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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多年前，當曉光街這片福地還在靜靜地守護著東九龍不斷增加的人口時，一群

來自愛爾蘭聖高隆龐傳教女修會的修女們已經立志要為香港年青一代的教育奉獻自

己。她們憑著無比的毅力和堅強的信念，在天主的護佑下，創辦梁式芝書院，陪伴

同學們茁壯成長。經歷二十載的春風化雨，修女們將她們豐碩的成果，交付天主教

香港教區手中，而學校亦繼續以基督為榜樣，培育同學盡展所能，敬主愛人。

時代在變，但連繫著歷代「式芝」人的精神始終不變。她們成就斐然，卻仍能保持不卑不亢、謙恭自重、樂於助

人、勇於承擔；縱然面對種種挑戰，她們努力不懈、積極求進、互相扶持、感恩惜福。基督曾說：

「我是世界的光；跟隨我的，
決不在黑暗中行走，必有生命的光。」
（若8:12）

如上文聖經所言，同學們成長在仁愛的氛圍中，行走在光明的道路上，確有助

她們發展正向思維，亦對她們將來立己待人有莫大裨益。我衷心盼望梁式芝書

院的同學能夠薪火相傳，在社會上發光發亮，燃點自己，照亮他人。

校
的話

長 活在光明成長路心懷感恩惜萬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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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光明成長路心懷感恩惜萬福

思動計劃   同儕支援
本校與香港大學合作推廣以宣揚精神健康為宗旨的「思

動計劃」。同學參加精神醫學系教授主辦有關思覺失調

課題的工作坊、講座、暑期研究體驗，學以致用。

辦學宗旨
本校貫徹天主教全人教育，藉基督福音精神的薰陶，

讓同學在靈、德、智、體、群、美各方面均衡發展。

為此，我們致力建立理想的學習環境，協助同學學會

學習，發展潛能，培養良好的品格，建立積極的人生

觀，關心社會，回饋社會。

辦學團體
聖高隆龐傳教女修會 (1977-1996)

天主教香港教區 (1996-現在)

宗教培育
我們重視同學心靈的牧養，透過宗教禮儀、

宗教課堂、信仰樂園等不同經驗，認識天

主，把愛德、義德、家庭、真理、生命五大

天主教教育核心價值實踐於生活中，常銘記

校訓「主為我佑」，憑信、望、愛跨越生活

困難與挑戰。

大姐姐計劃
輔導組和社工每年安排訓練活動，由高

年級大姐姐帶領小師妹融入校園生活。

透過定期午間聚會、功課輔導、遊戲歷

奇、團體競賽、宿營訓練、領袖訓練，

分享校園生活點滴，互勵互勉。

主為我佑
校訓

「天主竟這樣愛了世界，甚至賜下了自己的獨生子，使凡信他的人不至喪亡，反而獲得永生。 (若3:16)」「愛德」 

大姐姐功課輔導

靈修

開展視野

大姐姐訓練活動

歷奇活動

歷屆師生與聖高隆龐傳教女修會修女聚首一堂，答謝她們對學校的貢獻。

感受生命

悅納祝福感恩祈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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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球琚博士獎學金

學術簡介 
近三屆香港中學文憑試
除中國語文、中國文學、中國歷史、通識及宗教科外，全

部科目均以英語應考。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必修部

份和通識教育科四個核心科目取得2-5**級別成績平均為

97.5%。全部科目取得2-5**級別成績平均為92.2%。

超凡卓越 盡展所長 
港富明德獎學金
歷年均有品學兼優、熱心服務及非學術卓越成就的畢業生

獲頒「港富明德獎學金」及「民政事務局多元卓越獎學

金」，同獲四年大學學費資助，成績令人鼓舞。

年級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班數 4 4 4 4 4 4

班級結構

科目結構
科目 中一至中三 中四至中六

中國語文教育

中國語文  

普通話 中一及中二

中國文學 

英國語文教育

English Language  

數學教育

數學  

數學 ( 延伸部份 ) 

公民與社會發展

公民與社會發展 中四

通識教育科

通識教育 中五及中六

科學教育

綜合科學 中一及中二

生物 中三 

化學 中三 

物理 中三 

科技教育

企業、會計與
財務概論∕基本商業

中三
（基本商業）



資訊及通訊科技
∕ STEM

(STEM)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

宗教教育  

倫理與宗教 

中國歷史  

歷史  

地理  

經濟  

藝術教育

視覺藝術 

音樂 

藝術發展 

體育教育

體育  

價值教育

價值教育  

港富明德獎學金（資助 4 年大學學費） 朱穎恩、許雯欣、余敏盈、鄧碧瑤

民政事務局多元卓越獎學金（資助 4 年大學學費） 袁凱殷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黃悅潼、周曉旻、朱穎恩、許雯欣、陳靜儀、呂汶懿

九龍地域傑出學生選舉（高中組 優秀學生） 陳芳生

觀塘區傑出學生選舉（高中組 傑出學生） 陳芳生

觀塘區優秀學生獎勵計劃 陳靜儀、陳雅怡、鄧詠心

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黃悅潼、陳安華、陳雅怡、梁詩敏、蔣佩珊、鄧詠心

明日之星上游獎學金 馮嘉雯、郭曉盈、梁錦賢、李晞晴、文官寶

黃廷方獎學金 馮嘉雯、文官寶

祁良神父紀念獎學金 蔡曼珈、黃詠瑤、黃柏盈

香港印度商會信託基金獎學金 陳雪美、王一怡、譚靖霖、葉嘉雯、李凱琳、余樂堯

哈佛圖書獎 陳靜儀、呂汶懿、黃柏盈、陳雅怡、周曉旻、劉嘉怡、
鄭琪蒨、甄子慧

超凡學生嘉許計劃 梁薏嘉、陳紫晴、劉芷君、陳雅怡、林寶琪

「義德」「他愛護正義和公理，他的慈愛瀰漫大地。（詠:335）」

南華早報傑出學生年度獎
港富明德獎學金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觀塘區優秀學生超凡學生

哈佛圖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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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School aims to cultivate students' interest and

enthusiasm in learning English, broadening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English culture.



《大禹之後》媒體藝術展覽 坑口非物質文化遺產活動日

美荷樓—香港精神學習計劃 大坑舞火龍講座及製作體驗

「智」作「業」—灣仔基層行業導賞團

中國傳統鄉村歷史文化與蠔業生態探索

參觀屏山鄧族文物館、羅湖監獄、香港電台及「源．區」T‧Park

境內外生態、歷史、文化考察

數理科創
STEM為本校課程發展重點，除編寫程式和機械人製作等學界主流推廣項目外，另創新

猶，以物聯網科技，結合地理氣候、數學統計工程設計出「中國農耕」計劃，並獲香港

教育大學團隊支持，經專家講師、科研人員在教學設計、器材改良、學習評估等研討，

同學運用STEM知識解決實用民生議題。

綜合人文
中 國 歷 史 科 、 歷 史 科 和

地理科加入STEM科技元

素，將擴增實境(AR )和

虛擬實境(VR)技術引進課

堂，提升學習效能。利用

如Kahoot等網上學習平台，以遊戲方式提升

學習興趣，鼓勵同學積極探究。

STEM Expo
每年一度全校活動STEM Expo展現學

生學習成果，同學寓學於樂，互相

觀摩，感受科研氛圍。初中同學參

加「智慧生活@九龍東」香港學生挑

戰賽，以發展九龍東為智慧城市作

目標，運用STEM知識改善生活，獲

全場總亞軍。

「真理」「你們如果固守我的話，就確是我的門徒，也會認識真理，而真理必會使你們獲得自由。」（若8:31-32）」

以具備IoT的水耕機種植蔬菜

除考察外，透過專題講座和電台演講，同學加深中華文化

認識，提升國民身份認同。

「智慧生活@九龍東」香港學生挑戰賽亞軍

第三十七屆教區中學數學比賽STEM EXPO展品—Microbits
第二屆「長幼樂VR」活動中，同學透過VR技術與長者交流互動

中國傳統鄉村歷史文化與蠔業生態探索

認真聆聽灣仔基層行業導賞團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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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曾舉辦之境外交流活動
廣州探索之旅 台灣體育精英訓練營

赤壁武漢研學團 韓國體育精英訓練營

京港澳學生交流夏令營 日本體育精英訓練營

南京歷史文化探索之旅 日本升學及歷史文化考察團

廈門、金門歷史文化之旅 澳洲文化及英語學習團

武漢及長江三峽經濟考察團 紐西蘭文化及英語學習團

澳門大學STEM青少年夏令營 加拿大文化及英語夏令營

上海蘇州經濟文化考察交流團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優秀高中生獎勵計劃高校科學營」

辯論比賽 獎項及成就

星島第三十六屆全港校際辯論比賽 最佳辯論員、最佳交互答問辯論員

預防賭博問題年輕化之辯論教育計劃 16強、最佳辯論員

網上辯論友誼賽：聖言中學、匯基書院（東九龍）

課外體驗
課外活動讓同學發掘潛能，追求卓越，在不同領域突破

自我，爭取佳績。疫情沒有影響同學對課外活動的熱

忱，不少活動由實體轉為虛擬。本校辯論隊善用網上平

台，繼續參與全港性比賽，以辯會友，為校爭光。

放眼世界 境外交流
為擴闊同學國際視野，多次舉辦海外及國內遊學交

流。同學不但在當地著名大學上課，更有機會融入寄

宿家庭，在全英語語境中親身體會西方文化，學習英

語。走訪別國文化景點，參加戶外活動，如：獨木

舟、騎馬體驗、地理考察、農莊體驗等，增廣見聞。

「在他內有生命，這生命是人的光。（若1:4）」「生命」 

除制服團體等傳統課外活動，近年亦開辦不同興趣班，

例如咖啡調配班、茶藝坊、攝影學會，讓同學初探不同

專業職藝技能，與時並進。

加拿大文化及英語夏令營
考察福建客家土樓的建築特色及生活文化

中樂團於綜藝表演中演奏

澳洲戶外地理考察

《策掂—傑出政策人大賽 2018》潘曉妍同學（左二）獲「最佳政策游說人」及「最有風度政策游說人」兩項個人大獎

《策掂—傑出政策人大賽 2018》獲得中學組冠軍

赤壁武漢研學團

合唱團獲海洋公園邀請於聖誕活動上表演

同學到咖啡館練習咖啡拉花技巧

攝影學會正拍攝學生會
主辦之音樂比賽

中五級司徒淑清同學榮獲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2021)「香港電台第四台中國樂器奬學金」季軍，獲
邀出席香港電台音樂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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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藝樂滿FUN
梁式芝啦啦隊
「Sparkles」
Spa r k l e s雖然只成立了短短10

年，但隊中不少成員已晉身觀

塘區啦啦隊、港隊啦啦隊，代

表香港到南京、東京等地參與

國際賽事。

全港性體育比賽
為培養同學體能、意志及團隊精神等綜合素質，本校

推動同學參與不同類型全港性體育比賽，屢獲殊榮。

體育比賽 獎項及成就

2018-2019 中學校際籃球比賽 女子丙組第三組別（九龍）冠軍、全體季軍

2018-2019 中學校際排球比賽 女子乙組第二組別（九龍）殿軍

2018-2019 中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女子丙組第三組別（九龍）季軍

2018-2019 隊際外展壁球比賽 冠軍

2018-2019 第十三屆青少盃沙灘排球比賽 女子高級組  冠軍

2018-2019 三武士花劍隊制邀請賽2018 初級組  亞軍

2019-2020 中學校際排球比賽 女子甲組第二組別（九龍）亞軍

2019-2020 中銀香港七人欖球盃 碟賽冠軍

訓練營名稱 地點

2017-2018 日本排球訓練營 大阪

2018-2019 青島體育文化及海洋科技探索之旅 青島

2018-2019 南城‧香港動力綫第四屆青少年交流營 東莞

2019-2020 韓國籃球及排球體育訓練營 南韓

境外體育訓練營
各項目校隊均有機會前往世界各地

訓 練 ， 與 不 同 國 家 專 業 運 動 員 交

流，觀摩砌磋，提升技術水平。

體壇精英   傑出校友

「校訓」 「主為我佑」

欖球隊「中銀香港七人欖球盃碟賽」奪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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