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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們的學校 

 

1. 辦學團體：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區會辦學願景、使命宣言、核心價值、辦學精神 

 

願景 

 

並肩培育豐盛生命，攜手見證基督大愛 

 

使命宣言 

 

我們願以基督愛心為動力，以人為本的信念，積極進取的態度； 

提供優質教育，啟發學生潛能，分享整全福音； 

培育學生成為良好公民、回饋社會、貢獻國家。 

 

核心價值 

 

傳道服務、愛心關懷 

有教無類、全人教育 

積極進取、勇於承擔 

 

辦學精神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相信培育下一代是上帝交托給我們的使命，也是回應社

會的實際需要。本會的辦學目的是「透過學校、傳道服務」，以結合事奉上

帝、見證主道、服侍人群、造福社會、貢獻國家的信念去履行教育的神聖任

務。又以基督教訓，有教無類，以人為本的教育原則，提供多元化的教育服

務，使不同學習程度的青少年都能享有平等機會接受優質教育。 

 

本會奉行的教育哲學是「全人教育」，肯定教育的真正意義在於生命的造就及

人格的建立。除培養青少年有優良品德、高雅情操與豐富學識外，亦致力啟發

他們不同的潛能及興趣，更期望青少年有健康的人生態度，正確的價值觀，及

強烈的社會意識；效法基督，嚮往公義，追求真理，得著豐盛的生命。 

 

本會同意教育是一個不斷演變的過程，願意各屬校以積極進取的態度，盡力自

我提升，追求卓越，尋求革新，致力民主、開放，為這時代培養出勇於承擔，

樂於服務，甘於委身的良好公民。 

 
 

 

 

 



 

2. 創校年份 : 本校於一九六三年由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創立，五十多年來

本校因應香港教育的需要，由創校時三年制十八班之實用中學

先轉為五年制之工業中學，再轉為開辦中一至中六的主流中

學。課程亦由創校時的實用科目為主而演變為學生提供不同升

學及就業途徑的多元組合。 

 

3. 校監：張群顯博士 

4. 校長：羅裕安先生 

5. 學校類別：津貼 

6. 學生性別：男女 

7. 學校佔地面積 : 約 2640平方米 

8. 宗教：基督教 

9. 校訓 : 學以致用、榮神益人 

10 本年度主題：成長同行 · 築夢展能 

11. 全校學生人數 : 490 

12 法團校董會：有 

13 家長教師會 : 有 

14 學生會 : 有 

15 校友會 : 有 

 



 

(2) 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關注事項（一） 鞏固自主學習，持續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成就 

1. 優化電子學習，鞏固自學文化： 

1.1. 踏入疫情的第三年，所有學科均已建立起電子學習平台，並在課程中加入電子教學

或自學部分，配合混合式教學 (mixed teaching mode) ，在全年半天實體課堂及下午

網上補課的情況下，超過 90%學科能夠完成年初定下的教學進度。 

1.2. 所有學科均於各級滲入持續性或形成性電子教學和評估元素，以補足或取代傳統的

面授紙筆形式的總結性評估。 

 

2. 提供適切支援，建立學生學習習慣： 

2.1. 全年共舉辦了四個學科周，當中牽涉不同的跨學科閱讀活動。 

2.2. 全年亦舉辦了兩次跨學科的專題學習活動活動，第一次為中秋跨學科主題學習，第

二次為個人社會及人文學科圍繞疫情的跨學科主題學習；兩次的學習活動皆有正面

的回應，讓師生也明白學習可以是不分科、隨時隨地從生活化主題學習。 

 

3. 提供多元選擇，培養學生成長思維，鼓勵接受挑戰，提高學生學習動機： 

3.1. 初中中文及英文落實統一測驗及考試的調適評估。於科主任聯席會議中，相關科主

任均認同調適卷能讓學生認真回答，提升學生的動機之餘，亦能照顧能力較弱學生

的學習需要。 

3.2. 對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支援在疫情下仍能維持，只是形式稍有改變，而對能力較高

的學生的支援則只能在下午的時間進行網上抽離課程。 

3.3. 在高中課程中，學校大幅度地在應用學習課程及其他語言科目中增加學生的選擇。 

 

4. 透過建立校本 STEAM課程，培養學生創新、解難、協作及應用知識的能力  

4.1. 與教育局校本支援計劃合作，建立專業學習社群，透過觀專業交流，優化校本課

程。 

4.2. 初中與 STEAM相關的科目設計跨學科學習活動，於 STEAM周舉辦全校性跨學科

學習活動。 

 

 

 

 

 

 

 

 

 

 

 

 



 

 
反思 

1. 優化電子學習，鞏固自學文化： 

約有一半的學科在全年的學與教和評估設計中，加入了學生自學部份的持續性評估分

數；惟如何幫助中游或動機較弱的學生，減少因疫情及大量面授課堂時數銳減的負面影

響將成為疫情後學生學習的重點關注。。 

 

2. 提供適切支援，建立學生學習習慣： 

2.1. 初中主科推行適異性教學，並優化測考的調適，中英數三科表示調適後的測考卷成

功照顧不同學生的學習需要。其他科目則在試卷設計方面仍在探索中。 

2.2. 各科老師漸已掌握在疫情下如何幫助學生備戰公開試，由於本屆中六學生得到學校

和老師更好的聯繫與支援，缺席公開試的人數亦大幅減少。 

2.3. 本屆中六學生為最受社會事件和疫情影響的一屆，亦無法實體回校參與畢業試，無

讓學生有一個客觀而全面的總結性評估，直接或間接影響他們的應試信心和表現。 

2.4. 對於能力稍弱的學生，實體的學習和支援極為重要，學校在附合防疫要求的情況下

會開放自學中心或圖書館作自修室，亦會思考如何重點支援來屆中六學生，無論在

全日實體課堂、平日放學後的導修課、星期六的拔尖課堂、長假期補課、提供自修

室及安排校外模擬試等提供全方位支援。 

 

3. 提供多元選擇，培養學生成長思維，鼓勵接受挑戰，提高學生學習動機： 

3.1. 高中方面，應用學習課程和其他語言科目（日語）無疑大大增加了學生的選擇，但

如何鼓勵和支援學生堅持到底完成課程，考取理想的水平將會是學校來年的工作重

點。 

3.2. 各學科需要就課程、學與教及評估三方面，進一步落實如何深化適異教學、混合式

教學和自主學習的推行和改革，並探討如何回應學校發展計劃中成長思維於學科中

的實踐。 

3.3. 各科在教學、課業及評估中如何善用有效正面讚賞仍有待探索。 

3.4. 在提供多元選擇、鼓勵學生接受挑戰方面，各學科宜多探索其他適異教學的策略。 

 

 

 

 



 

關注事項（二） 推動正向教育的校園文化 

 

成就 

1 學生成長思維，敢於接受挑戰，建立成就感： 

1.1 本年度學校成功申請優質教育基金，翻新設計與科技室以及修訂初中科藝科課程大 

綱及數學科課程內容。 

1.2 本學年為全校學生舉行了三十多項不同的實體及網上課外活動，涵蓋宗教、學科、           

文化及興趣、藝術、制服團隊及運動。 

1.3 透過校內、校外、境外等不同範疇的體驗活動，設立不同平台，展示學生的學習成 

果和成就。鑒於疫情，學校須遵守相關的防疫要求，減少人群聚集。另外，因學校 

只能以上午面授課堂及下午網課照顧學生的學習，故此，本學年未能舉辦午間活動 

，而才藝表演、各級宿營、境外交流活等亦因應疫情須取消，音樂比賽及音樂劇表 

演則在校內順利完成。 

1.4 各科、委員會、學會及校隊提供具挑戰的學習經歷，以建立學生不同學習技巧應付 

不同的挑戰。提供的學習經歷包括有校際朗誦節、聯校智能運動 STEM 大賽、香港 

學校音樂節、「逆境‧夢飛行」全港中小學演講比賽、「晶文薈萃」網上優秀文章展 

廊、全港青少年巧固球挑戰賽、多項全港微電影及視頻比賽、黃大仙區傑出學生選 

舉、領袖培訓等，當中亦有不少參加的學生獲得理想成績。 

 

2 以成長思維/正向教育為中心推動生命教育，鼓勵學生探索人生意義 

2.1 學年已按編排完成周會及班主任課共 31次，周會主題包括： 網上成癮講座、禁毒話 

劇、廉政公署互動劇場、生命教育、生涯規劃、OLE工作坊等。而班主任課主題包 

括：生命教育課、性教育、抗逆工作坊及生涯規劃等。因應疫情及教育局宣布停課 

影響，部分周會以網上形式進行。 

2.2 本年度重新規劃了生命教育相關課程架構及更新了課題，以天人物我為主要學習向 

度（人與自己、他人、社會、環境及信仰關係），著重老師與學生的互動及分享體 

會，以知、情、意、行為推行的策略、學習目標及成果，來年將會繼續更新課程。 

生命教育課講求個人經歷融合教材，建議可考慮加強同工相關培訓。 

2.3 本年度校園福音團契主要以網上形式進行，學生積極參與。全級中一全皆有分組參 

與團契體驗活動，讓各新生有機會體驗及感受團契生活，效果不俗，有部份學生亦 

有持續參加團契。來年會嘗試邀請學生擔任團契職員，培訓信徒領袖，帶領同學親 

近神。 

2.4 因疫情影響，學生有一段時間未能回校進行實體課，為作更好的關顧，學校在 3-4月 

每星期皆發放老師製作的短片與學生進行分享（內容包括詩歌、文章、書本及個人 

見證分享等），並以祈禱作結，同心仰望上帝，學生反映正面。另外，本校學生於 6 

月份參加第二屆「中學生文創盃」短視頻比賽（由中國教育留學交流（香港）中心 

主辦；創意教師協會承辦），主題為「疫中有愛」。活動旨在鼓勵同學發掘逆境中 

所見所聞，傳達當中感人的片刻與故事，分享疫中自強、關愛、溫馨與正能量。本 

校作品獲初中組三等獎。超過 80%學生同意生命教育影片能激發他們對人生有積極 

的態度和反思生命的價值。 

2.5 因疫情影響，雖然未能安排家訪，但班主任仍有主動透過電話、通訊軟件及個別約 

見家長等形式提供支援。而家教會及校牧協作推行的家長學堂及講座能讓老師及校 

牧持續接觸或支援有需要的家庭，成效不俗，來年會繼續進行關顧工作。 

 

 



 

2.6 下學年敬拜隊將與學生團契及 band 隊合作，邀請更多基督徒團員加入敬拜隊，擴展 

敬拜隊的規模，並嘗試加入不同的樂器，亦可嘗試多讓學生帶領敬拜或祈禱。 

2.7 本年度已為中三、中四及中六學生以個別面談形式為提供升學就業輔導服務，90% 

學生認為面談有助他們建立人生方向。 

 

3 建立正向人際關係 

3.1 在學期初班主任跟學生定立正向目標，並在學期中跟同學檢討修訂。另外，中一至 

中六各班全年平均有進行班級經營活動。 

3.2 老師亦以欣賞卡鼓勵同學積極學習，目標派發數目較去年上升 5%。優良作品展示有 

助提升同學自信心，鼓勵同學不斷完善，期望作品數量較去年再上升 5%。 

 

 

反思 

1. 學校在上午面授課堂及下午網課的安排下，未能安排學生在放學後的半小時內以才藝表

演的平台展示其學習成果，下學年計劃在恢複全日面授課時於午膳時舉行才藝表演。 

2. 下學年會檢討有關周會及班主任課課程及進行修訂，以更切合學生的需要及使活動推行

更順暢。 

3. 因疫情影響，雖然未能安排家訪，但班主任透過電話及通訊軟件，仍然能與家長及同學

作詳細溝通，再配合家長日視像面見，對了解同學之家庭狀況甚有幫助。 

4. 在班主任之帶領下，大部分同學都能完成自己定下的目標。雖然去年仍然有部分時間停

課，但老師仍透過不同渠道推行班級經營活動，藉以促進師生關係及互相支持的效能。

欣賞卡及優良作品展示仍然發揮鼓勵同學努力向上之作用，在老師的推動下，這兩項活

動都能完成目標。  

 

關注事項（三） 優化教師專業發展 

成就 

1 持續提升教師照顧學習多樣性的知識和技巧 

1.1 STEAM同工進行了一次校內工作坊，內容是義肢製作。90%以上老師表示增加了對 

STEAM認識和理解。另外，對 STEAM元素中的解決問題和設計思維的理解皆有所 

增進。 

1.2 照顧學習多樣性的專業發展活動包括兩次公開課以及六次教員會議分享，內容涉及 

中文科、旅遊與款待科應試策略，以及如何與 SEN學生建立良好的課堂師生關係等 

等課題，同工回應積極正面。 

 

2 提升教師電子教學的技能和應用 

由於經歷了兩年疫情，同工對於掌握電子教學的技能和應用漸有把握，故本年度沒有舉 

辦相關培訓，把預留時段給予其他課題。 

 

 

 

 

 

 



 

3 深化日常同儕觀課的文化 

3.1 第二階段系統觀課牽涉兩次公開課及考績性觀課。兩次公開課均包括即時實地參與 

及事後錄影觀看：第一次是實體課堂，安排了 35分鐘的觀課後討論；第二次為網上 

課堂，由兩位老師共同授課。 

3.2 另外，全部教師進行了第二階段的考績觀課。問卷調查顯示 96%以上教師均表示系 

統觀課的策略能有助掌握課堂照顧學習多樣性的教學技巧，同樣 96%同工認為策略 

可應用於日常教學工作上，效果極之理想。 

 

4 提升教師專業知識及專業交流 

超過 70%科、委員會每年會議中均有教師分享所學。 

 

5 加強培訓中層管理教師 

在 6月 8日教師專業發展日進行了中層管理工作坊，題為「中層人員的使命和挑戰」，

全部中層同工反映校長負責的工作坊増加中層同工對使命和挑戰的認識和理解，將來可

續舉行。 

 

反思 

1. 關於適異性教學，同工認同這個方法能照顧學生的學習多樣性，惟由於本年未能尋找

合適講員，無法安排培訓，因此建議來年安排補回相關活動。 

2. 關於正向教育的培訓，經過一年的沉澱及反思後，建議來年復辦相關教師培訓，為學

校五年計劃第三至第五年的工作奠下基礎，全面在學與教和學生支援兩方面落實正向

教育和成長思維，把學校建構為一個正向的關愛校園。 

3. STEAM動手作的解難元素能夠讓同工應用於教學活動中，亦能夠配合我校學生習需

要，建議來年繼續舉辦相關培訓和工作坊。 

4. 若下學年初疫情受控，建議同工及早在開學後進行最少一次發展性／非評估性聚焦觀

課。另外，第一階段公開課可以提早進行，以免又遇上網課。 

5. 由於這幾年教師團隊的更替較為頻繁，同時為學校帶來新動力和新思維。學校將會加

強新同工啟導計劃及中層領導培訓，建立更多的專業學習社群。 

6. 學校會透過參與教育局或大學的協作計劃，邀請不同學習領域或專業校外專家擔任顧

問，全面提升不同年資和範疇的新舊同工的教學專業能量。 

 

(3) 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3.1 德育及靈育  

本校為配合學生的成長需要提供輔導服務；全校重點措施為初中以雙班主任制，配合

級輔導、級訓導和級升學就業共同輔助學生各方面成長，跟進學生個案和教導學生，讓學

生健康正面地成長。  

 

生命教育委員會透過生命教育課課程架構，讓中一至中六級學生透過不同的主題，包

括認識生命、欣賞生命、尊重生命、探索生命，配合不同的層次，包括人與自己(自我認識/

精神健康)、人與他人(朋輩/家人)、人與環境的關係(物質生活/社會/經濟/文化)及人與宇宙的

關係(自然環境/信仰/生命的終極)，建立學生的生命成長，讓學生建立正向思維及加深自我

認識，從而讓學生活得更快樂和豐盛。此外，詎透過延伸活動，安排經歷學習機會予學

生，為他們提供親身的體驗，從接觸、交流和思考中獲得生命的反思和啟發。例如：性教

育工作坊、抗逆力相關活動(講座、運動攀登體驗)、感恩文化活動、環保教育活動、禁毒教



 

育及價值教育活動、『伴成長‧樂同行』健康校園計劃等。旨在與孩子同行，幫助他們建立

積極正面的價值觀，以及健康、安全的生活模式，實踐豐盛人生。而每年的周會及班主任

課均得到不同科組協助籌辦，使其充實和多元化，讓學生得到均衡的發展，亦會安排學生

擔任各項典禮之領唱詩歌、司儀及早會宣佈等，以增加學生建立成功經驗、發揮潛能，提

升自信心及自我形象 

為加強學生在成長上之需要，本年度舉行多個活動或計劃，包括班級經營：透過不同

主題和形式的班本及全級活動，提升各班的凝聚力和對本校的歸屬感；欣賞卡獎勵計劃：

透過計劃培養師生間互相支持和欣賞之情操、從而建立和諧融洽的師生關係。2022 年 8 月

舉行中一迎新及導入課程，加強協助中一新生了解及盡快適應校園生活，也增進與彼此交

流。為了支持中六級學生參與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老師，繼續安排全校中一至中五學生填

寫一張心意卡，藉著心意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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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撰寫心意卡給中六學生，以表達他們對中六學生的支持和鼓勵。心意卡分成兩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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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部分則會送到中六學

生手上，讓他們永遠保留著母校校長及老師們對他們的祝福。而 2022 年 3 月亦進行了承傳

啟航周會，除表達對畢業同學的支持外，更讓基協的文化及價值觀延續，建立學生對學的

歸屬感，同時鼓勵學生實踐理想。為繼續鼓勵中六學生，希望神的話語能成為他們的幫助、

為校他們加力及祝福他們，由 3月份開始，每星期與他們分享靈修資料、詩歌、經文及金句，

並透過 Google Classroom、WhatsApp 及 eClass 發放。另外，亦準備了金句鼓勵卡，連同小

禮物包，一併贈予中六學生，以表達關懷、鼓勵及支持。 

此外，本校舉辦「守規之星」活動，鼓勵及表揚行為表現優異的學生外，亦可作為其

他同學的學習典範，以提升其自信心。鼓勵改善課堂的秩序，以提升班級經營。亦推行

「學生自強計劃」，給予學生正面鼓勵以強化改過的決心。 

 

3.2 生涯規劃  

本校的升學就業輔導委員會及輔導委員會在周會、全方位學習日、下午時間等為學生

舉辦小組、升學就業講座、個別面談等，個別面談對象為中三級、中四級及中六級學生，

讓學生於不同成長階段辨清方向，為自己的出路而努力。升學就業輔導委員會透過六年一

貫生涯規劃課程，與外界團體合作，讓中一至中六級學生建立不同的目標，包括認識自己

長處、短處及職業興趣，初探生涯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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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不同學習領域，認識決策風格及應對偶發事件；認識多元升學及

就業出路；發掘潛能，體驗工作世界；學習面試技巧，協助學生升學及就業。協助學生認

識自己，幫助學生訂立人生發展目標，思考如何規劃前路，使學生對升學或就業途徑有最

新的認識。 

 

3.3 均衡發展及領袖培育  

本校為學生提供充足和多元化的課外活動，包括宗教、學科、服務、文化、興趣、藝

術及運動。學生會、評議會、風紀、制服團體、團契、四社、圖書館管理員等組織亦提供

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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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發揮自我管理和自我完善的自治質素，以進一步發展其

潛能，並服務同學及社區。  

 

 

 

 

 



 

3.4 有經濟需要學生的支援  

在經濟支援上，本校利用不同的資源為不同需要的學生提供活動津貼，以確保學生能

參加校內外團體舉辦的課外活動、功課輔導班、興趣小組及球類運動等。 

在硬件支援上，本校利用不同的資源為不同需要的學生提供學習資源，例如借用平板

電腦及手提電腦等，以確保學生能參與網課及得到學習機會。 

在物資支援上，本校利用不同的社區資源，為不同需要的學生提供生活必須品，本校

於全校復課時(5月至 7月)向每位學生派發了 20盒檢測包，亦為有特別需要的學生提供物

資，例如口罩、藥物、額外檢測包等，以確保學生家庭於疫情期間不需擔心生活所需，讓

學生專心學習。 

3.5 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支援  

本年度繼續由特殊教育需要支援小組統籌本校「融合教育」的工作，透過及早識別機

制和提供相應之調適，務求使學生得到平等學習的機會，安排不同活動給有特殊教育需要

學生，提升他們有關能力、自信心及自我形象，增加他們之歸屬感，帶動他們更投入校

園，使他們更整全地學習與成長。 

 

3.6 境外學習及交流  

本年度因為疫情影響，只能夠與姊妹學校進行中英數三科的交流。 

 

(4) 學生表現   
1. 校際活動獲得的獎項： 

 

1.1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1.2 匯盈全港中樂大賽 古箏 第三級 銀獎 

1.3 香港學校音樂節 古箏獨奏 – 初級組冠軍 

1.4 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朗誦  

 ● 英詩獨誦 良好獎狀 9名 

 ● 英詩獨誦 優良獎狀 22名 

 ● 英語散文朗讀 良好獎狀 4名 

 ● 英語散文朗讀 優良獎狀 12名 

 ● 英語二人戲劇對話 良好獎狀 1組 

 ● 英語二人戲劇對話 優良獎狀 5組 

 中文朗誦  

 ● 中詩獨誦 (粵語) 良好獎狀 4名 

 ● 中詩獨誦 (粵語) 優良獎狀 2人 

 ● 中詩獨誦 (普通話) 優良獎狀 5名 

1.5 聯校智能運動 STEM 大賽 2021-2022 團體萬步獎 

十項全能獎季軍 

個人萬步獎 3名 

1.6 黃大仙區傑出學生選舉 初中組優秀學生 

  高中組優秀學生 

1.7 區會中小學模範生 初中組模範生 

高中組模範生 



 

1.8  

 
教育局「學校與非政府機構協作」計劃主辦 

「強項為本小組」拍片特「功」隊 

最佳拍攝 1名 

最佳影片 1名 

1.9 

 
基協中學主辦「逆境‧夢飛行」全港中小學演講比賽 

 

優異獎 1名 

獲得初賽優良表現證書 

(80 分或以上)  7名 

1.10 「晶文薈萃」網上優秀文章展廊 獲選本年度《十優文章》 

1名 

作品獲選刊登 10名 

1.11 全港青少年巧固球挑戰賽 青年組 殿軍  

最有價值球員 1名 

最具潛質運動員 1名 

1.12 

 
全民愛心大行動 

 

孝道之星 1名 

 

1.13 

 
香港品質保證局理想家園：第十五屆徵文、攝影、 

微電影、繪畫及海報設計比賽 

 

微電影比賽中學組 季軍 

1.14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聯校第十屆英文 

Scrabble Tournament 

 

團體 季軍 

最傑出個人獎 1名 

 

1.15 第二屆「中學生文創盃」短視頻比賽 初中組三等獎 

2. 獎學金（2021 - 2022年度） 

 

獎項名稱 班別及姓名 

1. 明日之星-上游獎學金 5A劉浩銘 5B董政 

2.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獎學金 6A梁娉婷 6A伍嘉怡 

3. 應用學習獎學金 6A李敏聰 

 

3.  本年度學生曾參與的社會服務： 

3.1 為以下各慈善機構籌款：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賣旗籌款 

3.2 學生參與下列的對外活動及社區服務： 

      網上義工活動：「悅聲易」，同學透過手機應用程式，為視障人士提供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