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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宗旨
本校秉承基督教精神，貫徹「全人教育」之辦學理念，培育學生德、智、體、群、美、靈之均衡發展，讓學生能建立崇高
的品德及積極的人生態度，在學業上追求卓越，終身不懈。

學校資料
校長
李揚真博士(教育文憑 (優異), 教育碩士 (優異), 哲學博士)
（附學歷/資歷）
學校類別

資助

辦學團體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校訓 學以明道，榮神益人

宗教

基督教

學校佔地面積 約3300平方米

男女

創校年份 1966

家長教師會

有

學生會

有

舊生會/校友會

法團校董會

2021/2022 學年開設科目

以英文為
教學語言

核准編制教師職位數目

全校教師總人數

51

52

學歷及專業培訓（佔全校教師人數百分比）

校監 / 校管會主席 李志華先生

以中文為
教學語言

2021/2022學年教師資料
（包括校長）

有

已成立

教育文憑

98%

學士

100%

碩士、博士
或以上

54%

特殊教育
培訓

35%

年資（佔全校教師人數百分比）
0至4年

5至9年

10 年或以上

8%

6%

86%

2022/2023 學年擬開設科目

中國語文、中史、普通話、體育、宗教教育

中國語文、中史、普通話、體育、宗教教育

中
一 英國語文、數學、綜合科學、歷史、地理、社會、經濟及商業教育、家 英國語文、數學、綜合科學、歷史、地理、 社 會 、 經 濟 及 商 業 教 育 、 家
至 政、音樂、視覺藝術、電腦認知
政、音樂、視覺藝術、電腦認知
中
三

按班別 /
組別訂定
教學語言/
校本課程

-

以中文為
教學語言

中國語文、公民與社會發展科（中四）、通識教育科（中五、中六）、中 中國語文、公民與社會發展科（中四、中五）、通識教育科（中六）、中
史、中國文學、其他學習經歷：倫理與宗教教育、體育、音樂及藝術欣賞
史、中國文學、其他學習經歷：倫理與宗教教育、體育、音樂及藝術欣賞

以英文為
教學語言

中
四 英國語文、數學及延伸單元、物理、化學、生物、歷史、地理、經濟、資訊 英國語文、數學及延伸單元、物理、化學、生物、歷史、地理、經濟、資訊
至 及通訊科技、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視覺藝術
及通訊科技、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視覺藝術
中
六

按班別 /
組別訂定
教學語言/
校本課程

-

-

-

2021/2022 班級結構及全年收費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班數

4

4

4

4

4

4

學費

-

-

-

-

-

-

-

-

-

$340

$340

$340

堂費
非標準項目的核准
收費

改善學校學與教環境：$310

家長教師會會費

-

其他收費/費用

手冊費：$13

學生會會費

備註
為配合課程改革，拓展學生之學習空間和加強資源運
用，本校已參加「自願優化班級結構計畫」，於2011/
12學年開始開辦四班中一。

-

中一入學、迎新活動及健康生活
中一入學 本校接受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本校參加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的統一派位（適用於2022年9月升讀中一）。所有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者皆可接受首輪面
試。本校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者必須具優異成績及良好品行。收生準則及比重：
1. 學業成績及操行佔40%； 2. 次輪面試佔40%； 3. 課外活動、服務及獎項佔20%。
迎新活動 中一級設雙班主任，以加強對學生的關顧，並有效引導其進行自主學習。暑假期間及開課後舉辦「中一新生家長座談會」、「升中暑期網上學習」、「中一新
及健康生 生適應課程」、大哥哥大姐姐計劃等，協助中一學生適應校園新生活，積極學習。又開辦外籍老師團隊主理之「英語拼音班」及會話訓練，提升學生英語能
力。此外，學校定期舉辦各類運動比賽及安排訓練，組織校隊參加校外比賽，安排高年級學生在體育課時段到校外學習不同的運動項目，如保齡球、真雪溜
活
冰、拳擊、飛鏢、欖球、花式跳繩等，又設有健康飲食的理論課及定期健康講座，各運動會社定期舉辦班際比賽，促進學生之體格成長。本校亦會透過不同的
訓練及表演平台，如境外交流、平安夜報佳音、迪士尼樂園表演、香港學校音樂節、音樂訓練營等，增強學生之自信心，提升其音樂造詣。
資料由學校提供及核實，如欲進一步了解學校的發展，可直接向有關學校查詢。

修訂日期：6/12/2021

學校特色
學校管理
學校關注事項：
本校秉承基督教精神，貫徹「全人教育」之辦學理念，培育學生德、智、體、群、
美、靈之均衡發展，讓學生能建立崇高的品德及積極的人生態度，在學業上追求卓
越，終身不懈。
學校管理架構：
實施校本管理，已成立法團校董會，務使學校的管理工作更具效率和成效，從而提
高教育質素。學校並設有多個委員會及小組，統籌教務、訓導、輔導、庶務、課外
活動、宗教事務、生命教育、資訊科技、教師培訓、家長及校友的聯繫等。
法團校董會/校董會/學校管理委員會：
本校之法團校董會共有12位成員，包括由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提名7位校董，並
由本校教師、校友、家長各選出1位校董，以及本校校長（當然校董）和1位獨立校
董。自2021/22學年起，李志華先生為本校校監及法團校董會主席。
環保政策：
本校推行環保大使計畫，加強學生對環保節能的認識，投入綠色生活。本校已在所
有課室、實驗室及禮堂安裝T5光管，有助減低用電量，建立低碳校園。另本校已安
裝太陽能板，讓學生能直接了解再生能源的設施，並參與綠化校園。
教學規劃
全校語文政策：
本校以英語為主要授課語言（詳情請參閱2021/22及2022/23學年的開設科目資
料）。為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初中部份班別的中、英文科以小組形式上課，以提
升學生語文水平。中一至中三則設普通話課程，透過中英文閱讀獎勵計畫、閱讀
課、辯論比賽、戲劇比賽、英語音樂劇、普通話說故事比賽等活動，致力落實「兩
文三語」政策。
學習和教學策略：
本校採用英語為授課語言。教學之目的在於加強學生之學習動機及學習能力，從而
培養其自學精神。課程多元化，以照顧學生的需要及興趣；又推行共同備課及同儕
觀課，讓老師就所施教的課題分享意見及交流經驗。此外，本校聘請資訊科技技術
員及教學助理，輔助推廣資訊科技教學及進行各項全方位教學活動，提升教學效
能。
校本課程：
1. 選修科目：3X。本校共開設11個選修科目，自2021/22學年起，中四學生須
從11個選修科目中選擇3個科目修讀。
2. 課程重點：本校為學生提供廣博而均衡的課程，初中課程與時並進，特別注重
自主學習的成效，高中課程則規劃嚴謹。課程內容結合學習與生活，為學生提供多
元化的學習經歷，如英語戲劇和綜藝匯演的演出，又舉辦各種類型的全方位學習活
動，盼能令學生獲益，培養他們在不同學習領域的知識、共通能力和正確的學習態
度。
四個關鍵項目的發展：
本校把四個關鍵項目整合，透過課堂及課外活動推行，目的在於幫助學生發展終身
學習所必須的知識、獨立學習能力、正確的價值觀和態度以及國民身份的認同。校
方透過不同類型的閱讀活動及圖書館的推廣，安排了一系列的活動以提高學生的閱
讀興趣及提昇學生的閱讀策略及技巧。此外，本校於初中個人、社會及人文學科推
行跨學科專題研習，以資訊科技及電子平台作為工具，培養學生的資訊素養及共通
能力，促進學生的互動學習及師生間課堂外的交流。
生涯規劃教育：
本校提供不同類型的生涯規劃及升學擇業輔導活動，例如中六導師計劃，協助學生
認識自我、規劃人生及作出反思，從而訂立人生目標。其他活動包括個人、小組及
大型的升學擇業支援活動，以及協助學生了解其能力及興趣的主題式小組活動及工
作坊。此外，本校逐步把生涯規劃教育融入初中及高中的課程內，透過跨學科的合
作，讓學生獲得所需的知識、經驗及技能，達致全人發展。
學生支援
全校參與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本校設立多項獎學金，獎勵成績優異及進步顯著的學生。校方亦會推薦及資助優異
學生參與大學所舉辦的「資優學生計畫」。另就學生的個別差異（如特殊教育需
要、情緒及偏差行為等），則採取訓輔合一政策，為有需要的學生訂定切合其情意
發展及學習需要的計畫。輔導組又舉辦「朋輩輔導計畫」，藉此幫助低年級學生建
立良好的人際關係，融入校園生活，以協助中一同學適應學習環境，為有需要的同
學提供學業上或情緒上的協助，同時也培養高年級學生的領導才能。學校會安排有
關生活技能及領導技巧的課程，讓中四及中五同學能為高中的學習生活作充分的準
備。又為中五及中六同學舉辦學習技巧工作坊，讓他們能夠具有信心面對中學文憑
試的挑戰。
「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
本校學生支援小組施行全面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政策，靈活運用人力及其他
資源，有系統地安排各不同學習領域之老師定期接受相關培訓。此外，本校透過輔
導組、社工及教育心理學家的協助，進一步分析個別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情
況，並為其制定個別學習計劃，包括課後補課、社交訓練、專注力訓練及情緒管理
訓練等。同時，本校又會為學生作出最適切之生涯規劃輔導，因應學生需要，並作
一些特別安排，如升留級及高中選科、校內及公開考試應考時間及場地等安排，讓
個別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得到最適切的關顧。
非華語學生的教育支援：
本校為錄取的非華語學生提供額外支援，幫助他們學習中文：提供課後中文學習支
援；增聘額外教師／教學助理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及舉辦文化共融活動。
測考及學習調適措施：
本校每學年設兩次考試，中一至中三每學期另設測驗週。為加強對學生的持續評
估，各科均會利用平日習作、專題研習、測驗及上課表現等，作為對學生的整體學
業評估。

家校合作及校風
家校合作：
本校著重家校合作，建立多元化的渠道與家長保持密切聯繫，共同促進學生在學業
和身心健康的發展。藉家長日、與校長共晉早餐、家長教師研討會、「自在人生自
學計劃」、「心靈加油站」等多元化渠道，建立良好的伙伴關係，幫助學生成
長。家長義工投入各項家教會及本校之活動，如合辦「午間閱讀計劃」，鼓勵學生
分享閱讀心得。
校風：
本校推行「全人教育」，除注重學業成績外，亦關心學生在成長上的各項需要，著
重學生的態度、行為及心智發展。此外，本校亦致力發揮學生之所長，例如：「一
人一樂器」計畫、朗誦訓練及戲劇訓練。本校校風純樸，學生能愉快學習。透過德
育、公民教育及宗教活動等，培養學生的靈性發展，建立正面、積極價值
觀。藉「朋輩輔導計劃」，讓高年級學生關愛低年級學生，共同成長。因應學生的
成長需要，積極鼓勵學生參與不同類型的學生支援活動，如「領袖訓練營」、「奪
標計劃」、「小領袖訓練」、「好心情@學校」及「賢途有里計劃」，幫助學生克
服困難，培育堅毅、負責任和積極的人生態度。除三位駐校社工外，更有教育心理
學家，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服務。此外，家長教師會及舊生會亦經常給予學生多方
面的支援。
未來發展
學校發展計劃：
本學年發展重點：
1. 在校本課程中，施行資優教育框架；
2. 在各級實施銘賢健康校園計劃。
教師專業培訓及發展：
教師培訓委員會在教師發展日及全年提供教與學技巧之培訓，及為新入職教師安排
友儕同行及入職進修課程，讓老師盡快投入校園生活。本校亦設有老師培訓津
貼，鼓勵他們參與進修及訓練課程。
全方位學習（包括透過各學習領域、課外活動、聯課活動等，提供五種基要學習經
歷）
本校課外活動多元化，設有多個會社及制服團體，如韓社、英語戲劇社、跆拳道
班、管弦樂團等，分學術、藝術、服務、體育、康樂及學生會六大類別。定期舉辦
生命教育、德育及公民教育、宗教教育、升學及就業等講座和工作坊。學術方
面，同學積極參與香港學校朗誦節，屢獲佳績。此外，透過各項全方位學習活動及
比賽，如跨境考察，足跡遍及國內五十多個城巿，並遠達海外之星加坡、馬來西
亞、泰國、越南、台灣、日本、韓國、哈薩克斯坦、英國、瑞士及澳大利亞等
地，亦有經常接待訪港之外國大學及中學團體，又舉辦校外音樂表演、青年音樂匯
演及境外交流團，幫助學生發展個人潛能、擴闊視野，讓學生從經驗中學習。
學校設施
學校設施：
禮堂、圖書館、實驗室、電腦室、學生活動中心、多媒體教室、特別室及全部課室
均已安裝冷氣、互聯網無線上網系統、多媒體液晶顯像投影機及實物投影機。
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設施：
斜道、暢通易達升降機及暢通易達洗手間。
其他
本校校風純樸，學生知禮守規，敦品力學，學術、體藝成就卓越。
學生透過不同的訓練、比賽及考核，發揮潛能，並獲得優秀成績，如物理國際
獎、華夏盃及香港區傑出青年選舉等。
此外，本校積極與不同持分者合作，透過本校舊生籌辦之「師友計劃」，為同學安
排了不同的學習課程，如商務及餐桌禮儀學習課程、導師及畢業生分享工作坊、大
學探訪及商業機構探訪等。與社區及外間機構保持緊密聯繫，舉辦「班本義工服
務」、「資優學生課程」、「中小學協作計劃」、「333小老師服務計劃」、「兒
童發展基金計劃」等，以擴闊學生視野。
直達學校的公共交通工具
1. 巴士：2C、2D、6D、104、702；
2. 港鐵：石硤尾站A出口；
3. 專線小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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