華2021得獎作品創新科技嘉年華2021得獎作品

本校STEM隊伍在城市大學本校STEM隊伍在城市大學
比賽取得佳績比賽取得佳績

聖芳IT隊獲得「香港建造業議會零碳天地聖芳IT隊獲得「香港建造業議會零碳天地
Minecraft編程創作比賽」高中組亞軍Minecraft編程創作比賽」高中組亞軍

ROBOFEST機械人大賽ROBOFEST機械人大賽
獲得高級組季軍獲得高級組季軍參觀「5G LAB@ 天際100」參觀「5G LAB@ 天際100」

工程與初中生工程與初中生——
太陽能充電車模型設計比賽太陽能充電車模型設計比賽

太陽能充電車模型設計比賽得獎同學太陽能充電車模型設計比賽得獎同學

VEX IQ機械人編程工作坊VEX IQ機械人編程工作坊

參觀香港城市大學低碳能源教育中心參觀香港城市大學低碳能源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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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充電車設計過程太陽能充電車設計過程

構建未來城市Minecraft編程創作比賽構建未來城市Minecraft編程創作比賽

參觀中移動5G實驗室參觀中移動5G實驗室

參觀「三菱電機（香港）有限公司」參觀「三菱電機（香港）有限公司」

參觀「香港知專設計學院」(HKDI)參觀「香港知專設計學院」(HKDI)

中國古天文儀器：渾儀模型製作中國古天文儀器：渾儀模型製作 參加「英才盃」同學全心全意地製作模型參加「英才盃」同學全心全意地製作模型

香港科技大學智能小車競技會獲得亞軍香港科技大學智能小車競技會獲得亞軍
在城市大學比賽中在城市大學比賽中
介紹及展示作品介紹及展示作品機械人組裝工作坊機械人組裝工作坊

邵逸夫天文學獎導賞講座邵逸夫天文學獎導賞講座

STEMxPTA親子水耕體驗工作坊2022STEMxPTA親子水耕體驗工作坊2022

「英才盃」STEM教育挑戰賽得獎同學「英才盃」STEM教育挑戰賽得獎同學

VEX IQ機械人編程工作坊VEX IQ機械人編程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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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活動
學校注重學生體育方面的發展，

為使同學的校園生活得到多元及

平衡的發展，本校設有田徑隊、

籃球隊、足球隊、乒乓球隊、排

球隊、龍舟隊、羽毛球小組、劍

擊學會及室內單車學會等。

男子足球隊男子足球隊 女子足球女子足球

室內賽艇體驗室內賽艇體驗

女子排球隊女子排球隊

新地聯校室內單車機比賽新地聯校室內單車機比賽

學界乒乓球錦標賽勇奪學界乒乓球錦標賽勇奪
男子乙組亞軍男子乙組亞軍

男子排球隊男子排球隊

攻防箭活動體驗攻防箭活動體驗

男子籃球隊男子籃球隊

為達到目標，為爭取天主在基督耶穌

內召我向上爭奪的獎品。

斐理伯書 3:14

乒乓球隊乒乓球隊

室內單車隊練習室內單車隊練習 新地聯校室內單車機比賽新地聯校室內單車機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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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代表獲得學界男子甲組鉛球冠軍本校代表獲得學界男子甲組鉛球冠軍

奧運獎牌得主李慧詩奧運獎牌得主李慧詩
本校單車隊代表合照本校單車隊代表合照

本校單車隊在聯校比賽中勇奪芳濟盃 本校單車隊在聯校比賽中勇奪芳濟盃 

男子排球隊在邀請賽獲得亞軍男子排球隊在邀請賽獲得亞軍

新地單車學院邀請賽新地單車學院邀請賽
本校單車隊奪冠本校單車隊奪冠

第65屆體育節 場地單車賽 捕捉賽第65屆體育節 場地單車賽 捕捉賽
（男子少年11-16歲組）亞軍（男子少年11-16歲組）亞軍

奧運獎牌得主李慧詩與學生合照奧運獎牌得主李慧詩與學生合照

男子排球隊友誼賽男子排球隊友誼賽

新地單車學院校園推廣活動新地單車學院校園推廣活動

劍擊學會劍擊學會

排球隊參加沙灘排球青少年盃比賽排球隊參加沙灘排球青少年盃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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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樂團中樂團

本校透過不同範疇的活動，讓學生盡展所長，發

揮個人潛能。在朗誦、運動、話劇、舞蹈和音樂

方面，均有出色的表現，更取得不少獎項。

日本動漫學會日本動漫學會

2021-2022校外活動獲獎紀錄

Cooking is funCooking is fun 本校民安隊本校民安隊

藝術

愛滋寧養服務協會面具設計比賽 中學組 亞軍
駐香港韓國文化院「中學生韓國文化繪畫比賽」 高中組優異獎

城市女青年商會與香港女童軍總會合辦
小手愛地球「童畫世界」—圍牆壁畫繪畫比賽

「最具創意大獎」
「最賞心悅目大獎」

第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結他獨奏優良獎狀

體育

大埔及北區學界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鉛球冠軍、標槍亞軍、跳遠殿軍
男子乙組：跳遠冠軍、跳高亞軍
男子丙組：400米季軍
女子甲組：400米亞軍
女子丙組：200米殿軍

聯校田徑測試賽第二站
男子乙組：跳遠冠軍、跳高冠軍
女子丙組：100米亞軍、400米季軍

九龍城區回歸盃女子足球 冠軍

賽馬會女子青少年足球聯賽 殿軍

北區乒乓球分齡賽 男單青少年組亞軍及殿軍

新地單車學院邀請賽 冠軍

全港場地單車賽捕捉賽 少年組亞軍

香港校際賽艇錦標賽 四人雙槳有舵手公開組1000米亞軍
香港拯溺總會 救生嘉許狀

學術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散文獨誦 亞軍、良好獎狀

詩詞獨誦 優良獎狀、良好獎狀

「燕然盃」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2周年學生徵文比賽 入選證書

第24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新界高中組 優異星獎

2022北區學聲徵文比賽 優秀作品獎

荃灣各界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5 周年活動—
慶回歸普通話誦讀大賽

優異獎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晉級賽銅獎泰國國際數學競賽 初賽銅獎

美國數學奧林匹克競賽 American Math Olympiad (AMO) 銅獎

中電「校園工程師」網上問答遊戲 優異獎

三菱電機綠色科技創意大賽2021 亞軍、最具潛質獎

三菱電機綠色科技創意大賽2022 季軍、最受歡迎設計獎

香港少年工程挑戰賽2020 技能賽優異獎

香港科技大學智能小車競技會 
亞軍

香港科技大學智能小車工作坊證書

微軟人工智能 基礎證書

服務 中四愛傑出青年義工 領袖獎

興趣
少年警訊「理財及防騙短片創作比賽」 優異獎

北區公益少年團中國象棋比賽 
初中組冠軍、

高中組冠軍、高中組季軍

弟兄們！我並不以為我已

經奪得，我只顧一件事：

即忘盡我背後的，只向在

我前面的奔馳。

斐理伯書 3:13

課外課外
活動活動

迪士尼樂園迪士尼樂園
奇妙學習之旅奇妙學習之旅

舞蹈學會舞蹈學會

繪畫鬱金香壁畫繪畫鬱金香壁畫

鬱金香壁畫製作完成鬱金香壁畫製作完成

北區公益少年團中國象棋北區公益少年團中國象棋
比賽勇奪兩冠一季比賽勇奪兩冠一季

海洋公園全方位學習之旅海洋公園全方位學習之旅 瑜伽班瑜伽班

合唱團合唱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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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是家長與學校溝通的橋樑，

幫助家長及老師建立緊密的關係。因

此，家長教師會每年都與學校合辦不同

的活動，發揮「家校合作」精神。

親子聖誕樹輪蛋糕製作班親子聖誕樹輪蛋糕製作班

STEM親子活動STEM親子活動

家長教師會家長教師會

你們作父母的，不要惹你們的子女

發怒；但要用主的規範和訓誡，教

養他們。

厄弗所書 6:4

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暨執行委員會選舉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暨執行委員會選舉

敬師日敬師日

中一新生家長日中一新生家長日

家長教師會親子旅行家長教師會親子旅行

迪士尼樂園迪士尼樂園
奇妙學習之旅奇妙學習之旅

舞蹈學會舞蹈學會

北區公益少年團中國象棋北區公益少年團中國象棋
比賽勇奪兩冠一季比賽勇奪兩冠一季

瑜伽班瑜伽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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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社會服務
為了實踐方濟各扶助弱小、關愛他人的精

神，學校鼓勵同學積極參與不同的義工服

務，如：義賣活動、農耕體驗、探訪獨居長

者和兒童中心等，培養同學愛德的精神。

教導長者使用智能電話義工服務教導長者使用智能電話義工服務

4C青年義工領袖團4C青年義工領袖團

我實在告訴你們：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

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

瑪竇福音 25:40

社會服務組迎新日社會服務組迎新日

聯校「4C 青年義工領袖計劃」培訓日營聯校「4C 青年義工領袖計劃」培訓日營

4C青年義工領袖團活動分享會4C青年義工領袖團活動分享會

「青出於情」社區服務「青出於情」社區服務

伸手助人協會之校際曲奇義賣伸手助人協會之校際曲奇義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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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單車團台灣單車團

交流活動交流活動
學校每年均會安排學生到國內考察，讓學生認識中國文

化及了解近代中國的發展，培養關心國家的精神。學校

亦同時舉辦境外考察及朝聖學習之旅等聯課活動。

一帶一路歷史考察團一帶一路歷史考察團

中日文化體驗和升學交流計劃中日文化體驗和升學交流計劃

廣州高鐵行廣州高鐵行

湖南大學交流團湖南大學交流團

認識祖國「一帶一路」高鐵體驗認識祖國「一帶一路」高鐵體驗

2222



校址：新界粉嶺欣盛里一號

電話：2677 9709

傳真：2677 9759

電郵：principal@sfac.edu.hk

網址：www.sfac.edu.hk

ST. FRANCIS OF ASSISI’S COLLEGE

聖 芳 濟 各 書 院

真理 Truth  

義德 Justice  

愛德 Love  

生命 Life  

家庭 Fami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