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黃大仙中學巡禮2021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宗教 基督教

願景 本著基督精神辦學，提供全人教育；以培養
「乃役於人」的社會棟樑。

地點 彩虹邨 ( 港鐵彩虹站C 出口 )



修讀科目 (中一及中二)

考試科目：
中文、英文、數學、綜合科學
綜合人文、中國歷史

非考試科目：
倫理與宗教、視藝、體育、音樂、電腦



修讀科目 (中三)

考試科目：
中文、英文、數學、生物、物理、化學
經濟、地理、中國歷史、基本商業、專題研習

非考試科目：
倫理與宗教、體育、音樂



修讀科目 (中四至中六)

核心科目 中文、英文、數學、公民與社會發展
選修科目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經濟

生物 化學
物理 中國歷史
地理 旅遊與款待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體育(文憑試)

學生可增修：數學延伸單元一 (M 1 )、應用學習課程及其
他語言



學與教特色

小班教學

校本教材

分層工作紙

拔尖保底

基本能力
評估

全方位
學習活動

境外
交流活動

電子學習
(一人一

Chromebook)

初中
課後支援



初中學生的學業支援措施 (課後)

中一家課節：
所有中一學生放學後在班主任或老師督導下做功課或溫習

中一至中三課後進修班：
為中一至中三學生開辦中、英、數課後進修班，以提高學
生的學業表現。



初中學生的學業支援措施 (課後)

基本能力評估：
初中核心科目(中、英、數)定期進行基本能力評估，跟進
未達標的學生，確保學生能達基本水平。



中一至中三課後進修班 (星期六)

中文 英文 數學

中一 36 49 46
中二 36 37 42
中三 20 24 27

2021年10月至11月



電子學習
利用網上學習平台 ( Google Classroom)，進行

 預習
 課後延伸學習

(教學影片、工作紙、筆記、練習、延伸學習……..)

隨時、隨處學習，培養自學精神。



電子學習



電子學習



一人一Chromebook
由2016年開始推行一人一機自携裝置計劃

透過申請優質教育基金資助部份學生

校方也有借用Chromebook計劃

公平、愉快地進行電子學習



Chromebook 加上 STEM
 教授編程(coding)
 設計STEM學習活動



第三屆聖公會中學機械人比賽

亞軍



AI挑戰X斜坡安全
AI應用工作坊及比賽

冠軍



資訊科技教學經驗豐富

舉辦工作坊

全校老師考獲Google
教育家第一級證書

校外分享全港首三間
Google Reference 

School之一



電子學習的願景:

● 自主學習
(Self-directed learning)

● 課堂延伸學習
(Learning beyond classroom)

● 隨時、隨處學習
(Learning anytime, anywhere)



境外考察交流活動 (2018/19)

 北京音樂文化探索之旅
 可持續發展日本考察之旅
 台灣大學考察交流團
 曼谷文化考察體驗團
 中三廣州歷史科技文化探索之旅
 中一肇慶自然地貌及歷史文化學習之旅



境外考察交流活動 (2018/19)

 世界夢號海上教室主題學習之旅
 姊妹學校計劃—北京歷史文化探索之旅
 珠海及澳門之旅
 南韓首爾英文、地理及經濟考察團
 中二韶關自然地貌及歷史文化之旅
 北京、西安航天科技考察團
 走過中原大地之「豫」見千年古都



境外考察交流活動 (2019/ 20)

 日本沖繩歷史文化及自然生態體驗之旅
 中三廣州歷史科技文化探索之旅
 中一潮州歷史文化之旅
 澳門世界文化遺產之旅
 海南省保育、科技及經濟發展探索之旅
 西安歷史文化探索之旅



2019 中學文憑試表現

科目 本校合格率 日校考生合格率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100% 91.4%

經濟 100% 86.7%
物理 100% 90.2%

中國歷史 100% 91.9%
地理 100% 87.6%

旅遊與款待 100% 77.7%



2019中學文憑試表現

科目 本校合格率 日校考生合格率
中國語文 87% 87.3%
數學 77.9% 81.3%

通識教育 96.1% 91.4%
生物 94.7% 90.8%
英文 60.5% 79%



2020 中學文憑試表現

科目 本校合格率 日校考生合格率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95% 91.5%
生物 100% 90.2%
地理 90.9% 88.2%

旅遊與款待 84.6% 77.0%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83.3% 81.6%
數學延伸部分單元一 87.5% 87.2%

體育 66.7% 67.2%



2020 中學文憑試表現

科目 本校合格率 日校考生合格率
中國語文 76.1% 86.7%
數學 80.3% 81.9%
物理 88.9% 90.1%



2021 中學文憑試表現

科目 本校合格率 日校考生合格率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100% 92%

地理 100% 88.6%

旅遊與款待 100% 77.3%

生物 81.3% 90.5%
中國歷史 87.5% 90.6%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70% 79.1%



各年增值表現

核心四科



最佳五科



數學





學生成長

品格教育
01

訓輔活動
02

課外活動
03

服務學習
04

中一新生
05



品格教育

 品公課程

 品公週會

 課室清潔日

 友愛小天使

 好人好事

 模範班別









訓輔活動

初中：成長計劃

高中：領袖訓練



學校校規

手機政策、

出勤、校服儀容



課外活動

課外活動項目＞20

興趣，制服團隊，校隊，服務組織

班際比賽/活動









文章轉錄自2021年10月20日《星島日報》





社區服務/服務學習
全校義工服務時數

＞20 000

女童軍

優秀隊伍

全港隊伍最高服務時數獎



中一新生
中一適應課程

中一生日會

大哥哥大姐姐計劃

樂慶中秋……







2020/2022 自行分配中一學位

自行分配中一學位數目：30

安排所有申請學生面試，

面試日期為2022年3月19日(星期六)。



2020/2022 自行分配中一學位
收生準則

學生面試表現 40%
學生學業成績 30%
學生品格 20%
學生課外活動 10%



2020/2022 自行分配中一學位

派表日期：2021年12月6日至 2022年1月17日

派表時間：上午8時至下午6時 (星期一至日) (門崗)
或

上午8時30分至下午5時 (星期一至五)
上午9時至中午12時 (星期六) (校務處)

或
從學校網頁下載：www.skhsbs.edu.hk

http://www.skhsbs.edu.hk/


2020/2022 自行分配中一學位

交回申請表日期 2022年1月3日 (星期一)至1月17日 (星期一)

交回申請表時間 上午8時30分至下午5時(星期一至五)
上午9時至中午12時(星期六)

交回地點 本校校務處



聯絡方法

 校務處電話：2320 0011  黃家順副校長

 電郵：info@skhsbs.edu.hk

mailto:info@skhsbs.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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