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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由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深水埗堂興辦，
為一所直資英文中學。我們的遠象是建立
一所互相關懷、鼓勵創新嘗試之學習型學
校，提供卓越學習發展機會，為香港培育
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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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為一所直資英文中學，除中文、中史、普通

話等個別學科外，其餘科目均以英語授課。同時

亦在初中設立普通話科，裝備學生兩文三語，強

化其溝通能力。我們致力營造優良的語言學習環

境，於所有學校大型活動、早會宣佈、活動宣傳

等，均以英語進行，為學生踏上高等教育及與世

界各地學者交流作最佳的準備。

教學人員數目

持學士學位教師

持碩士、博士或

以上學位教師

其他支援隊 教育心理學家(兩位)、駐校社工(四位)、實驗室

助理(兩位)、藝術設計員(兩位)、教學行政助理

(三位)、活動行政助理(兩位)、資訊科技員(兩

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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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專業發展及交流
基崇擁有極高質素的教學團隊，課餘時亦不斷進

修增值自己。同時，本校為配合教師作持續專業

的發展，亦與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局其他種籽學

校，及台灣教育界多位獲獎名師合作，於課堂硏

究、自主學習、電子學習等領域上，為教師作專

業提升。

本校亦會安排教師出席本地及海外不同的專業培

訓活動，計有上海、新加坡、台灣、澳洲等，讓

老師在教與學領域、學生培育層面上得到進一步

的強化。

強效課研
本校各科組經常舉行集體備課，同儕觀課、共同

議課等，以期於掌握技巧、提升學習動機、刺激

思考、激活潛能的課堂實踐上作不斷的提升。

老師專業培訓及交流 教
學
團
隊

語文政策

39%



為了提高未來的競爭力，以應付全球化的需要

，基崇致力培養並發展21世紀的「新型人才」

。此類人才並不能只擁有單一的專業能力，更

要具備優良的溝通技巧、自我增值能力、靈活

解難能力，還有創新精神及人民情意素養。

我們期盼，學生能夠理解這個複雜世界的發展

，養成彈性思考習慣(Flexible mindset)，並願

意用不同的角度觀看事物，以靈活多變的方法

解決疑難，用積極認真的態度去締造未來。

培育「新型人才」

核心課程及
21世紀主題

學習與
創新能力

環境意識
全球意識
財商
公民
健康

創造力
批判思維
溝通
共建、共享

生活與
職業能力

信息、媒體
及科技能力

領導力、承擔
主動性、責任感
社交、溝通
貢獻力、可靠度
靈活度、適應力

媒體素養
信息素養
科技應用

為本校現行課程及
           教學法所涵蓋的

21世紀學習架構



本校課程以打造 21 世紀「新型人才」為目標，致力提升

學生持續學習的能力，以應付未來世界的需要及挑戰；同

時推展多元評估，並以評估促進學習。學校提倡探究式學

習，讓分析能力、探究精神成為學生成長的必備素質。

此外，學校亦重點建立備課文化，培育學生自學能力，期

望學生養成良好的責任感，並成為一個願意承擔、積極主

動及懂得調整學習方法的終身學習者。

本校於中一及中二推行「學段制」課程，安排學生於不同學期

中學習不同學科。「學段制」課程能為學校構建更寬廣的交流

平台，提供更充裕的時間予不同學科作思維訓練及學習活動，

讓每個領域的學習變得更豐富、更富趣味及更具成效。

此外，為了提高學生的環境、公民及全球意識，本校將通識科列為必修科，自初中起與學生

探討身心健康、人際關係、社會發展等，並透過多元的學習策略，建立學生批判思維、剖析

演繹、歸納推論等能力，培養更成熟、富內涵、且情理兼備的優秀新一代！

課程特色

課程目標

初中「學段制」課程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三學期

化學，中國歷史 生物，地理 物理，歷史

中文，英文，數學，通識，電腦，STEM，視覺藝術，
家政，音樂，體育，基督教倫理，普通話

生物，地理 物理，歷史 化學，中國歷史

中文，英文，數學，通識，電腦，STEM，視覺藝術，
家政，音樂，體育，基督教倫理，普通話

中文，英文，數學，通識，電腦，物理，化學，生物，地理，中國歷史，歷史，
經濟，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視覺藝術，音樂，體育，基督教倫理

必修科目：
中文，英文，數學，通識，體育，基督教倫理

選修科目：
物理，化學，生物，資訊及通訊科技，地理，中國歷史，

歷史，經濟，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視覺藝術，數學延伸單元一及二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至

中六



本校於中一及中二推行「學段制」課程，安排學生於不同學期

中學習不同學科。「學段制」課程能為學校構建更寬廣的交流

平台，提供更充裕的時間予不同學科作思維訓練及學習活動，

讓每個領域的學習變得更豐富、更富趣味及更具成效。

回應教育局倡導「STEM」的課程發

展，基崇運用政府的撥款，開設了初

中STEM課程，籌辦了STEM學會，

透過課程及實作學習，提升學生對各

種科學原理及創新科技的認識及應用

，強化他們的解難能力，發揮其創意

思維，學習團體合作及培養勇於嘗試

的冒險精神。

同時，在這個瞬息萬變、資訊澎湃的

新世代，我們更不忘推動媒體素養及

信息素養的灌輸及教育，讓學生在使

用資訊科技的時候，能夠以獨立的批

判精神、良好的價值觀及強烈的社會

責任感，將信息及媒體運作技能務實

地使用於解決實際問題及進行創新思

維的開發和研討上。

本校在不同學科推展專題研習，讓學生能透過專題研習，發展學生的

共通能力（例如批判性思考能力、創造力、溝通能力等），拓闊學生

的學習空間，達致全人發展。

專題研習強調以學生為主，自行籌劃自己的學習，鼓勵大膽推理、細

心分析，然後自己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案，最後發現事實。這種由學生

針對特定題材，作出深入的分析，過程不再受制於課本，卻讓教材有

意義地聯繫的模式，必能讓學習變得更充實更具意義。

STEM課程

專題研習（Project Learning）



隨著時代急速轉變，資訊傳播變得廣泛及多元，社會變得充滿易變(volatility)、不確定

(uncertainty)、複雜(complexity)及模糊(ambiguity)，培育學生具備獨立思考能力有助他

們面對未來。因此，本校已向「優質教育基金」申請撥款於2020-2021年度開辦「初中校

本思考課程」，把思考技能的訓練，邏輯、歸納、推展等的應用獨立成科，透過持續的

課堂學習將各學科的思考能力加以統整、深化，並透過正規課堂有系統地提升學生的思

考能力及其他共通能力(如明辨性思考能力、創造力及解決問題能力等)，讓初中學生及早

裝備，為銜接高中課程及長遠面對21世紀世界急速轉變的挑戰作最佳的準備。

初中校本思考課程

本校一直致力為學生提供優質的教育機會，讓學生按其興趣及能力盡展所長。經過深入分析及

探討，在大多數家長期望本校能提供更多元的升學途徑下，本校將會向教育局申請於2021-2022

學年為中五級學生開辦International Advanced Level（IAL）國際課程，與本地DSE課程並行

，從而讓學生可以因應其能力及興趣選擇合適他們的課程，為將來升學作更好的準備。修讀

IAL課程的學生只需要選修3個學科，令他們可以對有興趣的科目作更深入的學習及鑽研。IAL

課程為國際認可課程，修讀之學生除了可以經非聯招途徑報讀本地大學，更可申請報讀英國、

歐洲、加拿大及澳洲等地的大學。

International Advanced Level 國際課程

擬開辦之IAL課程：

Mathematics

Further Mathematics

Physics

Chemistry

Biology

Accounting

Psychology

*確實開辦科目視乎人數而定



我們相信，適切的聯課活動能有助照顧學生不

同的需要，其功能包括品德和態度的培養、技

能的訓練及創作力的啓發等。通過參與活動，

同學可以學習與人溝通和合作，同時亦可以從

中得到豐富的生活體驗。同學若有機會參與策

劃及組織活動的工作，更能獲得組織及領導能

力的訓練，大大激發其個人潛能。

因此，本校積極推動與學科扣連的活動如中、

英文朗誦比賽、辯論比賽、數學遊踪、奧數培

訓、地理及生物科的實地考察、STEM學會、

機械人編程學會、家政學會等，讓學生能跳出

課堂、活用所學，更能豐富其學習領域、擴闊

眼界，並透過活動追求卓越，增值自己。

踏入21世紀，學習追求互動性，更期望於短時間內達到傳遞、分享、回饋、評估等目標，因此

電子學習應運而生。我校相信電子教學有利在課堂上進行即時的互動教學活動，包括圖片和錄

音分享、投票、即時搶答等等；而在互動教學活動中加入遊戲元素，寓遊戲於學習，更能夠讓

學生投入課堂，引起學習興趣和加強學習氣氛，有助提高學習成效。老師更可於課後透過電子

平台與學生交流、分享，或提供回饋等。

本校亦鼓勵老師善用數據，並按照學生的評估表現作反饋，為能力較佳的學生提供較艱深的學

習內容，為能力稍遜的學生提供輔導性質的學習材料。深信這種既能照顧學習差異，也有拔尖

保底的作用的教學模式，必能提高學與教的效能。

因此，電子學習不但打破了師生溝通只限於課堂的時間限制，還促進了更多學術交流、評鑑回

饋，育成了更豐富的備課或延伸學習。

多元學習經歷

學術活動

電子學習



我們一向著重學生體驗不同的學習經歷

，為了擴闊學生視野，豐富生活經驗，

使獲得的知識更廣闊更充實，在課堂學

習的同時，每年不少學科都會舉辦具科

本特色的境外交流或考察活動。

過去，學校曾為不同級別的學生舉行了

不同的境外交流團，當中有中史及地理

科安排的北京北韓考察團，讓學生體驗

不同文化下的人民生活；也有物理及地

理科合作舉辦的加拿大極光生態遊，亦

有視覺藝術科的台灣文化藝術體驗團、

化學及生物科的墨爾本海洋資源研究體

驗團、英文科的加拿大英語學習團等等

，透過不同的探索活動，深化學科知識

的同時，亦拓闊學生的國際視野，在親

身經歷的學習過程中，培養多元能力，

促進互愛精神。當然，每個遊學團的專

題研習或延伸學習也大大強化了學生於

資料蒐集，報告撰寫及滙報演說的能力

。

學校對資優教育的推動不遺餘力，配合教育局提倡以「三層架構推行模式」照顧

資優生的學習需要，並落實「資優教育普及化」與「普及教育資優化」的願景。

踏入21世紀，學習追求互動性，更期望於短時間內達到傳遞、分享、回饋、評估等目標，因此

電子學習應運而生。我校相信電子教學有利在課堂上進行即時的互動教學活動，包括圖片和錄

音分享、投票、即時搶答等等；而在互動教學活動中加入遊戲元素，寓遊戲於學習，更能夠讓

學生投入課堂，引起學習興趣和加強學習氣氛，有助提高學習成效。老師更可於課後透過電子

平台與學生交流、分享，或提供回饋等。

本校亦鼓勵老師善用數據，並按照學生的評估表現作反饋，為能力較佳的學生提供較艱深的學

習內容，為能力稍遜的學生提供輔導性質的學習材料。深信這種既能照顧學習差異，也有拔尖

保底的作用的教學模式，必能提高學與教的效能。

因此，電子學習不但打破了師生溝通只限於課堂的時間限制，還促進了更多學術交流、評鑑回

饋，育成了更豐富的備課或延伸學習。

境外交流

資優教育

資優教育在基崇

第一層次：
推行模式及內容

在正規課程內加入高層次思維

技巧、創造力和個人及社交能

力等三大資優教育元素。

在正規課堂按學生的特質實施

分組教學、增潤及延伸專門性

學習領域的課程內容。

初中已加入STEM課程，培養

學生解難、協作及創造能力

將推展初中思考方法課程

初中編班機制，以英文及數學

能力分班

讓中四數學能力較強的學生進

入數學特速課程，老師亦可按

學生能力加入高層次思維技巧

訓練及設計班本的測驗。

A B



第二層次：

抽離方式在正規課堂以外進行

一般性增潤課程（例如創造力

訓練、領袖才能訓練等）。

以抽離方式在正規課堂以外進

行專科/特定範疇的延伸課程（

例如數學、美術等）。

領袖培訓計劃

Public Announcer Scheme

領袖早會分享計劃

參與機關王比賽的訓練課程

話劇培訓課程

奧數隊訓練課程

中、英文辯論隊訓練課程

不同的體育、音樂、藝術校隊

訓練

Robotic Team訓練課程

生物科尖子培訓課程

C D

第三層次：

教育局聯同各大專院校的有關人士成立專家小組，發展及推動專為培育特

別資優學生而設的活動。

推薦同學參與不同大專或資優教育學苑的課程

運用多元學習津貼，資助學生參與大專或資優教育學苑的課程

E

據國際學術研究顯示，一個適切的分
班分流政策能有助於肯定學生的學習
能力，擴大學生的學習優勢。基崇在
初中設有普教中班別，亦按英文能力
及數學能力編配班別，一方面幫助具
個別學科能力的學生能充份發揮潛能
，另一方面促進教師因材施教的教學
效能。盼望在降低英文的個別差異的
同時，亦能在這個以英語為學習環境
的社群內達致更佳的教學果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