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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學年教師資料
（包括校長）

辦學宗旨
本基督精神，發展全人教育；藉宣講福音，培育豐盛生命。

學校資料

核准編制教師職位數目

全校教師總人數

55

60

學歷及專業培訓（佔全校教師人數百分比）

校監 / 校管會主席 簡祺標牧師
校長
張翠儀女士（香港中文大學教育碩士、香港浸會大學文學碩士）
（附學歷/資歷）
學校類別

資助

男女

創校年份 1983

家長教師會

有

學生會

辦學團體

香港基督教循道衞理聯合 校訓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箴言9章10節）
教會

宗教

基督教

學校佔地面積 約6500平方米

有

舊生會/校友會

法團校董會

2021/2022 學年開設科目

有

已成立

教育文憑

92%

學士

100%

碩士、博士
或以上

43%

特殊教育
培訓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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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0%

63%

2022/2023 學年擬開設科目

以中文為
教學語言

中國語文、中國歷史、普通話（中一至中二）、宗教及德育、生活與社 中國語文、中國歷史、普通話（中一至中二） 、 宗 教 及 德 育 、 生 活 與 社
會（社會體系與公民精神）（中一）、體育
會（社會體系與公民精神）（中一）、體育

以英文為
教學語言

中
一 英國語文、數學、綜合科學（中一至中三）、STEM（中一至中二）、普通 英國語文、數學、綜合科學（中一至中三）、STEM（中一至中二）、普通電
至 電腦、設計與科技（中一）、歷史、音樂、視覺藝術、地理、生活與社 腦、設計與科技（中一至中二）、歷史、音樂、視覺藝術、地理、生活與社
中 會（資源與經濟活動）（中二至中三）
會（資源與經濟活動）（中二至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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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中國文學、公民與社會發展、通識教育、體育、宗教 中國語文、中國歷史、中國文學、公民與社會發展、通識教育、體育、宗教
及德育
及德育

以英文為
教學語言

中
四 英國語文、數學（核心及延伸單元）、物理、化學、生物、經濟、企業、會 英國語文、數學（核心及延伸單元）、物理、化學、生物、經濟、企業、會
至 計與財務、歷史、地理、資訊及通訊科技、音樂
計與財務、歷史、地理、資訊及通訊科技、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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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4

4

4

4

學費

-

-

-

-

-

-

-

-

-

$340

$340

$340

堂費
非標準項目的核准
收費

$350（F.1-F.6）

家長教師會會費

$40（F.1-F.6）

其他收費/費用

-

學生會會費

備註
-

$30（F.1-F.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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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提供之成績次第及校內成績：50%；操
行、活動、服務及曾獲得之獎項：25%；面試表現：25%。
如因特殊情況未能進行面試，教育局提供之成績次第及校內成績：65%；操行、活動、服務及曾獲得之獎項：35%。
迎新活動 本校的迎新活動包括「中一家長日」及「中一迎新日」。此外，為讓同學適應中一學習，暑期設有「英語及數學銜接課程」。學校在開學初舉行「中一課外活
及健康生 動巡禮」，讓學生選擇有興趣的課外活動。而且每班有雙班主任及高年級兄姊，協助中一新生及早適應中學生活。在生命教育上，中一級班主任課以「獨特的
我」為成長主題，亦為中一學生舉辦「中一祝福禮」，讓中一學生帶着祝福迎向新學習階段，亦學習成為別人的祝福。
活
在健康生活方面，本校設膳食管理小組（由家長、老師及學生組成），與食物部緊密聯繫，培養同學健康飲食習慣。此外，體育科推動適體健，促進同學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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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2021

學校特色
學校管理
學校關注事項：
以「同創、共享、齊探索；堅毅、感恩、共成長」為學校發展主題。（請參考本校
網頁）
關注事項：
1. 強化自主學習能力，增強自學共學能量。
2. 推動體驗式學習，活用知識，提升創意解難能力。
3. 培養堅毅及感恩精神，建立學生無懼挫敗，擁抱挑戰的態度。
學校管理架構：
推行校本管理。透過家長教師會、校友會及學生會等加強與持份者溝通。法團校董
會由各界專業人士組成，設各小組專責校本管理、校務發展、選聘考績及財務等事
宜。
法團校董會/校董會/學校管理委員會：
法團校董會成員分別由辦學團體及校董會推選，成員包括家長代表2人、校友代
表2人、教師代表2人及各界專業人士。
環保政策：
制訂環保政策，鼓勵師生使用內聯網發放及交換資訊；定期監測空調溫度，鼓勵師
生節約用電。推出家長手機應用程式（Parents' App），以電子形式向家長發放訊
息和學校通告。積極推動環保活動，如參加全港無冷氣日、廢物分類回收、地球一
小時等活動。
教學規劃
全校語文政策：
除中國語文、中國歷史、宗教及德育科、中國文學、通識教育、公民與社會發
展、生活與社會（社會體系與公民精神）、普通話及體育科外，各級各班所有科目
均以英語授課。學校集會、大型聚會及典禮均採用英語。
學習和教學策略：
1. 以學生學習為本，培養學習習慣、學習技巧及自學能力。
2. 鼓勵學生自訂學習焦點，以生活化題材及難題激發學習興趣。
3. 加入資優元素，老師協助學生自我評鑑學習表現、並適時及持續地給予回
饋，引導學生建構知識。
4. 提供均衡、多元化、多選擇及能銜接升學為原則的課程。
校本課程：
1. 選修科目：3X。高中選修科：3X；超過200多個科目組合，通識教育科分組上
課。設有音樂、視藝聯校課程。
2. 課程重點：
- 初中：英語藝術課程，中國經典文學課程，音樂作曲課程
- 中一及中二STEM課程
- 生命教育課、班主任課
- 資優教育
- 通識教育課程、博覽學習、中醫中藥認知課程
四個關鍵項目的發展：
1. 從閱讀中學習：設立廣泛閱讀計劃，每循環週兩次閱讀課，跨科閱讀計劃，暑
期閱讀計劃及一年一度的閱讀日。
2. 專題研習：中一至中二級STEM跨數理電腦科專題研習，中二人文學科專題研
習，中三人文學科、電腦科及語文科跨科專題研習。
3. 運用資訊科技互動學習：中一級至中三級推行自攜電子裝置計劃
（BYOD）及電子教學
4. 公民、德育及國民教育：推動生命教育，培養品格及服務精神；推行基本法及
國家安全法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致力籌劃生涯規劃課程、升學講座、中六聯招選科輔導、探訪大
學校園及工作體驗等活動，讓學生認識不同升學及就業途徑，協助學生掌握最新資
訊，讓學生按個人能力、興趣及早訂立升學目標，裝備自己，以適應急劇轉變的社
會；擴闊學生視野，幫助學生探究事業世界，讓學生認識自己潛能，肯定自我，建
立升學及就業抱負。此外，透過互聯網及壁報發放與生涯規劃教育相關的資訊（包
括活動、課程、講座、升學資訊等）予全校師生。
學生支援
全校參與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初中採用混合班制，中文、英文及數學實施分組教學，以便老師因材施教。對不同
學科有濃厚興趣的同學，亦可參加校內及校外舉辦的資優課程及比賽，包
括：中、英、數、科學及機械人製作資優課程。此外，校方開設初中功課輔導
班，照顧個別學習差異，提升學生的學習信心和自律性。
「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
致力建立共融文化，成立學生支援小組，成員包括：副校長、融合教育統籌老
師、融合教育支援老師、輔導主任、教師、駐校教育心理學家、駐校語言治療
師、駐校社工、學生輔導員及活動助理，以「全校參與」模式，靈活運用「學習支
援津貼」及其他校內資源，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支援小組與家長及各學科
小組建立恆常溝通機制，共同商議和訂立有關支援學生的策略，如：教學及評估調
適、輔導小組、社交行為及情緒訓練小組、言語治療服務及個別學習計劃等。此
外，學校透過舉辦教育專題講座及活動、以特殊學習需要及情緒健康為主題的教師
專業培訓、家長小組等，提高學生、教師和家長推動共融文化和精神建康的認
識，共同營造正面和諧的校園氣氛。
測考及學習調適措施：
以「學生表現報告」取代傳統「成績表」，評估學生品行及學業之表現。
學業成績著重「自我比較」，獨立評核「廣泛閱讀」。
素質方面，從「品行」、「能力」、「態度」三大範疇，以「誠信、自律、禮
貌、思辨能力、人際關係、領導才能、學習態度、服務精神、主動性」九大項目評
定學生，使學生的不同素質得以被肯定。學生每學期自我檢討品學兩方面的發
展，修訂目標計劃，再與師長交流。

家校合作及校風
家校合作：
本校家長教師會於1993年成立，有悠久的家校合作傳統。家長樂於擔任義工，協助
推行家教會舉辦活動。透過舉辦講座、工作坊、燒烤晚會及家校懇談會等活動，讓
家長與學校增加溝通，並促進親子教育。
校風：
1. 重視學生靈、德、智、體、群、美六育的均衡發展。
2. 推行生命教育及服務學習，培養學生尊重生命、熱愛生命、欣賞生命、認識及
發揮潛能，從而活出有意義的人生。
3. 透過多元活動，讓不同潛能的學生有發揮機會。
未來發展
學校發展計劃：
以三年為校務發展週期。2018-2022的目標：
1. 強化自主學習能力，增強自學共學能量；延伸「從閱讀中學習」至「跨課程閱
讀及語文學習」。
2. 推動體驗式學習，活用知識，提升創意解難能力；特別推展STEM教育和資訊
科技教育，培養開拓與創新精神，推廣全方位學習經歷。
3. 加強價值觀教育（包括生命教育、德育及公民教育、《基本法》教育），培養
堅毅及感恩精神，建立學生無懼挫敗、擁抱挑戰的態度。
4. 繼續優化資優教育
教育局曾到校進行外評（External School Review），對本校的管理、校
風、學生支援、學術發展及學生表現均給予十分正面的評價。本校至今努力延續優
質教育的實踐，並建立透過反思，不斷進步的文化。
教師專業培訓及發展：
重視教師專業發展，鼓勵教師參加校外專業發展活動；設有進修津貼，資助教師持
續進修。定期籌辦教師發展日（每年四次）、校本研討會、工作坊及探訪交流等活
動，以提升教師的專業水平及拓闊視野。
此外，設新教師入職啟導，協助新教師適應教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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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學術、體育、音樂、藝術、興趣及服務五個範疇。透過不同的學會活動、體育
及音樂校隊、制服隊伍及校園電視台，為學生提供全面的課外活動。另安排及資助
境外考察，擴闊學生視野，與外地學校保持聯系，擴展學生社交眼界和體驗。
學校設施
學校設施：
共5個多媒體學習中心包括語言中心及創意美術音樂數碼教室等。另有校園電視製
作室、英語室、中藥園、中醫藥教育資源室、植物徑、宗教教育中心和STEM創客
空間。所有課室均連接網絡，並安裝了電腦及投影機。部份課室安裝了互動電
視，以配合電子教學。全校空調。
學校的延伸校舍（豐盛校園），鄰近本校，為學生提供更多活動空間，提升教育質
素。
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設施：
斜道、暢通易達升降機、暢通易達洗手間及暢通易達的公共詢問或服務櫃枱。
其他
本校多次獲教育局邀請成為「資源學校」、「專業發展學校」及循道衞理聯合教
會「生命教育計劃」的先導學校，過往曾獲教育基金支持發展多個項目：中藥普及
教育與學習中心、羣集學校資優計劃、WIFI 900、提升教育效能新平台、運用新科
技處理學校行政工作計劃，與及建立優質數碼廣播系統。
2021至2023年，本校獲得優質教育基金撥款超過一百萬元港幣，建設MakerSpace Centre，以發展校本初中STEM課程，培養及發掘數理科創人才。
為了配合「擴闊視野」的目標，本校透過成立「教育專款基金」，「學生境外考察
助學金」，政府、教會及熱心人士資助，為同學舉辦了不同性質的交流團及國際比
賽，如曾到澳洲、英國、奧地利、俄羅斯、韓國、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柬埔
寨、北京、西安、四川、清遠等地，使全體有志同學，皆可讀萬卷書，行萬里
路，豐富學習經歷。由2018-2019年開始，本校更在中二級設立星期五體驗學習
課，中三級於試後活動日期間舉辦境外體驗及學習團，讓學生擁有精彩快樂的校園
生活，啟發潛能並得到全人發展。
本校同學積極參與校外比賽，屢獲殊榮。於歷年沙田區傑出學生、新界區傑出學
生、創意機械人大賽、青苗學界進步獎、「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亞洲國際
數學奧林匹克、香港中學數學創意解難比賽、香港青年史學家年獎、校際朗誦比
賽、香港地理奧林匹克比賽、香港中學生物奧林匹克、科學青苗獎、英文辯論比
賽、中國校園影視節、音樂創藝展、學校舞蹈節、香港學校戲劇節、盆栽種植比
賽、校際劍擊比賽及全港校際閃避球錦標賽等均獲多項冠軍、亞軍及傑出獎項。
直達學校的公共交通工具
直達巴士：281M、87B、81K、82K、282
途經巴士：80M、89、85A、86、74A
港鐵：車公廟站，再步行約10-1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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