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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簡介（2022-2023）



創校年份：1978 年

校  訓：智義勇節

校  監：羅啟勝先生

校  長：劉廣業先生

學校類別：男女津貼中學

級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班數 4 4 4 4 4 4

  教育的意義並不僅是傳授知識，而是更在於心靈方面
的培育。荔景天主教中學堅守天主教學校五大核心價值，
配合校訓「智義勇節」，加上啟發潛能教育的推行，全體
教職員四十五年來不辭辛勞，孕育品格德行優良的學生，
幫助學生認識自我、熱愛生命，提升他們與人和諧相處的
能力，希望各持份者與本校攜手合作，讓荔天學生發光發
熱，他日成為社會的棟樑。

學校介紹

班級結構：

校長的話
校監羅啟勝先生校監羅啟勝先生

劉廣業校長劉廣業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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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學生在歷年的公開考試的成績十分理想，每年均
有學生入讀本地及外國的著名大學，修讀醫學、法律、工
程、精算及工商管理等學科，畢業後投身各個專業界別，
貢獻社會。

   本 校 多 年 來 推 行「 啟 發 潛 能 教 育 」(Invitational 
Education) 成績獲得認同，曾多次奪得國際啟發潛能教育
聯盟頒發的國際大獎。近年，本校有學生入選香港代表隊，
包括：手球、划艇、以致新興運動意式滾球等。本校亦有
學生成功申請獎學金前往美國、日本等地進行交流。

  本校獲教育局評為「資訊科技教育卓越中心」，教學
團隊曾多次到不同的大中小學分享成果。學生除掌握資訊
科技的應用之外，更培養良好的資訊素養，能有效並負責
任地使用科技進行學習。在過去數年，全校教師團隊製作
了數千輯校本教學影片，輔以實體課及網上課，讓學生養
成自主學習的習慣。此外，「自攜裝置計劃」已成功地在
中一至中五級推行。

  本校一直致力推行 STEM 教育，培養科研精英，近年
在國際及本地的大型比賽中屢獲殊榮，當中的得獎作品包
括：超能皮膚、助手及隨機認便等。

學與教

公開考試表現優秀

學生潛能無限

資訊科技及資訊素養培育

STEM教育成就卓越

荔天學生研發的「助」手在科學比賽中獲獎荔天學生研發的「助」手在科學比賽中獲獎

荔天合唱團於香港文化中心比賽荔天合唱團於香港文化中心比賽

荔天學生代表香港出戰於馬來西亞舉行的國際意式滾球比賽荔天學生代表香港出戰於馬來西亞舉行的國際意式滾球比賽 中國舞表演中國舞表演

第三十九屆香港數學比賽亞軍第三十九屆香港數學比賽亞軍

像素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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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有多名老師參加了「資優教育學校網絡計劃」，
與教育局官員及友校老師進行交流，又舉辦中國語文科
及中國歷史科的公開課，分享適異教學及其他有關課題，
獲參與者的高度評價。本校參與了香港中文大學的「優
質學校改進計劃」，大學教授及學者從學科的各層面促
進本校教師的專業發展，例如：共同備課、教材及活動
設計、同儕觀課及議課等。

  本校在高中推行延展課程，讓教學團隊有更充裕的時
間教授學生公開考試的應試策略和技巧，學生亦可及早裝
備自己，為迎接中學文憑試的挑戰作好準備。至於初中方
面，中英數三科均設分組小班教學，因材施教，以收拔尖
補底之效。

  本校著重培訓學生的中英語文能力，初中的數學科及綜合
科學科採用英語教學。此外，本校亦特別設計一系列的閱讀政
策，透過適切的計劃及活動，例如：電子圖書館、作家講座、
分享會及大型書展等，提升學生的興趣。

  本校的高中課程共設 14 個甲類香港中學文憑試的選修
科目，學生可按其興趣、能力及未來職業方向選擇修讀 2
至 3 個選修科目，而數學成績優良的學生，亦可選修數學
延伸單元（一）或（二）。

專業的教學團隊

延展課程及小班教學成效顯著

適切的語文政策

課程編排配合學生志向

優質教育基金教學分享優質教育基金教學分享

閱讀分享會閱讀分享會

學校發展研討會學校發展研討會

敢想研習室工作坊敢想研習室工作坊

參觀聖約瑟堂畫展參觀聖約瑟堂畫展

InnoSTEMer 博覽 2020InnoSTEMer 博覽 2020

學術週活動學術週活動

像素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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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宗教與倫理      

中國語文      

英國語文      

數學      

數學延伸單元 ( 一 )   

數學延伸單元 ( 二 )   

通識 

公民與社會發展  

物理   

化學   

生物   

綜合科學   

資訊與通訊科技   

普通電腦   

倫理與宗教   

地理   

歷史   

經濟   

旅遊與款待  

綜合人文   

中國歷史      

企業會計與財務   

視覺藝術      

音樂      

普通話   

體育      

生活教育      

本校開設的科目（2022-2023 年度）

5



  本校一向致力推廣天主教學校的五個核心價值：真理、愛
德、家庭、生命及義德，配合正向教育的推行，以培育學生正
面及積極的人生態度。本校透過各類型的宗教活動，讓學生認
識天主教教育的使命，校園內設有宗教佈置，例如：課室內的
宗教角、各樓層的聖家及聖像擺設等，又定期在校園廣播聖詠，
以陶冶學生的靈性。

  本校在過去數年成功設計了正向教育課程，提升了教學團
隊規劃課程的能力，當中的內容包括：認識幸福元素 (PERMA)、
培育品格強項等。課程評估的結果顯示了學生在生活目標和意
義、社交關係及參與活動等各方面均有所增長。此外，在中國
語文、英國語文、通識、綜合人文及中國歷史科均加入了正向
教育的元素，把品格強項的特點融入課程中。至於家長教育方
面，本校重點在提供資訊，讓家長掌握正向教育的理念，明白
品格強項對其子女成長的幫助。

  本校的課外活動學會及小組超過五十個，範圍涵蓋宗教、學
術、服務、藝術、體育、興趣等，每年也舉辦課外活動推廣日，
近年更統籌各科組，增辦全方位學習日，務求令學生多方面成長
及發展。此外，本校亦重視學生在其他學習經歷的發展，為學生
提供不同的專題及聯課活動，例如：文化交流團及領袖訓練等。

堅守天主教學校核心價值

正向教育提升學生的幸福感

課外活動及其他學習經歷豐富

剩食升級工作坊剩食升級工作坊

全方位學習日全方位學習日

明愛拍賣會明愛拍賣會

聖斯德望堂教育日聖斯德望堂教育日

開學祈禱禮開學祈禱禮

聖誕祈禱禮聖誕祈禱禮

正向教育健康講座正向教育健康講座6



  本校推行生命馬拉松獎勵計劃，旨在培育學生的責任感及自我管理能力，指引學生在靈德智體群美六
育各範疇上自訂目標，及努力達致設定的標準，同時亦邀請家長作評核者，學校按學生的表現在學期結束
前頒發鑽石、金、銀、銅獎項，以資鼓勵。

  本校的生涯規劃委員會舉辦各類型活動，例如：
Life Rider 計劃、工作影子計劃及職業分享講座等，
使學生能認識工作世界及各升學途徑，及早訂立學術
或事業目標。除此以外，本校的生命教育課程涵蓋個
人成長、環境教育及國民教育等多個環節，培養學生
成為具有知識及富責任感的人。

「生命馬拉松」帶領學生全人發展

完善的生涯規劃及生活教育活動

香港藝術節互動劇場香港藝術節互動劇場 中三生涯規劃講座中三生涯規劃講座

海外升學講座海外升學講座

升中選校資訊講座升中選校資訊講座 Life Rider 模擬工作體驗活動Life Rider 模擬工作體驗活動 多元智能挑戰營多元智能挑戰營

香港優秀學生嘉許典禮香港優秀學生嘉許典禮高中畢業多元出路家長講座高中畢業多元出路家長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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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家長教師會成立至今已二十三年，家長對學校的
事務均樂於參與，積極投入，兩位家長代表為法團校董會
成員，為學校的發展出謀獻策。此外，家教會亦設立獎學
金，獎勵在不同範疇有傑出表現的學生，又贊助學校活
動，致力為學生及學校謀求福利，優化學生的學習環境。

  校友會透過各活動及計劃，聯繫歷屆校友，推動母校
的發展。每年校友會均會聯同生涯規劃委員會，舉辦職業
分享講座，為中五及中六級的學生，提供就業資訊。校友
積極參與學校活動，又設立獎學金，獎勵在學業、品德及
體育有傑出表現的學生。

  自二零零七年起，香港都會扶輪社已與本校結為夥伴，歷
任社長及社友均與本校師生合作無間，贊助多項學校活動，例
如：探訪長者日。香港都會扶輪社又和生涯規劃委員會合辦「良
師益友計劃」，透過師徒配對，學生有機會跟扶輪社的社會賢
達學習及交流，有助鞏固學生未來升學或就業的基礎。

家長熱心參與學校事務

校友積極參與學校活動

「扶輪與校同行計劃」開拓學生視野

家長教師會大選家長教師會大選

探訪日本關西大學探訪日本關西大學

攀石體驗活動攀石體驗活動扶輪社電影欣賞會及分享會扶輪社電影欣賞會及分享會

中學體驗日中學體驗日

校友籃球比賽校友籃球比賽

良師益友計劃學生到訪職場良師益友計劃學生到訪職場

扶少團就職典禮扶少團就職典禮

像素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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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mission of the English Department is to empower our students to be active English learners who 
can communicate in English confidently and naturally. English is not only used for academic purposes but 
also in daily interactions. An English environment is created for students to use the language naturally 
with an aim to enhance their English proficiency. There is an array of English activities and competitions 
such as drama performances, board game competitions and so on.

  Enhancement classes are arranged for students 
to raise their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cater for the 
needs of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abilities. In addition, 
the joint school speaking practice provides a platform 
for students to interact with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schools. Summer classes are arranged for students to 
prepare for the public examination.

  It is our tradition of having English morning conversations with our NET. Students are invited to 
share their thoughts on hot button issues with our NET during the morning assembly. It is a platform for 
students to shine and share their ideas with their schoolmates.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at LKCSS

Language Support to Students

English Morning Assembly
Joint school speaking practiceJoint school speaking practice

Our students and NET in the morning assemblyOur students and NET in the morning assem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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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r NET organises a wide variety of activities 
such as spelling bee and board games at the 
English Corner. Students and teachers have fun 
chatting in English. The radiant smiles of our 
students are the best rewards.

  To promote and cultivate a stronger culture of 
reading in English in school, the English Reading 
Scheme is introduced. A variety of books are within 
easy access to students. They are placed not only 
in the library, but also in the reading corners located 
on every floor, where students can grab a book and 
read in their free time.

  The English ambassadors are the English lovers 
who help organise English activities throughout 
the year. Our students develop a genuine love of 
English and a strong ability in using the language in 
an English-rich environment.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write responses to news articles or express their views on topical 
issues in local newspapers. These aspiring writers’ works have been published regularly. We have been 
awarded the Most Engaged School.

English Fun Days

English Reading Scheme

English Ambassador Team

Budding Writers

Open DayOpen Day

Our English AmbassadorsOur English Ambassadors

The Most Engaged School AwardThe Most Engaged School AwardAnthologyAnthology

The school libraryThe school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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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r students are often given opportunities to learn, thrive and shine on stage. They are eager to 
showcase their talents in dancing, singing, and other performing arts in the annual English Talent Show.

  Touring overseas not only brings our 
students joy and laughter, but also enables 
students to explore, connect and blossom 
in the world village. Immerging oneself in an 
English speaking environment encourages 
students to speak English more confidently 
and naturally. 

  We exhibit our students’ good works proudly by publishing the Starfish every year and Anthology 
every two years, inspiring students to pursue greater achievements.

Annual Catholic Diocesan English Talent Show 

Overseas Study Tours

Students’ Achievements Recognised

StarfishStarfishStudy tours to New Zealand and AustraliaStudy tours to New Zealand and Australia

Annual Catholic Diocesan English Talent ShowAnnual Catholic Diocesan English Talent Show

Study tour to SingaporeStudy tour to Singapore

像素不佳

像素不佳

像素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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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景天主教中學荔景天主教中學
Lai King Catholic Secondary SchoolLai King Catholic Secondary School  

地址：新界葵涌荔景邨地址：新界葵涌荔景邨

電話：27441610 傳真：27449134電話：27441610 傳真：27449134

電郵：lkcss@lkcss.edu.hk 電郵：lkcss@lkcss.edu.hk 

網址：http://www.lkcss.edu.hk網址：http://www.lkcss.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