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觀塘瑪利諾書院

冼雅琳校長



辦學背景及宗旨
• 由美國天主教傳教會（瑪利諾神父）於1971年創立，
在1982年交由天主教香港教區管理，是一所政府資
助、制度完善的全日制天主教文法男子中學

• 提供全人教育，讓學生加深認識中國文化及認識主
耶穌基督，俾能敬主愛人

• 貫徹天主教教育的五個核心價值，即「真理」、
「生命」、「愛德」、「家庭」和「義德」於教學
及其他活動中，為同學日後立身處世作準備



教育目標
• 本校以德、智、體、
群、美、靈六育為教
育目標，希望學生能
透過均衡而全面的教
育，貫徹校訓仁、信、
謙、禮、忠、毅的精
神，成為敬主愛人、
學識廣博、身心健全
的良好公民。

Kindness (仁 )
Trust (信 )
Modesty (謙 )
Courtesy (禮 )
Loyalty (忠 )
Endurance (毅 )



教學語言政策
• 主 要 教 學 語 言 為 英 語
(English as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EMI)

• 初中科目，除中文、中史、
普通話、宗教倫理及公民
教育外，全部以英語授課

• 高中科目，除中文、公民
與社會發展、中史及宗教
倫理外，全部以英語授課



班級編制及科目
• 我校是24班編制中學
• 由2016-17年開始於高中施行
小班教學，故此由2018-19年
度開始，本校共有二十七班：
即中一至中三各四班，中四至
中六各五班，高中各班只有
24-28位同學

• 高中同學均按個人成績、興趣
及能力選科，可以文理兼備



觀瑪的校園生活是怎樣的？



觀瑪期望培養出怎樣的學生？

李奇光今成為伊利沙伯醫院
心胸外科副顧問醫生



觀瑪期望培養出怎樣的學生？

杜焯賢 7 科 5**
香港大學牙醫學士學生



觀瑪期望培養出怎樣的學生？

追求卓越的學術成就



學業成績
2022 香港中學文憑試 (HKDSE)
• 99.2% 中六學生考獲五科二級
或以上

• 82.2% 中六學生考獲本地大學
報考資格(33222)

• 2022 JUPAS 81.4% 中六學生升
讀本港大學學士學位課程，其
中43位 (36.4%) 同學考入港大、
中大和科大



學業成績
2022 香港中學文憑試 (HKDSE)
• 2019 杜焯賢考獲 7科5**成績，為
當屆狀元

• 2020 魯健辰考獲 4科5**及2科5*
成績，與另外兩位同學一同考進
港大醫科課程

• 2022 鄧尚行考獲 2科5**及4科5*
成績，與另外一位同學一同考進
港大醫科課程，另兩位同學亦考
進港大藥劑課程



著重語文培育

Announcement Team and 

•初中編有《校本古典文學自學材
料》，精選三十篇古詩文，增進
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及培養他
們對中國文學的素養
•中、英文辯論校隊訓練



注重資優培育
•成立資優教育工作小組
•校本資優課程: 數學奧林匹克、
物理奧林匹克、生物奧林匹克、
電腦奧林匹克、記憶班等
•轉介學生參與校外資價教育訓練: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香港大學
Academy for the Talented、香港
科技大學 Dual Programme等
•老師輔導個別初中成績優良同學，
並協助制定長遠持續發展計劃



• 提倡跨學科的廣泛閱讀
• 多位同學曾於國際物理、數學奧林匹克賽
獲得金獎、銅獎等成績

• The Hong Kong Budding Scientists Award
• International Biology Olympiad – Hong 

Kong Contest 2022, HKAGE: 
Outstanding Student Performance Awards 
/ 2nd Runner-up / Gold Medal

培養學生獨立思考

香港城市大學陸貴文教授
從事電磁場及天線技術方面的研究



•曾有多位同學取得香港、
九龍地域或觀塘區「傑
出學生」獎
•2015年6D班張晉陞同學被選為2014-15年度
香港傑出學生
•2020年6E班朱天樂同學被選為2018-19年度
香港傑出學生



•2018-19四位學生入選九龍地域傑出及優
秀學生
•2016-17九位學生入選觀塘區初中及高中
組傑出及優秀學生
•學業成績優異，歷年皆有畢業生入讀競
爭激烈的學系如醫學、牙醫、環球商業
管理、法律、精算、金融科技等



前香港寬頻行政總裁兼執
行董事楊主光先生

基督教聯合醫院急症室
顧問醫生林建群醫生

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聶德權先生



香港中文大學
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

伍世良教授

黃君右神父香港教育大學候任校長
李子建教授



著重多元發展
•香港中文大學流動應用程式設計比賽高中組冠軍
•學校設有中樂團及弦樂小組
•第七屆《基本法》全港校際問答比賽（中學組）季軍
•香港校際戲劇節傑出劇本獎、傑出演員獎、傑出合作獎、
傑出整體演出獎



M-bot機械人

UNDERWATER ROBOT



非學業表現
2018-2019年度各體育校隊比賽成績
主辦機構 :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足球：甲組季軍、乙組冠軍、丙組亞軍、團體冠軍
籃球：丙組亞軍
羽毛球：甲丙組第六名，乙組第五名
乒乓球：甲乙丙組第八名
游泳：甲組第九名、團體第十一名
田徑：甲組第十名
越野賽跑 : 乙組第八名、丙組第九名



OLE & Experiential Week (學習體驗週)



Enhanced Smart Teen Camp 
(多元智能訓練營)



文化交流活動 (2012-2019)

韓國 新加坡 利物浦 倫敦

新西蘭 布萊頓 黃金海岸 愛丁堡



觀瑪期望培養出怎樣的學生？

致力發展非學業表現



在觀瑪的學習經歷



校慶彌撒



觀瑪期望培養出怎樣的學生？

明愛賣物會

社會服務



觀瑪期望培養出怎樣的學生？

「感創敢為2.0 —青年社會
創新服務獎」2020-21 銀獎

網「樂」安全比賽
第三名

學生環境保護大使



觀瑪期望培養出怎樣的學生？

園藝組：
欣賞大自然之美



觀瑪期望培養出怎樣的學生？

觀鳥隊：
尊重生命的意義



觀瑪期望培養出怎樣的學生？

培育學生高尚品德情操



觀瑪期望培養出怎樣的學生？

追求卓越的學術成就
致力發展非學業表現
培育學生高尚品德情操



觀瑪的外貌是怎樣的？



校舍設備
• 包括教室三十一間、科學實驗室五間、其他供教學用途
的特別室十二間、禮堂、操場、有蓋操場、小食部等

• 參與採電學社計劃，在機電工程處協助下於新翼天台設
置太陽能板發電，推動使用再生能源及環保教育

• 另有新添置的 STEM Room（VR Cave）、數碼化圖書館及
學生自習室、生物多樣性花圃

• 各教室均設空氣調節，使同學能在寧靜及舒適的環境下
學習，以提高學習成果



校舍設備
• 因應參與自願優化班級計劃，騰空的課室改為匯文軒、

E-zone及 Peer Zone
• 本校已完成 WiFi-900 工程，整個校園皆可經無線網絡連
接互聯網，課室設有 86”互動屏幕(Interactive panel) 以便
進行互動電子學習

• 利用QE Fund進行房間改建，提供如
• Campus TV Room
• Band Room …
等設備



STEM Room
（VR Cave）



Mosaic Mural
馬賽克壁畫



Mural Painting 油彩壁畫



Chemistry 
Laboratory
化學實驗室



Digitized Library
數碼化圖書館



Campus Tour
校園參觀



想入觀瑪，現在的我應如何作準備？

多閱讀 多思考

多參與 多服務





父母可如何為子女升中作準備？

多搜集
資料 多聆聽

多提醒 多鼓勵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的收生準則及比重
•學業成績 + 面試表現: 60%

- 學業成績 : 35%
- 面試表現 : 25%
ü英語能力
ü中文閱讀能力

• 操行 + 課外活動 : 30%
- 操行 : 15%
- 課外活動及其他成就 : 15%
• 與學校聯繫: 10%

個別面試



觀塘瑪利諾書院自行分配中一學位安排

•申請日期 3/1/2023 – 17/1/2023
•各位家長可到觀塘瑪利諾書院校務處索取表格或在學校
網址下載表格（http://www.ktmc.edu.hk）
•郵遞申請者需準備已貼足郵費的回郵信封
•本校自行分配學位共41個
•面試日期: 25/2/2023 (六) (暫定)
•SMS 短訊及發信通知正取學生申請已獲接納: 31/3/2023

http://www.ktmc.edu.hk/


觀塘瑪利諾書院自行分配中一學位專頁

http://www1.ktmc.edu.hk/f1dpapplication/

http://www1.ktmc.edu.hk/f1dpapplication/


歡迎加入觀瑪大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