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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香港新界沙田源禾路11號  

電話: 2692 2161 傳真: 2691 5406    網頁: www.blmcss.edu.hk 

                                                                                  

學校概覽 2021 
本校創立於一九七八年，座落於沙田區，是一所由政府資助的男女子文法中學，亦為香港浸信會聯會轄下的基

督教學校。本校以英語授課，學生學科成績及不同範疇的表現優異，當中包括體育、音樂、表演藝術、創新科

技和社會服務。 

 
校監：張志儉博士 

校長：溫家傑先生 （理學士、教育碩士） 

學校佔地面積：約 4000平方米 

團體：法團校董會、家長會、舊生會/校友會 

宗教：基督教 

 

學校使命 

本校以提供基督化全人教育為辦學使命，致力提供全面及高質素教育，讓莘莘學子在德、智、體、群、美、靈

六育上得以均衡發展。 

 

校訓 

明道致知 

 

教學語言 

本校以英語為教學語言。為營造優良的英語學習環境，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NET)、英語大使及英文學會均

定期舉辦以英語為主的活動，務求令同學在課堂外有更多運用英語的機會。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NET)亦帶

領英文辯論學會及英語文學初探興趣班。學校通告及出版刊物均以英文為主。 

 
班級結構  

級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班數 5 5 5 6 6 6 

 
新高中學制 

本校提供141項選科組合，每個組合包括3個選修科目，同時提供數學延伸模組。 

必修科目 選修科目 

中國語文 生物 企業、會計與財務

概論 

化學 中國歷史 

英國語文 中國文學 經濟 地理 世界歷史 

數學 資訊及通訊科技 其他語言科目：日

本語 

數學延伸模組 

(M1/M2) 

音樂   

(聯校課程) 

公民與社會發展 (中四) 

/ 通識 (中五、六) 

物理 視覺藝術   

 

學生人數 
直至 2021年 9月，本校共有 884名學生。大部分學生為本地學生，以廣東話作為母語。另外，學校亦舉辦國際

學生交流計劃。惟因新冠肺炎疫情嚴重，2021至 2022年度交流計劃暫停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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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 

100%老師擁有學士學位，58%擁有碩士學位，所有老師均曾接受正規教學訓練。 
 
畢業班概況 

在2021年，本校超過八成五畢業生獲本地或外地大學取錄。 

學院 取錄率(%) 學院 取錄率(%) 

香港中文大學 22 香港大學 12 

香港科技大學 12 香港理工大學 13 

香港城市大學 6 香港浸會大學 3 

嶺南大學 1 香港教育大學 1 

「指定專業 / 界別課程資助計劃」

提供的學位課程 

5 其他院校提供的自資學位課程 3 

海外大學 22   

 
2021年本校畢業生出路 

 學位課程 副學位課程 其他 (就業及重讀) 

%   85.6  12.3 2.1 

 
 過去數年有不少傑出校友獲享譽國際的大學取錄，修讀他們的學士、碩士或博士課程。當中包括: 英國: 牛

津大學、劍橋大學、倫敦大學學院、倫敦帝國學院、曼徹斯特大學、布里斯托大學、華威大學、杜倫大學、

伯明翰大學、里茲大學、諾丁漢大學、蘭卡斯特大學、紐卡索大學、艾希特大學、貝爾法斯特女王大學、萊

斯特大學、羅浮堡大學、薩塞克斯大學、赫特福德大學，奧地利: 維也納模都爾大學，瑞士: 瑞士酒店管理

大學，澳洲: 澳洲國立大學、墨爾本大學、悉尼大學、昆士蘭大學、蒙納士大學、西澳大學、昆士蘭科技大

學、莫道克大學，美國: 芝加哥大學、紐約大學、普度大學、楊百翰大學，加拿大: 多倫多大學、英屬哥倫

比亞大學、西門菲沙大學，南韓: 延世大學，日本: 名古屋大學，大中華: 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國立

臺灣大學、國立成功大學等。  

 一位畢業生在2009年獲得羅德獎學金，並負笈牛津大學修讀哲學博士學位課程。 

 一位畢業生在2014年亦獲得芝加哥大學的全額獎學金，進修學士學位課程。 

 一位畢業生在2021年獲選為「香港卓越獎學金計劃」獎學金得主，負笈曼徹斯特大學機械工程工碩士學位課

程。 

 
學術表現 

2021年香港中學文憑試各科獲得5*或5**人數百分比 (5*及5**為最高等級) 

科目 全港考生 (%) 本校學生 (%) 

中國語文 4.1 11.8 

英國語文 3.6 10.4 

通識 3.7 6.9 

數學 6.2 18.1 

數學延伸模組M1 (統計及微積分) 13.0 19.2 

數學延伸模組M2 (代數及微積分) 16.7 43.8 

中國文學 5.6 6.7 

中國歷史 5.1 23.8 

經濟 7.1 6.1 

地理 5.1 8.3 

世界歷史 6.1 8.3 

生物 8.1 16.0 

化學 10.4 20.0 

物理 10.9 34.8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會計單元) 6.3 0.0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商業管理單元) 2.7 0.0 

視覺藝術 2.5  0.0 

http://r.search.yahoo.com/_ylt=A2oKmJH0K75VxQUAe46zygt.;_ylu=X3oDMTEyNDU3ZWFxBGNvbG8Dc2czBHBvcwM3BHZ0aWQDQjAwOTNfMQRzZWMDc3I-/RV=2/RE=1438555252/RO=10/RU=http%3a%2f%2fevchk.wikia.com%2fwiki%2f%25E9%25A6%2599%25E6%25B8%25AF%25E7%25A7%2591%25E6%258A%2580%25E5%25A4%25A7%25E5%25AD%25B8/RK=0/RS=dQioBjRy20HU1zNg76zbn_NC7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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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及通訊科技 4.1 7.7 

 全港考生(%) 本校學生(%) 

必修科及一科選修科中取得33222，並通過大學入學最低門

檻的學生比率 
36.2 93.1 

必修科及一科選修科中取得22222，並通過入讀副學士課程

或高級文憑課程最低門檻的學生比率 
71.2 100 

 
本校畢業生在2021年香港中學文憑試獲得3322人數百分比  

 3或以上  2或以上 

中國語文 93.8 % 數學(必修) 100 % 

英國語文 99.3 % 通識 99.3 % 

 
成績單 

成績單顯示的成績級別是參考過往學年學生的校內成績及公開試數據所得。 

 
課外活動 

本校設有多個學會，致力培養學生在課堂以外的興趣。 

 
學術 體育 藝術與文娛 宗教及服務 

中文學會 籃球隊 (男子) 音樂學會 男童軍 

英文學會 籃球隊 (女子) 女聲合唱團 女童軍 

數學學會 足球隊 (男子) 混聲合唱團 紅十字會 

中史學會 排球隊 (男子) 西樂團 公益少年團 

地理學會 排球隊 (女子) 中樂團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科學學會 羽毛球隊 西洋樂器班 校園電視台 

生物學會 乒乓球隊 中樂樂器班 學生會 

普通話學會 手球隊 (女子) 獨唱及二重唱班 圖書管理組 

通識學會 田徑隊 中文詩詞朗誦 風紀隊 

數學比賽訓練班 游泳隊 英文詩詞朗誦 資訊科技學生代表 

中文辯論隊 越野長跑隊 設計與科技學會 成長小組 

英文辯論學會 籃球訓練班 藝術學會 義工服務小組 

物理奧林匹克訓練班 排球訓練班 攝影學會 升學就業輔導學會 

日文學會 手球訓練班 (女子) 戲劇學會 朋輩輔導計劃 

經濟及商科學會 乒乓球訓練班 中國舞學會 大衛團契 

英語文學初探 壁球訓練班 西方舞學會 舞台支援組 

英語朋輩閱讀計劃  爵士舞學會 關愛大使 

日文班  拉丁舞學會  

  綠色校園小組  

  家政學會  

  橋牌學會  

  棋藝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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