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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由基督教香港路德會
主辦，是一所政府津貼全
日制文法中學。香港路德
會自一九四九年即開始在
香港設立教會，並提供教
育及社會服務，現時屬下
中、小學、幼稚園、國際
學校及特殊學校達三十五
間。一九九八年，香港路
德會蒙馬錦明慈善基金撥
款，向政府申辦本校。校
址座落於將軍澳運隆路，
環抱於寶康公園之中，環
境清幽雅緻。

學校以傳揚聖經真理，實踐基督的愛為使命，提供優質教育，
服務社會。我們致力創建積極正面、六育並重的學習環境，讓學
生得到均衡的全人發展；鼓勵學生發揮潛能，培育謙誠、正直、
善良、勇於承擔、對國家有責任感和歸屬感的社會棟樑。

MCDH is a subsidized secondary school grounded in Christian 
faith. We strive to provide quality education by offering a rich 
educational experience - from the academic, designed to challenge 
each student, to vigorous programs in sports, arts and service learning. 
We are commit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well - rounded person. 
All elements of a well - rounded person - academic, social, emotional, 
spiritual, physical, and aesthetic, are cultivated within a warm 
educational community.

We promise that via our outstanding team spirit and 
specialized knowledge, we will do our best to provide high 
quality teaching and train our students to appreciate God 
and to excel in conduct and academic ability.

以優秀的團隊精神和專業知識，竭盡所能，提供優質的
教學，培養我們每一個學生，榮神益人，品學兼優。

Our School

Mot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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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基 金愛   基 金愛   基 金
同學將比賽獲得的獎金捐給
「愛心基金」。

學生支持：成立目的：  
‧ 為本校學生家長解決短暫出現的經濟困難。

‧「愛心基金」款項以「貸款/資助」形式向有
需要的家庭（以領取綜援戶優先）發放，從而
協助借款人子女購買書簿。

教師支持：
全體教師募集相等於其月薪百分之五的款項成立
「愛心基金」。

家長回應：
校長和老師們的承諾充份表現出團隊精神的力量
，感謝校長及全體老師自願捐獻薪俸成立「愛心
基金」，幫助有困難的學生，你們的偉大善心精
神值得敬佩，孩子在這裡就讀是他的福氣，感謝
校長和老師的教學，對學生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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