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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校 訓

校  訓
..................
學 以 致 用
榮 神 益 人

基協中學為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主辦之政府津貼學
校 。 本校的辦學宗旨乃幫助學生肯定自我價值及發揮潛質；
培育青少年優良品德和高雅情操，健康的人生態度，正確的價
值觀及積極的社會意識；且引導他們嚮往公義，追求真理，他
日積極參與改善社會。本校堅執「全人教育」的理想，致力促
進學生在德、智、體、群、美、靈各方面的成長，並透過基督
教信仰建立豐盛人生。

辦學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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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業成績固然重要，課堂上的學習，我們一絲不茍；

但學習從不囿於課室的四堵牆；讓基協的孩子多見識多參

與多體驗，擴大生活面，拉闊視野，孩子才有起飛的動力，

將來翱翔的天空方會更遼闊，生命方更有姿彩！這一直是

我的信念。

　　要將孩子的學習延展至課室外，我們安排了豐富的活

動，包括常設的「全方位活動日」及服務學習，全校各級

有不同的活動：戶外戶內、校內校外、比賽、遊戲、參觀、

工作坊、體驗、服務等等，式式俱備，以活動認識自我，

以活動鞏固學習，以服務培養同理心，關愛互助。還有，

各級亦安排了三天或以上的宿營或外遊體驗：中一教育營、

中二生命成長營、中三到內地姊妹學校交流、中四、五台

灣大學考察之旅、境外考察學習團 (如：哈薩克遊學團 )等。

活動當然不應止於此；我們積極與不同的機構聯繫，讓基

協學生走得更前，學得更廣，早前中四及中五的學生參加

與一所美國的跨國科技公司和無國界醫生首次在香港舉行

救援地圖的製作「Missing Maps Project」。

　　在中華基督教會創會百周年中學聯校視覺藝術展覽

中，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先生觀賞本校學生的作品時，學生

即主動上前，有禮又清晰地介紹作品的創作意念及技巧，

我當時站在一步之遙，也替他們緊張，但看到楊局長邊微

笑邊聽著，可見基協學生的表現，是令人欣喜。我們要對

孩子充滿信心，放手讓孩子飛，孩子就有信心展翅！

　　前陣子跟兒時友人相聚，言談間忽然憶

起，基協的錦江紀念禮拜堂原來我早就來過，

且渡過了聖靈滿載的時光；兜兜轉轉，此刻

我又回到這裡，回到基協。是「回到」，這

忽爾而回的記憶深深觸動著我— 主的帶領

實在很奇妙！憑藉主的帶領，我更堅定了與

基協師生同行的路向。

教養孩童，

使他走當行的道，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箴言：22 章 6 節

多元學習 豐富生命

緣路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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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說學校是沃土，家長就是甘露；學校裡，孩子的成長，孩

子的學習，家長支持是絕對的關鍵。家長日派發成績表，與家長

面談，談孩子學習，談學校情況，很感謝家長支持基協不囿於課

室的學習方向；更感高興的是，家長很放心讓孩子在基協成長！

　　在剛過去的親子旅行，我們有近 120人參加，這是基協近

年少見的熱鬧，大半天的行程與家長學生聊天，很輕鬆。言談

間，尤其中一、二的家長都說孩子升到基協後，開朗了許多，

更喜歡上學！家長與孩子的笑容笑聲，是我們基協同工最大的

鼓勵；也是我對教育的盼望！我們樂於讓課室內外，校園內外，

都是學習場所；惟有多元化的學習空間與學習模式，孩子才容易

有所發揮，才容易與時並進！

　　沒見過無際的海洋，難以想像無垠的宇宙；沒有冬天的嚴寒，

不易領略和煦陽光的可愛。讓學生跳出課室，放眼世界，窺視未

來，然後把握今天，學習讓一己茁壯成長。為此，我與我的同工

當並肩努力！相信這是神牽引我「回到」基協的使命！

同行者

張佩姍校長

並肩
培育豐盛生命

攜手見證基督大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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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活動體驗

學術發展

　　 學生走出課堂，參觀展覽、戶外考察、

觀 賞 文 化 藝 術 表 演、 參 加 講 座、 工 作 坊、

攤位遊戲、比賽、模擬體驗等，寓學習於體驗，

使學生在日新月異的社會環境中與時並進，

增廣見聞，拓展視野，啟發潛能，並實踐本校

以學生為本的全人發展精神，藉學習與生活的

結合，培育學生終身學習的能力。

中四級通識科考察活動 ( 粉嶺龍躍頭文物徑 )

此外，學生進入基協的大家庭後，從中一至中五均會有機會出外學習及體驗獨立的生活：

年　級 活　動 內　容

中一 教育營 透過活動，讓學生掌握學習的技巧及融入校園的生活

中二 生命成長營 檢視學生的生命價值，幫助學生認識耶穌及福音

中三 內地姊妹學校交流團 到訪姊妹學校，與當地學生進行學術、體育及藝術的交流

中四 內地及澳門升學考察團 帶領學生參觀內地及澳門的大學及專上學院

中五
境外考察 / 學習團 帶領學生到訪不同的國家，了解當地的文化及經濟發展

台灣升學考察團 帶領學生參觀台灣的大學

中一及中二級教育營及生命成長營

中五級台灣升學考察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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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激發創意
寓學習於活動

　　於各級舉辦不同類型的
活動、比賽，透過班際競勝的
氛圍，讓學生的個人創意及團隊
合作精神共冶一爐，如中一級
以身體語言演繹成語的比賽、
中四級演講比賽的即席圖片描述
及中五級文化常識問答比賽等，
讓讀寫聽說的學習，既有挑戰性，
也滿載樂趣。

學術發展

自主學習 樂在其中

電子學習
　　本校中文及英文科均利用網上平台，鼓勵學生

利用課餘時間閱讀文章，擴闊學生的學習視野。

網上練習涵蓋閱讀、寫作、聆聽及說話等範疇，

全面提升學生運用語文的能力。此外，各科均會

在上課時使用平板電腦，透過不同的學習軟件，

讓老師在短時間內掌握學生對不同課題的學習進度，即時

作出適切的回饋。部分科目的老師更會製作趣味預習短片，

讓學生在上課前預先掌握課題的內容，同時，學生課後

更可重覆觀看短片，溫故知新，隨時隨地自主學習。

製作校本教材

實踐自主學習

　　中文科免費送
贈學生一套

三冊的校本輔助教
材。寫作方面

有實用文格式、文
章寫作法、

正字正詞、成語、引
用名言佳句、

詩詞用典等；文化
方面有先秦

諸子哲學思想概
要，為學生

建立學習中國文
化的基礎；

更有文言知識專冊
，特別為學生

學習文言詞義而設
，增進學生理

解文言文的知識和信
心。

同儕合作互動
提升學習興趣

　　老師於課堂教學中，設計

不同的學習活動，透過小組

合作、角色扮演等學習模式，

促進學生同儕互動、探索切磋、

互相欣賞，提升學習興趣和

動機。

初試啼聲 角色扮演

演繹個人創意

讓老師在短時間內掌握學生對不同課題的學習進度，即時

讓學生在上課前預先掌握課題的內容，同時，學生課後

　中文科透過網上

平台，讓學生在課餘時間

延續語文學習，透過成語遊戲、

網上寫作練筆、文言閱讀理解、

普通話詩詞朗誦、朗讀練習

錄音等多媒體學習活動，

培養自主學習的風尚。

\\ PAGE
05

基協中學_學校簡介_v6_.indd   5 5/10/2018   14:48:12



Learning English Language Outside the Classroom

Curriculum Development

To create a relaxing and friendly atmosphere for students 
to develop greater confidence in using English, our school 
offers a wide range of activities throughout the year.

To build up students’ 
confidence in speaking 

English, we require all Form one 
students to take part in a five-day 

intensive drama course. The highlight is 
the mini-drama performance at the end 

of the course. Students perform on stage 
in front of parents, teachers and their 

fellow schoolmates. It is always an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which 

gives our students a sense 
of satisfaction.

Summer Bridging
Course

To extend the drama 
learning experience in the 

summer bridging course, Form one 
students participate in the puppet 

show. Through this activity, students 
learn teamwork and stage management. 

In addition, the puppet show boosts 
students’ confidence in speaking 

English and develops their 
interests in learning 

English.

Puppet  Show

To maximize exposure 
for students to learn English, 

Form one and Form two students 
take part in excursions to our community 
– Wong Tai Sin. Through the excursions, 

students explore the community and 
understand their own community in a better 

way with their groupmates using iPad.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Integrated Humanities 

Department, students apply what they 
have learnt in both subjects in a fun 

and exciting way.

Excursions To
Our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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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a c h  y e a r,  t h e r e  i s 
an English week with a variety 

of game-based activities, such as 
penmanship competition, reading aloud, 

movie appreciation, song dedication, book fair 
and so on. A special event is held each year as 
the highlight. All these create an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 so that students can explore 
English in fun ways.

Taught by the 
volunteers of WTT HK Limited 

and assisted by the Quality School 
Improvement Project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articipants 

interact with their ‘oral buddy’ and 
practise speaking English in a number 

of meetings. From doing daily 
conversation to discussing specific 

topics, students build their 
confidence.

With the support from our alumni, the 

English Salon Program offers students a 

chance to talk with local and overseas native-

speaking guests via Skype, WeChat and other 

messaging applications. Through this program, 

participants learn to communicate instantly 

and confidently with others. This program 

encourages the learning of English 

outside the classroom. 

English Week

Oral Buddy Program

Interactive activities are 

held throughout the year for the 

benefit of the English Club members, 

including board games, digital story-

making, detective games, table manners, 

origami making and so on. To round up at 

the end of the year, an international food 

tasting activity is held. While enjoying 

worldwide foods, students learn 

about the ir  or ig in and 

history.

English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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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有幸成為第一階段參與「學校起動」計劃之

學校，獲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共一千二百萬港元資助，

並與匯港電訊有限公司成為合作伙伴。時至今日，

匯港電訊有限公司仍然動員支持本校舉辦多元化的

活動，包括為學生提供課後支援、安排學生到不同公司

參觀、與管理層及員工交流及暑假期間為學生提供職場

體驗的機會等。本校亦得到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

改進計劃」的支援，在學與教方面為老師提供專業的

培訓，並且定期到校與老師進行專業交流。

資源豐富

學術發展

善用假期 鞏固學習

學校起動計劃

職場體驗計劃嘉許禮

參觀香港有線電視有限公司

獎助學金 肯定成就

「學校起動」計劃大學獎學金頒獎禮

　　為幫助提升學生之中文、英文、數學及通識的

學業成績及學習氣氛，並為校內考試及香港中學文

憑考試作好準備，本校特別為中一至中六學生在各

個長假期舉辦《基本才能提升班》及《學業成績躍

進班》。整個計劃得到「學校起動」計劃及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府社會福利署攜手扶弱基金全數津貼，

家長無須支付任何費用。

「學校起動」計劃大學獎學金頒獎禮

家長無須支付任何費用。

　　本校設有多項獎助學金，以鼓勵學生奮發向上，

向著自己所訂的目標進發。

　　「學校起動」計劃大學獎學金：為升讀本地八

間資助大學的學生而設，最高金額可達 $25,000。

　　施得理校長基金大學獎助學金：為升讀大學的

學生而設，最高金額可達 $10,000。

　　「學校起動」計劃獎學金、汪彼得牧師紀念獎

學金、家長教師會獎學金及校友會獎學金：為在校

成績優異、品行良好或熱心服務的學生而設，最高

金額可達 $2,500。

　　此外，本校亦會提名合適的學生，以獲取明日

之星—上游獎學金、廠商會獎學金、黃大仙文志

獎學金、青苗學界進步獎獎學金及尤德爵士紀念獎

學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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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導的工作是以基督大愛為基礎，以嚴而有愛

執行校規，持守「恕而不縱」的精神。本著適切

給予學生自省的機會，故此推行「學生自強計劃」，

讓他們從錯誤中學習，從改善中成長。同時，秉持

「嚴而有愛」的精神，師生共建立互愛、互信和

關懷的學校文化，營造自重自愛、律己律人，包容

共融的校園氛圍。

風紀團隊

團隊建立

風紀就職授章

突破自我
嚴而有愛的校園

培養學生領袖

發揮個人領導潛能

　　　　

風紀隊目標在培養

學 生 領 袖 才 能， 發 展

個 人 潛 能、 領 導 能 力 及

服 務 精 神， 建 立 學 生 的

自信、自治、自律及正面的

人生觀，訓練學生協助維持

校園紀律，營造和諧

校園。

關愛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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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諧校園 快樂共享

關愛成長

中一級導入課程
　　本校一直榮獲香港基督教

服務處主辦的關愛校園獎項，

我們相信學生在充滿愛的環境

中成長，必能學習愛己及人的

精神，所以中一學生進入基協

開始，便讓他們享受充滿關愛

及喜樂的中學生活。

中一學生在導入課時都十分投入活動

班主任與學生一起跳大繩

班級經營

　　學生要在中學取得美滿的成績，必須要有良

好的學習態度及生活習慣，本校透過班級經營活

動，讓班主任協助學生在學業及行為上，以致社

交能力上都有全面的發展。班主任會讓不同能力

的學生擔任班內不同的職位，讓學生發揮所長，

培養他們的責任感及領導才能。同時，班主任亦

會舉行不同形式的活動，如繪畫、跳繩、棋藝及

書法比賽等。學生能透過參與活動，增進彼此間

的感情，加強溝通，而老師也能在活動期間了解

學生的需要及困難，並作出跟進及協助。

　　

中一級導入課程是學生

進入基協大家庭後的第一項活

動，他們在十天的課程中，會透過

各種各樣有趣的遊戲，不同的興趣班

和學習體驗課，感受中學的生活。此外，

還能初步認識中學的課程、課外活動、各

種規則及獎項等。從各種學習活動中，

老師了解到學生的擔憂及困難，從而

作出適當的輔導。這課程是讓學生

為新學年打好基礎，使他們

盡快投入中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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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文化

　　老師會把學生各科表現

優秀的作品張貼在課室內，

讓學生在努力過後得到大家的

欣賞。同時，本校在各樓層梯間

也安排了壁報板，讓老師展示

學生的優良作品，目的是欣賞及

鼓勵學生努力學習，並培養學生

互相欣賞的文化，從而營造和

諧愉快的學習氣氛。

關愛成長

良好師生關係提升學習氣氛

深受學生歡迎的欣賞咭，款式多樣

與校長共晉午膳

　　中一學生來到新的環境，

面對新的同學及老師，自然會

感到陌生及難於適應。有見及始，

校長特意安排與中一學生共晉

午膳，一方面可以讓學生們認識

校長及基協，另一方面亦可以讓

學生透過與校長交談，分享在

基協生活的喜與樂，使本校更

了解中一學生面對的困難，以致能

盡快提供適切的幫助，讓中一學

生更快融入基協這個大家庭。

正面欣賞

　　為鼓勵學生學習，本校

推行了欣賞咭獎勵計劃；

欣賞咭是老師鼓勵學生的其中

一種方法，只要老師察覺學生

有值得欣賞之處，例如待人

有禮、熱心服務、投入課堂，

以及功課認真等等，便會

獲派欣賞咭一張，學生們取得

欣賞咭後，便可換領心儀的

禮物，欣賞咭數目愈多，

禮物愈豐富。

中六級打氣活動

　　為了支持中六級學生參與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本校安排全校中一至

中五學生填寫一張心意咭，藉著心意咭表達對中六學生的鼓勵。同時，

校長及任教中六的老師都會親自撰寫心意咭給中六學生，以表達他們對

中六學生的支持和鼓勵。我們會將心意咭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會張貼在

壁報板上，讓中六學生時刻感受到師弟妹的關懷；另一部分則會送到

他們手上，讓中六學生永遠保留著母校校長及老師們對他們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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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為一所基督教中學，著重信仰傳承，我們相信生命是源於上帝，每個人

都應該能活出上帝所賜的豐盛生命。基督教生命教育就是透過信仰幫助學生建立

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人生態度。透過全校性的不同活動，向學生傳揚福音，

認識基督教信仰。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校牧事工

老師方面

家長方面

箴言 9 :10

　　基協與堂會—錦江紀念禮拜堂是在

同一所建築物內，故此，本校和教會常常有

緊密合作的機會。而中華基督教會更為基協

設立一支強大的校牧團隊，支援本校福音事

工的發展，校牧團隊的工作包括舉辦福音營

會、生命成長營、生活營、教育崇拜、聖誕

崇拜、復活節崇拜、福音周活動、校園福音

團契、基督少年軍、家長講座、家訪活動及

暑期補習班。另外校牧同工也經常在校接觸

學生，了解他們的需要、關心他們的學業、

幫助他們解決成長上的困惑。校牧與學生彼

此關係良好，這確實是為基協學生帶來很大

的祝福！

　　校牧、校長和老師每逢周二早上參與

老師祈禱會，而老師團契也有不定時聚會，

老師們齊心為本校的各大小事務禱告守望，

彼此分享及勉勵。

老師團契活動

校牧團隊 校牧舉辦家長學堂

聖誕崇拜師生合唱

心靈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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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方面

　　本校關顧學生靈性方面的成長，每天

早上，我們均有老師帶領祈禱開始一整天的

學習生活。逢周一更有聖經齊齊讀時間，

全校學生一起讀聖經。

　　逢周四有校園福音團契，校牧、老師和

團友們會一起共進午餐，午餐過後一起分享

討論、彼此勉勵和互相代禱。逢周五有靈修

小組，老師與學生一起靈修，與神親近，

傾聽神的話語。

基督少年軍

傾聽神的話語。

基督少年軍活動
基督少年軍的專章訓練—

射箭

每位學生一本聖經齊齊讀閱讀本

福音周活動—福音鮮果杯

　　　　　　

每年舉辦的福音周

活動，讓學生更有機會

認識信仰。福音周活動多

元化，例如詩歌播放、詩歌

點唱，福音鮮果杯、福音

茶座、書展、見證分享

及佈道會。

　　

基督少年軍是

本校的制服團隊，著重

紀律訓練、專章訓練、

鍛練合作、服務他人及

認識基督教教育，

發揮團隊精神。

團契活動

心靈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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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不同形式的義工服務，培養學生服務

社會，關愛他人的精神。讓學生走出校園，提

供服務予社區人士，藉此培育學生正面的價值觀

和積極的態度，表現責任感及承擔精神，

達至「學以致用、榮神益人」。

　　中一級至中五級學生將會參與不同形式的

義工服務，讓學生透過服務學習，關愛他人，

運用課堂所學貢獻社區，從中得到啟發及自我

反思。

培養正面價值觀

心靈教育

品格教育特輯之動聽人生

服務學習

　　本校致力培育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包括「誠信」、「關愛」、「堅毅」、

「尊重他人」、「責任感」、「承擔精神」及「國民身份認同」。幫助學生在成長

的不同階段，當遇上難題的時候，懂得辨識當中涉及的價值觀，作出客觀分析和合

理的判斷，並付諸實踐，了解社區、香港、中國及世界所關注的議題，以面對未來

生活上種種的挑戰。

品格教育特輯之動聽人生　　

由本校校園電視

台製作，讓學生反思

生命，培養學生活出一個

快樂而積極的生活態度，

學生可以瀏覽基協校

網觀看我們製作的

節目。

中一級 幼稚園義工服務

中二級 小學 / 共融機構

中三級 長者學苑

中四級
暖心街店、探訪長者、無國界醫生

「失蹤的地圖」（Missing Maps Project）

中五級 社區義工服務、共融服務

暖心街店 @ 東頭 161 長者學苑\\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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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生曾參與「無止橋」活動，聯同專業人士

的志願者、重慶大學學生、美國史丹福大學學生、

香港大學學生及香港中學生到國內為有需要的村

民提供重要的基礎設施。

心靈教育

德育及公民教育相關活動
講　　座

「無止橋」義工之旅 健康生活周

書出愛心．十元義賣Peace Box 祝福大行動，鼓勵
全校師生參與禮物盒捐贈活動，

藉此幫助有需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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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十一月份，本校把學生的優良

作品送往黃大仙港鐵站社區畫廊中展覽，

常有途人駐足欣賞，甚至拿起手機拍攝留

影，這是對學生的一份肯定。

藝術發展 多姿多采

社區畫廊展覽

　　本校致力培養學生的創意，學習的媒介

亦很廣泛。課程多姿多采，包括：素描、繪畫、

設計、塗鴉、漫畫、剪紙、版畫、中國水墨、

篆刻、陶塑、立體創作，以及電腦動畫等。

我們鼓勵學生參加比賽，在推動下屢獲殊榮。

　　此外，藝術家林旭輝先生也帶領學生到

校園不同角落創作了幾幅壁畫，學生們有機

會大顯身手，一展所長，藉此加強對本校的

歸屬感。

　　

由辦學團體中華基

督教會發起，三年舉辦一

次的中學聯校視覺藝術展覽，

最近一屆名為「百花齊放」，

匯集了二十七間中學的精品，在

香港大會堂展出，場面熱鬧。

本校學生為教育局局長楊

潤 雄 太 平 紳 士 導 賞

展品。

黃大仙港鐵站社區畫廊作品展

中二級方同學的漫畫作品從一千
三百多份作品中，獲初中組優異獎。
本校亦榮獲「積極參與學校獎」。本校學生為教育局局長

楊潤雄太平紳士導賞展品

中學聯校視覺藝術展覽

透過菲林片造型製作壁佈板

褔音壁畫—基協愛心列車

盡展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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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舞台  展示創作

　　本校每年舉辦大型的設計

比賽，邀請黃大仙區的小學

生參加，這個比賽過往深受

區內小學生歡迎。他們精心

設計作品後，會到本校展示

作品。年青的小學生們能站在

台上行貓步，真的不可少看

他們的勇氣呢！

透過設計比賽  探索更多設計可塑性

　　透過服裝設計，學生能一展所長，發揮

潛能。本校有幸邀請香港理工大學教授到校

作時裝設計比賽評判，與老師及學生互動，

探索更多設計的可塑性。

時裝設計

學生也花了不少心思
於旗袍設計上

盡展潛能

透過各種表演藝術元素

提升學生對音樂的興趣

　　「基協中華鼓樂團」

自一九九八年成立，為香港

第一隊於學校設立的中國

鼓樂團。成立二十年期間

鼓樂團除於校內參與

表演外，更先後應邀於

社區、慶典、慈善活動

及本港各場館出席表演約

一百場，各場演出均好評

如潮。

鼓樂團

透過各種表演藝術元素

提升學生對音樂的興趣

　　
透 過 各 種 表 演 藝 術

元素，提升學生對音樂的知識
及興趣，並培養學生的良好品格。
在樂器訓練中，本校開設鼓樂團、
管樂團、口琴、結他及鋼琴班，讓學生
發揮其潛藏音樂才華。藉著多元化的音樂
演出及欣賞活動，例如：學校聯演、
社區活動表演、舞劇、無伴奏合唱及
粵 劇 工 作 坊 等， 擴 闊 學 生 的
眼 界， 使 生 活 更 豐 盈，
有意義。 

香港理工大學吳秀芬博士與得獎者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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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

會德豐 / 九龍倉集團籃球隊到訪

　　為了讓學生發展多方面的潛能，本校設立了

多元化的定期課外活動，學生可以透過不同類型

的課外活動，啟發自己各方面的潛能。

會德豐 / 九龍倉集團籃球隊到訪
　　

本校除了鼓勵學生

多 參 與 課 外 活 動 及 公 開

比賽外，亦會透過不同的活動，

讓學生接觸社會，例如本校的

籃球隊和「學校起動」計劃創辦人

吳光正先生及會德豐員工切磋球技，

賽後學生更有機會得到吳先生親身

分享寶貴的經驗，透過今次的

比賽和分享，學生從中

獲益良多。

校園電視台

　　

本 校 校 園 電 視 台

成 立 於 2015 年， 為 學 生
提供媒體製作的訓練及製作

空間。除平日校內的課外活動及

訓練，也會邀請業界人士為學生

舉辦工作坊，並不時參與校外

不同的短片比賽，讓學生獲

得多元的發展機會。

參與由教育局外籍英語
老師組、課程發展處及

教育城協辦的 ClipIt短片比賽
並獲頒優異獎

學生正在跟隨業界知名主持
學習主持技巧及演說訓練

學校定期設立的課外活動：
圖書館服務團　社會服務團　棋牌　藝趣　校園電視台　
學生團契　基督少年軍　攝影　口琴　結他　中英朗誦　
書法　管樂　中華鼓樂　日文　韓文　籃球　排球　足球　
田徑　武術　遠足　長跑

盡展潛能

基協長跑隊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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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前路  走向理想人生
　　規劃前路是協助學生在生涯規劃方面，幫助他們了解個人興趣及能力，掌握

不同升學及就業的資訊，從而為自己的前途作出知情及負責任的決定。本校致力協助學生

探索自我、制定目標、了解多元升學及就業的資訊，並以行動實踐，邁向理想。

老師為學生提供升學就業輔導及支援服務，引導學生整合自己的性格、興趣、能力及

職志，結合大學學科和職業等資訊，從而制定短期和長期目標的個人學習方案，

培養計劃前路的意識和能力。

規劃前路

　　

校友會一直以來大

力支持本校發展，如協辦

職業博覽會，邀請不同職業的

校友到校分享；舉行校友分享會，

啟發學生思考，擴闊師弟妹的

眼界；以及設立施得理校長

大學獎學金，激勵師弟妹

發奮力學，升讀大學。

個別生涯規劃輔導

職業博覽會

職業體驗活動—醫護業

職業體驗

參觀大專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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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協學生

多元升學出路

規劃前路

「JUPAS」大學
聯合招生辦法

「E-APP」專上
課程電子預先

報名平台
本地大學校長

推薦計劃

職學訓練計劃

香港

中山大學—

校長推薦計劃

內地部分
高等院校
免試招收

香港學生計劃

暨南大學—

校長推薦計劃

港澳台

聯招考試

內地

國立台灣大學

11校海外高中
推薦入學

招生系統

「單獨招生」

管道

台灣
「聯合分發」

管道

「個人申請」

管道

結盟大學保送

及優先安排
1. 逢甲大學
2. 銘傳大學
3. 實踐大學
4. 中國文化大學
5. 義守大學
6. 大葉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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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別 目　標 生涯規劃課程內容 活　動

中一

認識自己長處、

短處及職業興趣，

初探生涯規劃

課題一：思考將來，把握現在

課題二：積極掌控，轉危為機

課題三：認識自己，制定目標

課題四：實現目標，持之以恆

劍橋事業興趣測試 

中二

認識價值觀的基本概念，

了解朋輩於個人生涯發展

中的助力與阻力

課題一：決定背後，建基價值

課題二：友見及此，平衡自決

課題三：代代相傳？互動有法

課題四：突破定型，批判思考

自我認識工作坊

中三

了解不同學習領域，

認識決策風格及應對

偶發事件

課題一：升學有道，搜尋有法

課題二：職出所想，發展潛能

課題三：風格有別，決策有理

課題四：應對偶發，善待自己

選科講座

個別選科輔導

模擬小社會

求學選科工作坊

中三家長晚會—高中課程及多元出路

中四
認識多元升學及

就業出路

課題一：回顧你的行動座標

課題二：我的高中學習計劃

課題三：我是誰？

課題四：事業面面「觀」

應用學習課程簡介會

內地升學考察團

職業博覽、職業實習

個別生涯規劃輔導

大專院校及機構參觀

職業路向探索工作坊

中五
發掘潛能，

體驗工作世界

課題一：我希望將來⋯⋯

課題二：高中畢業生的升學楷梯

課題三：大學之「道」

課題四：職業機會

MBTI自我認識工作坊
面試技巧互動劇場

大專院校及機構參觀

職業博覽、職業實習

個別生涯規劃輔導

職業體驗遊戲

台灣升學考察團

中六
學習面試技巧，

協助學生升學及就業

課題一：回顧過去、展望將來

—我的生涯劇本

升學講座

職業博覽

面試技巧工作坊

大專院校及機構參觀與體驗

個別升學及就業輔導

中六家長晚會—多元升學出路

台灣大學課程簡介會

大專院校課程簡介會

六年一貫生涯規劃藍圖

規劃前路

台灣升學考察團
\\ PAGE

21

基協中學_學校簡介_v6_.indd   21 5/10/2018   14:50:02



施得理校長基金贊助出版
特此鳴謝

電郵 email@keiheep.edu.hk｜網址 www.keiheep.edu.hk 
九龍黃大仙東頭村道161號｜電話(852) 2320 4557｜傳真 (852) 2325 1715

基協中學_學校簡介_v6_.indd   22 5/10/2018   14:5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