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ur students will move forward through

Knowledge and wisdom
Transcendence
Serving others
Salvation

中華基督教會基道中學
The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 Kei To Secondary School

2021 香港中學文憑試
成績及升學概況

85.9% 93.4% 60.0%
學生考獲第 2 級或以上成績達

學生入讀本地大學學士或
副學位課程

高於全港水平

學生考獲第 3 級或以上成績達

接近全港水平

考獲第 2 級或以上百分率
高於全港水平之科目

考獲第 3 級或以上百分率
高於全港水平之科目

中國語文
體育
英國語文
視覺藝術
數學 ( 必修部份 )
資訊及通訊科技
通識教育
生物
化學
歷史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 會計 )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 商業管理 )
經濟

中國語文
通識教育
生物
化學
地理
企業
會計與財務概論 ( 商業管理 )
經濟
資訊及通訊科技
體育

傑出校友

王靜雯
香港理工大學 工商管理學士

陳泳霖
香港大學 內外全科醫學士

林詩芸
香港中文大學 社會工作學士

黃裔洪
香港中文大學 金融科技學士

梁仲熙
香港科技大學 工程學學士

薜琪雯
香港浸會大學 文學士

伍家曦
香港中文大學 工程學學士

鄒朗榆
香港大學 工程學學士

袁嘉傑
香港中文大學 教育學士

陸曉漁
香港中文大學 護理學學士

初中教學語言政策

以母語教授
中國語文
中國歷史
歷史
經濟
商業
地理
生物
綜合藝術
基督教教育

普通話
音樂
視覺藝術
體育
設計與科技
生活教育

設英語延展學習
普通電腦
綜合人文
家政

高中教學語言政策

以母語教授

中國語文
體育 ( 中學文憑 )
中國歷史
視覺藝術 ( 中學文憑 )
通識教育
基督教教育
公民與社會發展
其他學習經歷
歷史
體育
地理
經濟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 商業管理 / 會計 )
生物
資訊及通訊科技

部份班別以英語教授

數學
數學延伸部分 ( 代數與微積分 )

以英語教授
英國語文
物理
化學

學校
課程
部份班別以英語教授

數學
綜合科學

以英語教授
英國語文

物理
化學

中文科
初中課程

文體

高中課程

自主研習

以文體為主線，進行單元教學，並以目標為本
推行「普教中」。設自主研習課，學生就不同
範疇進行「自主學習」，加深對文言文理解及
成語運用能力。

科目特色

文學

哲學思想

文化

品德情意

以文學、文化、哲學思想、品德情意為主
導，進行單元教學。

拔尖保底

課後、星期六及暑假設拔尖保底課程，照顧不同學習需要。

體驗學習

鼓勵學生參與校外語文活動，如：「善言巧論：全港口語溝通比賽」、徵文比賽、
文學散步等活動讓學生體驗學習。

閱讀計劃

推行「戀上早讀」及「強化閱讀」計劃，提升學生閱讀質素。

English Language

Our school always strives to provide learning support to cater to our students diverse learning needs and promote a
language-rich environment to help students improve their English standard.
Learning support
Saturday classes

After-school tutorials
Students can consolidate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they have learned during their regular lessons by
attending tutorial classes after school. Stronger
students can also improve their presentation skills
and confidence in speaking English by taking part
in Speech Festival training courses.

Students can improve their listening and speaking
skills by attending Saturday classes every week.
Native-speaking English teachers (NET) and
professional tutors collaborate with us to provide
the most suitable training for students.

Language-rich environment
English Day
Students can enjoy learning
English by joining various
activities organized by English
teachers and student ambassadors
on English Day.

Overseas Study Tour
Students can have more exposure
to a wider range of learning
experiences during the study tour.
They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immerse themselves in a different
community which helps them
understand different cultures.
Students can also improve their
confidence in communicating with
others in English.

Reading Scheme
Students can improve their reading
skills and vocabulary knowledge
by taking part in a variety of
school-based reading schemes,
including Reading Week, Morning
Reading Session, Online Reading
Program, Reading Buddies Scheme
and English Café RAC Award
Scheme.

學校
特色

基督教教育
我們的異象

基督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
教師，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直
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得以
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以弗所書 4:11-13)

堂校合作

．堂校合作 - 福音周活動

本校與中華基督教會紅磡基道堂共同推動福音工作。校
牧團隊設計活動、營會，並參與基督教教育課程，與老
師協作，跟學生建立關係，關顧學生全人發展。

宗教課程

課程從舊約到新約；從聖經知識到個人成長；從認識基
督信仰到實踐聖經教導，使學生明白真理並反思生命，
建立正向價值觀及良好品格，成為貢獻社會的「有心
人」。

．基督使團 - 主領周會

分組牧養

本校深感學生面對公開試壓力沉重，於中六基督教教育
課程，安排多位基督徒老師與學生分組交流人生經驗、
生命見證，並以禱告守望學生。

基督使團

．堂校合作 - 營會

宗教組老師與校牧團隊藉不同活動和服事，教導學生事
奉心態和技巧，栽培學生屬靈生命，塑造他們成為有生
命力、感染力的基督徒領袖。
．分組牧養

藝術教育
本校高中設有校本藝術教育課程，包括：
微電影製作、攝影、舞台管理、化妝及髮
型設計、音樂劇、塗鴉、陶藝及拉坯、油
畫 等。 其 中 學 生 製 作 的 微 電 影《 獨 一 無
二》， 榮 獲 香 港 青 年 協 會 M21 校 園 影 片
大獎 ( 劇情組 )—―最佳劇本及最佳音響設
計。
每年「藝術周」，邀請嘉賓分享創作 / 演
出心得，並舉辦 Kei To' s Got Talent 才
藝比賽，鼓勵學生盡展潛能，更有攤位、
作品展覽及音樂劇演出等活動，其中香港
話劇團「賽馬會《奮青樂與路》」聯校音
樂劇 ( 微電影 ) 獲外界好評。

表演
藝術

多媒體
藝術

視覺
藝術

微電影

iPad 繪畫

視覺傳意設計

壁畫

音樂劇歌舞

五級樂理

手鐘 / 手鈴

辯論隊

敲擊樂團

化妝髮型班

《奮青樂與路》
聯校音樂劇

https://bit.ly/3AWE7YP

．《奮青樂與路》聯校音樂劇

．英語音樂劇《Splendor of the World》

．賽馬會手作確幸青年工藝教育計劃

．音樂劇微電影製作

課外及聯課活動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學界乙組鉛球冠軍

5C 董少軍

本校重視學生全人發展，推行「一
生一體藝」，使學生藉體育 / 藝術
歷程，在「靈、德、智、體、群、
美」六育均衡發展。並透過不同
活動及學生組織，加強同學歸屬
感 和 凝 聚 力， 如： 運 動 校 隊、 服
務團隊。
為表揚在課外活動表現傑出的同
學，每年出版校園刊物《基道群
英》及舉行祝捷會，肯定他們的
努力並嘉許他們優異的成就。
學校鼓勵學生參加校際運動比賽、
朗誦及演講比賽、校際音樂節等，
學生體藝成就卓越， 屢獲殊榮。
同時，學校每年由學生統籌陸運
會、運動競技日、社際比賽及班
際比賽，培養學生團隊精神及領
導才能。

領袖培訓及義工服務

．九龍城青年發展網絡「Y-Dragon」

本校通過義務工作，提升同學服務精神，藉義工服務訓練，訓練學生服務技巧，並提供實踐機會：安排
中二級同學參與「義工服務訓練計劃」，並成立「基道中學長者學苑」，由中四級同學輔助區內長者進
行各類學習活動。
為鼓勵學生多元發展，本校透過領袖培訓，培育學生成為社區領袖。本校同學曾參與：
「香港 200」
領袖訓練計劃

全港每年挑選 200 位具
卓越潛質的高中學生，
接受領袖培訓體驗，以
迎接未來挑戰，並協助
他們肩負推動社會發展
的任務。

九龍城青年發展網絡
「Y-Dragon」計劃

讓學生擔任社區關愛大
使，設計不同類型的關
愛活動、服務，回饋社
區。

．民政事務局局長青年嘉許計劃 - 李煒濂 ( 社區服務）

感創敢為—青年社會
創新服務獎

本校學生連續兩屆榮獲
銅獎，計劃鼓勵學生以
創新思維參與建構更美
好的社會。

奧比斯校園大使

舉辦各種活動，協助推
動「救盲」及共融。

．《香港 200》領袖計劃

全人發展
本校學業與全人發展並重，期望培養學生學習興趣，讓學生學有所成，
同時發展潛能，實現理想，並有正確、健康的人生觀，成為榮神益人
的好公民。

學術成就

成績維持高增值，入讀大學率遠超同組別學校。

群體生活

透過群體活動、體育競賽、領袖培訓等，學習與人相處，團隊合作，
培養領導才能。

其他學習經歷

透過其他學習經歷日、學科考察、校外課程、交流團等，吸收課外知識，
擴闊視野。

體育發展

透過不同體育課程，陶冶性情，培養興趣，發展潛能。

自主學習

透過圖書館每月活動，強化校園閱讀氣氛，並設「課後增潤」活動及
課程，讓學生從學習，到學會學習，愛上學習。

品德教育

透過校本課程、公民教育活動，培養學生建立正確價值觀。

創意思維

透過 STEM 及藝術教育，發掘學生創造力及解難能力，以適應瞬息萬
變的社會，並尋找發展方向。

服務學習

學校有類型多元的校內服務團體，每年更與不同機構合作，進行義工
服務，並跟特殊學校締結為姊妹學校，定期協作交流。學生透過服務
學習「施比受更為有福」。

基道 中 學 升 中 資 訊 日
2021.11.27（星期六）
上午 10:30 - 12:00
本校禮堂

https://bit.ly/3iiQG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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