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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科自由 誘發潛能
該校不希望複製考試專才，而是重視教育過程，以學

生的興趣及能力為重，仍然願意為她們開設較 「冷門」
的科目，如英國文學、中國歷史、中國文學、視覺藝

術、音樂，以及資訊及通訊科技等選修科目。此外，該

校的高中選科組合較其他學校富彈性，超過90%的中三

學生可以在升讀中四時修讀首三科心儀的科目，選科高

度自由提升了學生的學習動力，成效事半功倍。

兩文三語 優質裝備
閱讀是學習兩文三

語的良佳途徑。該校

不遺餘力推動中英文

閱讀，每年均舉辦中

文周及英文周，期間

一連串的活動吸引全

校同學關注及參與。

該校學生多次於大型

的閱讀報告比賽中獲

獎，又積極參與各類語文研習團，例如英國劍橋研習

團、清華大學研習團、模擬法庭、辯論比賽及模擬聯合

國會議等，務求寓學習於實踐，在比賽及訓練中提升水

平。不論英文或普通話，該校均積極加強學生的拼音及

說話能力，故特邀母語教師進行小組培訓，迎接未來的

需要。

藝術文化 以人為本
高中學制改革之初，學

界對 「其他學習經歷」 可

謂茫無頭緒，但該校已開

設 「藝術文化科」 ，讓中

四學生有系統地按主題接

觸不同領域的藝術文化。

在輔導及升學指導方面，

校方都以人為本，更在

特殊學習需要、非華語

及新來港學生的照顧

上，安排個別的會面和跟進，真正因材施教。

科技教學 精進日新
該校早在90年代已獲列為科技教學的先導學校，校

方一直秉持創新卓越的科技教學；隨着無線網絡的設

置，師生有更多的機會使用平板電腦及不斷更新的應用

程式來學習；多媒體室

的翻新也標誌着該校已

準備踏入新紀元，再創

高峰。除教學外，資訊

科技也大量運用在學校

行政及教學交流上，精

進日新的設備好讓老師

能夠更有效地處理事

務，投入教學，精益求

精。

傑出學生 成績斐然
該校傑出學生學業及課外活動表現均卓越。甘希賢、

林芝樂和趙樂翹均是去年的中六畢業生。她們驕人的成

績可謂眾學妹的楷模：希賢為學生長，獲香港卓越獎學

金，後於英國的杜倫大學攻讀物理；芝樂和樂翹的語文

能力超卓，英文、朗誦、演講、辯論、戲劇均是她們的

強項，她們現分別於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修讀法

律。除學術外，該校學生的音樂及體育水平也相當高。

中六的余樂思醉心於音樂，曾於八級鋼琴獨奏奪冠，口

齒伶俐的她更是世界學者盃的優勝者之一；中五的馮宇

因則擅於體育，曾贏取多個網球獎項。

語文科技智美育 多元課程人為本

學生領袖 巾幗風姿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的學生領袖既是負

責紀律的風紀，又是學生會的幹事。學

校的政策、紀律、學生福利等事宜，學

生都能透過學生領袖反映意見。學生長

是民選出來的，並非由老師欽點，充分

顯示該校的開放及民主風範。學生會下

設專責委員會，各顯巾幗風姿：聯校服

務計劃、社區小型賣物會、籌款賑災、

才藝表演、農曆新年活動、課外活動統籌、紀念品設計、

教師日、歡送老師儀式等都由學生組織，可謂十項全能。

全球體驗 拓闊視野
早於2000年，該

校已安排學生參觀

遊學，跳出課堂教

學的框框，拓闊學

生視野，除了到國

內考察外，更到訪

英、美、加、澳、

星、韓、日等地，

加上原有的英國暑期研習課程、國際學生會議

及比賽，讓學生有眾多的機會作交流分享。該

校一直有交流生計劃，來自荷蘭、德國、澳

洲、加拿大等國的女孩均到該校作交流生，為

期兩星期至一年不等。

表演藝術 樣樣皆精
聖士提反的學生善於表演藝術：音樂節、朗

誦節、舞蹈節、戲劇節等都可見她們獲獎的佳

績；至於體育項目和社會服務方面亦獲獎無

數，如：香港學生運動員獎、傑出女童軍獎、中銀香港卓

越青苗運動員獎、香港傑出義工獎等，可見該校學生確實

既能讀、又能玩。

關愛校園 樂也融融
該校溫馨融洽的校園氣

氛特別濃厚：學生大使擔

當小導遊，帶領嘉賓遊覽

校園；學長計劃見證校友

帶着師妹成長；每年一度

的教師日洋溢着學生對老

師的愛護和敬意；高年級

學姊透過輔導組的活動照顧新學妹；花園裏的陶泥雕

塑乃紀念已故潘楚英老師的教學精神；學校裏每個角

落都滲透着彼此關愛的情意。

校園生活多姿采 各方舞台展所長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歷史悠久，畢業校友

多不勝數，遍佈各行

各業。校友會的角色

於 這 類 學 校 尤 為 重

要，因為它能凝聚各

屆舊生的力量，擔當

母校與校友之間的重

要橋樑。該校校友會

於創校後 20 年（即

1926年）成立，至今

已有90年歷史。該會定時籌辦各類社會服務、教育及康樂

活動，以加強校友與母校的聯繫。

「學長計劃」 讓校友化身 「生命導師」 ，與學妹分享個人

經驗，無論在升學、就

業或家庭各方面，大家

均有所裨益。該校校友

對音樂的投入和熱誠，

從小至大都沒有改變，

故特設 「校友合唱團」
及 「校友管弦樂團」 。

每逢母校籌辦校慶活

動、音樂會、感恩崇拜

等重要活動，均有校友

的份兒。

畢業不忘母校情 凝聚力量當橋樑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是一所基督教學校，宗教教育貫

穿所有課程、師生關係、崇拜、工作和娛樂。該校位

於柏道的入口是一個廣闊的大花園，拾級而上可見豎

立兩旁的 「苦路十四站」 ；主樓頂樓設小聖堂；每個

教室均設十字架；每天有早禱崇拜；每周有牧師講道

及基督徒團契；每月均舉行聖公會儀式聖餐；聖誕

節、復活節、感恩節則設崇拜。這些活動都是師生分

享在校宗教生活的良機。

聖靈訓育 啟迪心靈

◀學校每周均舉行講道及團
契，聖誕節、復活節及感恩節
也舉行崇拜，師生一同分享宗
教生活。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是一所基
督教學校，設有小聖堂舉行宗
教活動。

▲學生使用平板電腦和最新的應用
程式學習，增加學習趣味和互動。

▲▼▶學生能歌善
舞，音樂、舞蹈、運
動等樣樣皆精。

▲花園的陶人見證師生感情濃厚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校

董會是該校的法定辦學

團體，由主席管浩鳴牧

師帶領，本着基督的精

神、秉承辦學理念，擬

訂適切今時今日的發展

策略，讓學生在追求卓

越成就以外，同樣肩負

社會責任及明日領袖的

使命。

「創業難，守業更

難」 ，要一所百年名校更上一層樓，相信會遇上不少挑戰，該校現正面對

的其中一個難題就是開發資源。該校的主樓是法定古蹟，周邊有不少斜

坡，校園內又有一個大花園，花在保育及維修的資源實比一般學校的多。

再者，定時投放資源以優化學與教環境涉及的開支也不菲。校董會期望藉

校慶的良機匯聚各界力量籌集資源，共建更優質的校園。

秉承理念 繼往開來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校董會致力開發資源，建設更優質
的學習環境。

優質教學是從小開始的。該校的附屬小學和幼稚園認為

「優質」 不是知識上的 「多」 與 「深」 ，而是成功培育孩子

有興趣和信心去學，學懂怎樣學。

優質在於培育良好的學習態度

該校小學部已全面推行小班教學，透過高動機、高參與和

高效能的教學活動，鼓勵學生發問，建立良佳的學習態度。

儘管知識眾多，良好品格方是最重要的一環。校方選取了六

個價值觀─禮貌、盡責、自律、尊重、誠實和關愛，作重

點教育。學生藉獎勵計劃學習自律、合群和服務他人。而幼

稚園同樣強調誘發潛能，在遊戲和探索中學懂欣賞自己、尊

重別人和愛護社會。戶外參觀刺激幼兒學習，豐富生活經

歷。

三校情誼甚篤且理念一脈相承

該校善用中小幼一家的優勢，一方面加強中小課程的銜

接，另一方面則安排幼稚園高班的學生參觀小學部，同為升

學作好準備。三校的緊密聯繫還可見於到校伴讀活動、家長

及學姊帶領遊戲等活動中。每次小學部的小義工隊探訪幼稚

園後，都顯得十分依依不捨，可見情誼甚深。

中小幼一脈相承 從小重優質教育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設
附屬幼稚園及小學，從小
建立良好的學習態度。

◀▲聖士提反附屬幼稚園為
幼兒設計遊戲和活動，啟發
潛能，豐富生活經驗。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家長教師聯誼會成

立於1951年，是本港歷史最悠久，也是

少數中、小、幼一家的家教會之一。家

教會會長是校董會當然委員，能在學校

的決策上反映家長的意見，促進家校聯

繫，共同為學生謀福利。

該校家教會憑藉逾60年的經驗，加上

學校與中、小、幼家長的支持，曾舉辦

多項切合社會發展和學生需要的活動，

當中包

括：每年兩次的校服回收／送贈計劃及課

外圖書分享計劃，以支持環保； 「新春表

愛心」 長者探訪活動，讓師生一起服務社

會；伴讀計劃、家長分享會及親子旅行，

則讓父母加深對學校及子女教育的了解。

展望未來，該校家教會將一如既往，不

遺餘力協助學校籌集更多資源，以繼續發

展優質全人教育。

家校攜手培育 締造溫馨環境

▲家長教師會關注時事，配合 「世
界閱讀日」 ，鼓勵學生捐贈書籍。

▲家長教師會成員熱心公益，不時
舉辦活動關心社區長者和捐贈物資
予有需要人士。

▲校友參與 「學長計劃」 化身 「生命導
師」 ，向學妹分享人生經驗。

▲校友畢業後無減對音樂的熱誠，設立
「校友合唱團」 及 「校友管弦樂團」 ，
不時在學校活動上獻技。

校名：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地址：香港列堤頓道2號
學校類別：補助中學
辦學團體：聖士提反女子中學校董會
校監：管浩鳴牧師
校長：周維珠女士
電話：2549 2521
傳真：2559 6994
網址：www.ssgc.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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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士提反女子中學於 1906 年由英國傳道會創
立，樹人育才超過一個世紀，一直處於教育界的先
驅位置。該校以 「本信而進前」（In faith go
forward）為校訓，為本港培育了許多不同領域的
精英。2016年適逢該校110周年校慶，回顧學校
經歷幾許變遷，仍一直貫徹和堅守有教無類的精
神，致力為不同階層的學生提供優質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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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成功里程見證成功里程

日期

28-29/1/2016

30/1/2016

27/9/2016

18/12/2016

8/4/2017

活動

感恩崇拜

賣物會

音樂會

晚宴聚餐

開放日

地點

聖約翰座堂

學校

香港文化中心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學校

110周年校慶活動預告 葉慧瑩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1959年學生長、聖保祿中學前校長）
禮物：一顆感恩關愛的心

祝願：願母校這棵百年不老的名樹，繼續培植以信為根基、以望

為目標、以愛為動力的人才貢獻社會。

范徐麗泰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禮物：一點燭光

祝願：願母校及所有人以燭光點亮社會、照遍世界。

梁美莉教授（香港奧委會義務副秘書長）
禮物：奧運五環

祝願：五環代表地球五大洲，蘊含團結、公正及友好的精神；祝

願聖士提反大家庭內的所有人繼續合力再創高峰。

俞琤 （商業電台前副主席）
禮物：了不起

祝願：母校每一方面均了不起，現正面對資源匱乏的難關，不少

設施配套均起不了所以不起了。願我們齊心將母校再次變

成了不起。

余玉書（聖士提反女子中學校友會前主席、家長教師會前會長、
香港國際仲裁中心認可調解員）

禮物：獨一無二

祝願：願母校及眾師妹能勇敢地走自己獨一無二的路，發揮長

處，實現夢想。

蘇載玓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校友會前主席、專業會計師）
禮物：細葉榕

祝願：母校像一棵枝葉茂盛的大榕樹：每一條氣根都蒼翠挺拔，

每一片新葉都青翠欲滴。祝願母校永遠傲然挺立萬木崢

嶸。

楊簡煥珠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校董）
禮物：火炬

祝願：110年的春風雨露廣栽了滿門桃李，感謝母校對我們的栽

培。祝薪火相傳，本信而進前。

周白菡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校董、前中文大學教授）
禮物：康莊大道

祝願：祈望母校在康莊大道上延續及優化百年的傳統，普施有教

無類、達德成材的教澤。

許娜娜 （前國際特奧會東亞區區域總裁兼執行總監）
禮物：接力棒

祝願：感激母校給予我機會展能於體育。神用SSGC培育人來貢

獻社會，祝願師妹們將接力棒傳遞下去。

羅詠逑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校友會前主席、籌款委員會聯合主席）
禮物：太陽

祝願：願太陽的光與熱，溫暖耀亮校園。願大家以校為傲，以信

為力，實現夢想。

Caroline Y. Pang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校友會前主席、
城市規劃師、園林建築師）

禮物：星夜

祝願：感激母校在過去110年所栽培過的每顆星星！

王紫薇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校董、自由工作者）
禮物：砂時計

祝願：砂時計見證母校每分每秒春風化雨，一點一滴作育英才。

願母校校譽日隆、桃李馥郁。

鄭麗珊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校友會前主席、執業律師、國際公證人）
禮物：金牌

祝願：有幸成為蕭慧靈女運動員獎得主的我，祝願母校繼續 「本
信而進前」 ，在各方面勇奪一面又一面的金牌。

李頴欣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校友會前主席、銀行董事及法律顧問）
禮物：朱自清的新詩〈小草〉

祝願：慶賀母校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亦祝願母校能像 「小
草」 般朝氣勃勃，欣欣向榮。

▲▲▲▲▲▲▲▲▲▲▲▲▲▲▲▲▲▲▲▲▲▲▲▲▲▲▲▲▲▲▲ 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 世紀初全體師生照世紀初全體師生照世紀初全體師生照世紀初全體師生照世紀初全體師生照世紀初全體師生照世紀初全體師生照世紀初全體師生照世紀初全體師生照世紀初全體師生照世紀初全體師生照世紀初全體師生照世紀初全體師生照世紀初全體師生照世紀初全體師生照世紀初全體師生照世紀初全體師生照世紀初全體師生照世紀初全體師生照世紀初全體師生照世紀初全體師生照世紀初全體師生照世紀初全體師生照世紀初全體師生照世紀初全體師生照世紀初全體師生照世紀初全體師生照世紀初全體師生照世紀初全體師生照世紀初全體師生照世紀初全體師生照

該校於近年勇奪兩項社會大獎的殊榮

─ 「香港環保卓越計劃金獎」 及 「社會

資本動力獎」 ，分別由 「環境保護署」
及 「勞工及福利局社區投資共享基金」
頒發，見證全體師生在綠色環保事業及

公共社會資源上的貢獻。

▲中一英語戲劇匯演

▲該校於校內舉行 「職業博
覽」 ，為中三同學提供升學就業
輔導。

主恩百壹載主恩百壹載
本信創未來本信創未來

▲師生到馬來西亞雨林作跨科學習

「「十年樹木，百年十年樹木，百年

樹人樹人」」，聖士提反女，聖士提反女

子中學育人百壹載，子中學育人百壹載，

校友遍佈各行各業。校友遍佈各行各業。

該校校友本年發揮創該校校友本年發揮創

意，化心意為無形的意，化心意為無形的

禮物，藉此寄託祝禮物，藉此寄託祝

願，掛在校慶許願樹願，掛在校慶許願樹

上，實在別出心裁。上，實在別出心裁。

▲學生會每年都定期籌辦大型綜藝
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