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hool Profile 學校簡介



Salesians of Don Bosco

鮑思高慈幼會

St. John Bosco 
“My dear youngsters, I love you all from 
my heart. “

聖鮑思高神父：
「只要你們是青少年，我便萬分愛你們。 」



VISION AND MISSION 
願景及使命

Preventive System of 
Don Bosco

「鮑思高預防教育法」

Reason 理智思維
Religion 宗教信仰

Love 親切關愛



FIVE CORE VALUES OF CATHOLIC 
EDUCATION  天主教辦學核心價值

Truth
真理 Justice

公義

Love
愛

Life
生命

Family

家庭



VISION AND MISSION 願景及使命

Religious and Moral 
立德修靈

Obedient and Disciplined 
守紀自律

Diligent and Studious
勤奮好學

Caring and Supportive 
樂於助人

Sportive and Athletic
熱衷運動



『求學增自信
立志作鹽光』

BE SALT AND LIGHT OF THE WORLD     

KNOWLEDGE BRINGS CONFIDENCE        



Major Concern 1:

To enhance students’ confidence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主要關注事項㇐：
學生的學習自信及效能得到提升



主要關注事項二：
學生能發揮天主賦予的才能，責任
感及自理能力得到提升

Major Concern 2:

To enhance students’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self-management 
skills, by developing the talents given 
by God



多元學習經歷 盡展學生才華

52屆聯校科學展
計劃書比賽冠軍

全場總亞軍
最受歡迎攤位
最佳講解員

連續五年最受歡迎攤位



課堂外：
 機械人小組
 程式設計學會
 科技顯六藝創意賽
 香港機械人挑戰賽
 為小學生舉辦機械人工作坊及

Apps編寫工作坊(由慈幼同學
擔任助教)

課堂內: 
機械人製作、程式編寫

多元學習經歷 盡展學生才華
WRO機械人奧林匹克挑戰賽

全場冠軍(Logo獎杯)



多元學習經歷 盡展學生才華

「 RoboMaster 青少年挑戰賽(香港站) 」

學校RoboMaster 團隊將數以百件零件組裝成3部DJI RoboMasters 
機甲大師，並以編程控制機械人，配合航拍機的策略參賽。



善用數據分析，支援學生學習及成⾧

• 記錄學生日常表現資料
• 評語
• 考勤資料
• 奬懲資料

• 勤學(100)
• 操行(100)
• 服務(100)
• 活動(100)

• 以幫助教師檢視學生的成⾧
表現，藉此能為學生進行個
別或小組輔導計劃，以協助
學生制定自己的生涯規劃。



• 追踪學生成績表現，
為每位學生縱向分析
不同學習能力

• 以幫助教師檢視學生
的強弱項，藉此能為
學生設計個別或小組
輔導計劃，以照顧學
習差異。

善用數據分析，支援學生學習及成⾧



• 追踪學生英文科成
績，為每位學生縱
向分析不同英文能
力的表現。

• 藉此為學生設計個
別或小組輔導計劃，
以照顧學習差異。

善用數據分析，支援學生學習及成⾧



透過有系統的成績分析、老師的個別關顧及輔導，
讓學生進步及成⾧。



DSE合格率超過90%

獲得本地大學聯招(JUPAS）

取錄超過50%

接近95%畢業生繼續升學

透過有系統的成績分析、老師的個別關顧及輔導，
讓學生進步及成⾧。



配合高中文憑試對語文要求

加強初中中、英語文訓練

初中英文科 ~ 小班教學
初中中文班 - 中文科~小班教學

Pre S1 English / Chinese Enhancement Class
準中一中、英文加強班

Pre S1 Bridging Course (Eng. / Maths / I.S.)
準中一英語銜接課程(英 /數學/科學)

S.1-2  Drama course & Speech Training Course
中一及中二戲劇及演說訓練課程



After-school / Summer English Courses
課後 / 暑期英語訓練課程



CATER FOR LEARNERS’DIFFERENCES
因應學習差異而設的措施

Cheers to Success 伴我啟航 - 慈青輔導及發展計劃

After-school Youth Centre - 課後慶禮院

After-school Individual Learning Program - 課後個別學習計劃

Maths and Science Elite Training Program

數理資優尖子訓練計劃



101自修室(開放至7:00p.m.) :安排正在大學讀書
的師兄陪伴同學溫習

505導修室(開放至5:00p.m.)

鼓勵同學主動尋找老師及師兄協助



圖書館 - 知識的泉源、學習及建構知識的重要地方

開放至6:30p.m



不同獎勵計劃 提升學生自信

• 學科優異獎
• 成績優異獎
• 最佳學業成績進步獎
• 最佳操行進步獎
• 學業以外最佳表現獎(體育、藝術、音樂、科技、
創意)

• 傑出學生運動員獎
• 閱讀精英獎
• 最佳服務獎
• 全年最佳學生獎



慈幼英文學校 - 周大福慈善基金
助學金計劃



慈幼英文學校 - 何其銳先生助學金
特殊情況助學金計劃



慈幼英文學校 - 周大福慈善基金
升學免息貸款計劃



提名學生參加校外不同奬學金計劃

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
Rev. Joseph Carra Memorial Education Grants
香港傑出學生選舉
東區傑出青年獎勵計劃
屈臣氏傑出學生運動員選舉
Sir Edward Youde Memorial Award Schemes
柏立基爵士信託基金傑出學生資助
鮑思高獎學金



EXTRA CURRICULAR ACTIVITIES 課外活動
(APPROX.40 GROUPS)

• 宗教慈青善會
• 音樂 (樂器班、合唱團)
• 國術 (龍、獅)
• 球類 (足、籃、排、乒乓、桌球、羽毛球)
• 科目學會 (中文學會﹑英文學會 ﹑數學學會 ﹑科學學會﹑
經濟學會等)

• 制服團隊 (童軍 ﹑紅十字會﹑聖約翰救傷隊)
• 其他 :  棋藝、模型小屋、戲劇、美術、多媒體製作、英文
編輯組、心靈園圃、程式設計、機械人、中文辯論隊、田
徑隊、游泳隊、足球機學會、日語學會等



• Parents’ Day 家長日：每年兩次

• School Visits 中一家長參觀校園活動

• Parents’ Night 家長晚會 : 為各級不同需要而設的家長晚會

• Parent-child Learning Activities 親子學習活動 - 親子閱讀
自由講、服務學習活動

• Parents’ Breakfast meeting / Tea gathering
家長早餐聚會 / 家長午間茶聚

• PTA hotline 家教會家長Whatsapp熱線

HOME SCHOOL COOPERATION ~ Parents are 
regarded as significant partners in school development
家校協作 ~ 家長是學校發展的重要合作夥伴



HOME SCHOOL COOPERATION ~ Parents are 
regarded as significant partners in school development
家校協作 ~ 家長是學校發展的重要合作夥伴



日期
(暫定)

課程 興趣班 講座 時數
(小時)

負責單位/ 導師 預計
人數

費用
(暫定)

備註

1 6/9/2019 中㇐家⾧成⾧路講座 2 靈德育組/東華三院 60人 全免 中㇐家⾧

2 16/10/2019 
– 17/6/2020

家⾧慕道班
(19堂，每堂2小時)

38 杜玉燕校⾧ 20人 全免 中學家⾧

3 19/10/2019
2/11/2019
30/11/2019
11/1/2020

健康講座
(4次，每次3-4小時)

3
3
3
3

學校發展基金會醫療
小組

不限 全免 中、小學
家⾧

4. 11/2019 鑽石人生啟動講座暨慈幼家⾧學院
開幕禮

1 鑽石人生計劃種子部 不限 全免 中學家⾧

5 12/2019 –
1/2020

向網絡沉迷說「不」-家⾧支援小組
(三節，每節1.5小時)

4.5 聖雅各福群會 8人 全免 中㇐至中三
家⾧

6 1/2020 茶藝班 3 家教會 20人 待定 中學家⾧

7 1/2020 水仙切割班 3 家教會 不限 待定 中學家⾧

8 1/2020 手工班 3 家教會 20人 待定 中學家⾧

9 8/2/2020
15/2/2020
29/2/2020

鑽石人生培訓工作坊(I) 
(三堂，每堂3小時)
PM

9 鑽石人生計劃種子部
隊

30人 全免 中學家⾧

10 3/2020 VTC 工作坊 3 家教會 不限 全免 中學家⾧

11 9/5/2020
16/5/2020
30/5/2020

鑽石人生培訓工作坊(II) 
(三堂，每堂3小時)
AM

9 鑽石人生計劃種子部
隊

30人 全免 中學家⾧

12 待定 環保工作坊 4 家教會 20人 待定 中學家⾧

13 待定 紅酒班 3 家教會 20人 待定 中學家⾧

14 待定 日文班 3 家教會 20人 待定 中學家⾧

15 待定 甜品班 3 家教會 20人 待定 中學家⾧

16 待定 彩繪班 3 家教會 20人 待定 中學家⾧

17 待定 編織班 3 家教會 20人 待定 中學家⾧

慈幼家長學院
(三個範疇 – 課程、興趣班、講座)



日期
(暫定)

課程 興趣班 講座 時數
(小時)

負責單位/ 導師 預計
人數

費用
(暫定)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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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不同的課程、興趣班及講座，
鼓勵家⾧不斷學習，強化家⾧們的

身、心、靈及精神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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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出席家⾧學院時數達10小時或以上，可獲頒
發証書。如時數達10小時或以上，並在個別範疇
中(課程、興趣班及講座)出席時數最多的三位家
⾧，將獲得金獎、銀獎或銅獎。証書及各個獎項
會在學年底的「慈幼家⾧學院」畢業典禮中頒發。





CLASS STRUCTURE中一班級結構

2022-23
F.1 : 5 Classes 

Subjects in which English being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英語為授課語言的學科)

Class A : Eng, Math, I.S., Geog, CL 
Class B : Eng, Math, I.S.
Class C, D & E : Eng, Math



22-23學年收生詳情如下(以教育局公佈為準)：
(a) 中一班別數目 ： 5
(b) 中一學位總數 ：165
(c)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50
(d) 中一統一派位學額：105 (包括保留學位)

(e) 中一統一派位 - 保留學額：60
(f) 中一統一派位 - 非保留學額：45

包括每班
預留兩個
給重讀生

獲取保留學位方法：
慈幼學校同學如屬學校網第一或第二派位組別，並以慈幼英文學
校(聯繫中學)作為乙部「按學校網的學校選擇」的首選學校，便
有資格獲派聯繫中學的保留學位。

(學生在自行分配學位階段成功獲另一所中學取錄或在甲部「不受
學校網限制的學校選擇」已獲分配學位除外)



1. Religion 宗教信仰 10 ﹪ 

50%

2. Relationship with School 與學校關係 10 ﹪ 

3. Conduct 學生品格行為

a. 操行及勤學達B或以上 10 ﹪ 

b. 參考老師所給予的評語 10 ﹪ 

4. Primary 5 & 6 School Results 學生校內成績

小五、小六年級－中、英、數三科成績(B級或以上) 30 % 

5. Extra Curricular Activities 課外活動

a. 積極參予課外活動 10 ﹪ 

b. 表現良好或成就 10 ﹪ 

6. Discretionary Places Rank Order List
自行分派學位成績次第名單

10 ﹪ 

7. Interview 面試 100 ﹪ 50%

ADMISSION CRITERIA AND WEIGHTINGS 收生準則



ADMISSION CRITERIA AND WEIGHTINGS 收生準則

若本地疫情惡化，面試安排或會被取消，本校將會只根據
以上收生準則甄選及錄取學生。



APPLICATION FOR SECONDARY ONE DISCRETIONARY 
PLACES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

Application Date : 3 January 2022 – 17 January 2022
申請日期 : 2022年1月3日至1月17日

Application Procedure  : 
Completed application form and supporting documents should be 
returned to school office on or before 17 January 2022.
• Application form can be downloaded from our school website.

申請辦法：
• 填妥申請表格連同各相關文件，於2022年1月17日或之前，於

辦公時間交到本校校務處。
• 申請表格可在本校網頁下載。

 Applicants would be notified by mail for an interview on or 
before 14 February 2022.

 申請者將於2022年2月14日或之前收到面試通知信。



**Must be accompanied by parents**
**必須由家長陪同**

Small Group Interview 以小組形式面試

Language : 70% in Cantonese, 30% in English
語言 : 70%以廣東話作答、30%以英語作答

Interview Date 面試日 : 26/2/2022 (Sat)
Time 時間 : 2:00p.m. – 4:00p.m.

自行分配學位正取生 : 本校會於3月31日以電話及書信
通知家⾧

自行分配學位備取生 : 由教育局於7月12日公佈自行分
配學位及統㇐派位結果



Interview Content 面試內容

• Academic knowledge，authentic situations 
and daily life experience

• 學術問題、情境問題、日常生活有關的題目

• Reading Habit，Civic Awareness，Life Habit，
Parental Relationship

• 閱讀習慣、公民常識、生活習慣、親子關係

• Students’inclinations，interests and abilities
• 學生性向、興趣、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