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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課程

修讀科目 中國語文  英國語文  數學  家政  音樂  綜合科學  宗教教育  資訊科技  視覺藝術  
生活與社會  設計與科技  普通話  商業  體育  中國歷史

高中課程

必修科目 中國語文  英國語文  數學  公民與社會發展  宗教及倫理教育  體育  音樂

選修科目 化學  物理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經濟  設計與應用科技  視覺藝術  
資訊及通訊科技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旅遊與款待  應用學習  數學延伸部分

校訓

修身力學 榮神益人
Purify your soul and polish your mind; to help others and to honor Him

感謝主！藉上帝的恩典和保守，在全球疫情的新常態下扶輪中學仍能秉承中華
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的辦學宗旨「透過學校，傳道服務」，為社會培育良好公民，
實踐基督化全人教育。疫情下，學校在面授課與網課間交替中不斷應變。為著
孩子的學習和成長不受更嚴重影響，我們從來沒有停止學與教的「追補課時」
和活動的「替代方案」。小學家長要選擇適合孩子的中學，關心的一定是學校
的教育理念和實踐成效。「修身力學，榮神益人」是本校的校訓，盼望這本小
冊子能幫助家長認識「扶輪人」在校可以獲得的關愛和成長支援。

薛昌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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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背景

本校直屬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為一所基督教
學校，以傳道服務為創校宗旨，校訓為「修身力
學、榮神益人」。創校之初，承蒙九龍西區扶輪
社捐款建校，遂以「扶輪」命名，校徽設計亦以
扶輪社社徽為藍本，藉此紀念。

設施

本校所有教室及特別室均設有先進電腦教學
設施。另外，更備大型繪圖機丶航拍設施、
鐳射雕刻機、專業 3D 打印機丶數碼單鏡反
光攝影機丶數碼攝錄及剪輯系統、LED 舞
台燈光系統。另外，本校設有校園電視台、
扶輪劇院及網路咖啡空間，冀藉視像製作和
表演活動，讓學生在輕鬆的環境學習英語。
學校會為有興趣的同學提供訓練和器材，同
時融入資訊科技的知識，如拍攝、後期製作
等，鼓勵同學全方位發揮潛能，打造學生成
為未來 KOL（Key Opinion Leader）。扶
輪創客坊支援 STEAM 科技實驗及機械人製 Rotary StudioRotary Studio 圖書館圖書館 Café AlphaCafé Alp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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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提升學習成效。學校有三個多媒體教學中
心、會議室、學生活動室及校史室，更設自主學
習中心和全新資源圖書館，為學生提供一個設備
齊全和舒適的自學環境。為營造學習英語語境，
學校設有 Café Alpha，讓學生在輕鬆環境下，
學習英語，亦可讓修讀旅遊與款待科的高中同學
能夠在扶輪餐廳進行實習活動，藉着真實的環境
發展出屬於自己的學習知識。學校在課程中融入
戲劇教學，學生能夠在扶輪劇院裡參與讀者劇場
（Reader's Theater）或英語戲劇活動，以有趣
互動的形式學習英語。學生更可以在化妝間為劇
目挑選服飾、為角色加上具創意的化妝，增加學
習英語的興趣及投入感。



各範疇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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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就

本校同學文武雙全，多才多藝，在老師的悉心栽
培下，同學於不同領域均有卓越表現。體藝方面：
印尼亞運划艇項目奪得銀牌；過去三年學界躲避
盤比賽奪得一冠兩亞佳績；全港學界田徑賽男女
子比賽獲得三甲；香港學校音樂節獲得多個獨唱
大獎。學術方面：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英文朗誦比
賽獲得三甲；國際奧林匹克數學比賽、徵文、微
電影拍攝及攝影比賽中屢獲獎項。科技方面：多
次在香港青少年創新科技大賽奪獎；代表香港參
加多個全國性機器人競賽及 WRO 國際奧林匹克
機械人競賽；於香港多個無人機障礙賽獲得多個
大獎；聯校電子競技大賽勇奪錦標成為學界冠軍。
此外，更有同學成為田徑隊、躲避盤隊、划艇隊、
射箭隊及航拍協會的香港代表，成績彪炳。

家校合作

家長是學校的重要伙伴，本校非常重視與家長的
聯繫和溝通。為與家長建立有效和恆常的溝通渠
道，家長教師會定期舉辦各類活動，如家長茶聚、
家長晚會、家長日、親子旅行、新春團拜、家長
教育講座等，與家長分享及交流意見。此外，為
讓家長更了解本校的發展方向及所推行的政策，
以獲得家長更大支持，本校亦經常邀請家長教師
會成員參與諮詢會、學校活動及社區的義務工作
等，藉以讓家長與學校有更緊密的聯繫，發揮家
校合作精神。

教師專業發展

配合學校的關注事項，適時舉辦不同類型的
教師專業發展活動，致力提升教師的教學效
能，同時建立互相欣賞、支援和融洽的教師
文化。本校亦鼓勵教師積極參與校內外的交
流活動和進修課程，從而提升專業水平，擴
闊視野。

家長教師會幹事合照家長教師會幹事合照

專業交流活動，擴闊視野。專業交流活動，擴闊視野。

老師參加 T. E. T. 教師效能訓練課程老師參加 T. E. T. 教師效能訓練課程

家長於疫情期間參與網上工作坊家長於疫情期間參與網上工作坊

同學在朗誦比賽中同學在朗誦比賽中
獲得佳績，與老師獲得佳績，與老師
分享獲獎喜悅。分享獲獎喜悅。

學 校 鼓 勵學 校 鼓 勵
同 學 參 加同 學 參 加
不 同 比不 同 比
賽， 希 望賽， 希 望
激 發 同 學激 發 同 學
潛能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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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

為了鼓勵同學「多閱讀、增知識」，在校內，每週設有全校
共同跨課程閱讀課；除圖書課外，亦增設了「流動閱讀車」
巡迴班房及校園每個角落，讓同學隨時隨地享受閱讀的樂趣；
在校外，則鼓勵同學參與校外閱讀活動，讓同學獲得更多的
閱讀經驗。

電子學習

老師在課堂上運用協作學習策略，使用不同的電子學習軟件
及平台，增加同學的課堂參與，培養同學自主學習的態度。
在課堂上，老師積極引導同學思考、分析、討論及總結，令
同學掌握學習重點。近年，本校集中推行電子網上學習平台
以配合學校推行自主學習政策；本校亦積極爭取校外資源，
從而提升校園的電子學習氛圍，如本校成功申請「關愛基金
援助項目 - 資助同學購買平板電腦及產品配備」，協助同學
購買平板電腦，配合推行 BYOD 政策。本校正向優質教育基
金申請撥款改善課室設備，使同學在平日課堂有更多電子學
習的應用機會。

STEAM 教育

本校提倡 STEAM 的概念，在 STEM( 即科學、科技、工程及
數學 ) 之上，加入藝術 (Arts) 的元素。鼓勵同學將不同的學習
範疇和知識融會貫通，透過協作學習，發揮個人的創意潛能。

訓育

本校校風純樸，十分重視同學的品格培育，著
重教育同學嚴守紀律的重要性，建立正確的價
值觀，自主自律。同學在成長階段難免會遇上
困難和疑惑，本校教導同學多反思、多自省，
養成自我檢討和自我完善的美德，將來成為一
個敬師愛友、奉公守法、具責任心、富社會使
命感而懂得獨立思考的好公民。

學生活動

本校創造多元智能 (multi-intelligences) 的學習環境，積極鼓勵同學參與校內校外的活動及比賽，啟發
同學潛能及創意。透過不同的活動體驗，加強同學自信心，提升同學成就感，讓同學循序漸進建立目
標，規劃人生。本校特別設立多元學習節，除中英數拔尖及補底班外，同學可自由選擇心儀的興趣班，
藉此發展同學多元才能並加以培訓。

為了實踐全人教育，發掘學生潛能，除正規課程外，本校安排超過 50 多個不同的課外活動供學生參加。
體育方面，有球類訓練、搖搖班等；文藝方面，有朗誦、現代舞、樂器、手工藝班等；科學方面，有航拍、
機器人製作等；領袖訓練方面，有扶輪少年服務團、領袖生、校園電視台、童軍、圖書館領袖生等，
發掘學生潛能，培養多元智能。

扶輪少年服務團在疫情期間舉辦製作搓手液活動。扶輪少年服務團在疫情期間舉辦製作搓手液活動。

同學在漂書活動中搜尋合適自己的圖書同學在漂書活動中搜尋合適自己的圖書

舉辦 STEAM 創新大賽，促進 STEAM 教育舉辦 STEAM 創新大賽，促進 STEAM 教育
發展。發展。

安排同學參加領袖訓練營，大大提安排同學參加領袖訓練營，大大提
升他們的團隊合作及堅毅精神。升他們的團隊合作及堅毅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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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劃

本校幫助同學了解個人興趣、能力、需
要和志向，掌握不同升學及就業的資
訊，為同學提供個人或小組輔導，從而
為自己的前途作出負責任的決定。同
時，本校會促進同學掌握及提升工作和
生活技能，盡早向同學灌輸正確的工作
概念。本校每年均安排「學生成長教育 
周」，透過舉辦一連串的活動，例如境
外交流團、工商機構參觀、工作體驗、
領袖才能訓練等，讓同學多了解自己的
興趣及能力，為未來升讀大學及就業選
擇正確的方向。

新來港學童支援計劃

本校透過「新來港學童支援計劃 – 卓越計劃」向新來港學生提供以下支援服務：

1.	 學術支援
讓新來港學生參加英文補習班及粵語班，並
向新來港學生贈送英文圖書及中、英、數練
習，令學生更快適應課程。

2.	關顧支援
為學生舉辦節日聚會、認識社區及參觀等活
動。

3.	經濟支援
協助有經濟困難的新來港學生申請各類資
助，並設立獎學金表揚品學兼優的學生。

4.	升學
協助學生升讀香港、內地及海外大學的課
程，並透過升學講座介紹銜接內地升學的方
法。

5.	比賽或活動
透過不同的比賽或服務機會讓學生建立自
信、發揮所長。

為新來港同學舉辦聖誕聯誼活動，讓他們為新來港同學舉辦聖誕聯誼活動，讓他們能能更投入校園更投入校園
生活。生活。

卓越小組舉辦慶中秋活動，和新來港學生製作燈籠，向新卓越小組舉辦慶中秋活動，和新來港學生製作燈籠，向新
來港學生派發月餅和迎新禮物。來港學生派發月餅和迎新禮物。

工作體驗能讓同學盡早適應未來職場工作體驗能讓同學盡早適應未來職場

同學學習花球設計同學學習花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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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教育

建立基督教教育環境，培養同學對信仰持開放、
尊重的態度，引導同學認識聖經真理、信靠基督、
實踐信仰，建立與上帝、他人、自己及環境的和
諧關係。培養同學建立正確的價值觀，熱愛生命，
建立關愛校園，繼而令師生更能彼此關懷、信任
及分享。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

培育同學十種首要的價值觀及態度，學習「堅毅」、「尊重
他人」、「責任感」、「國民身份認同」、「承擔精神」、
「誠信」、「關愛」、「守法」、「同理心」和「勤勞」。
加強同學對國民身份的認同，幫助同學認識國家歷史文化及
發展、增進同學對國家的了解及歸屬感，培養同學關心及服
務國家的精神，令其明白守護國家安全和法治的重要性，讓
同學成為守法的良好公民，同時擴闊同學的國際視野，推動
學生關心世界，讓他們能回饋社會，服務他人。

校長和宣教師到課室為同學禱告。校長和宣教師到課室為同學禱告。

透過國粹表演幫助同學認識中國文化透過國粹表演幫助同學認識中國文化

多元學習節

音樂類

•	非洲鼓班
•	結他興趣班
•	古箏興趣班
•	歌詠班

生活技能

•	日本語初階班
•	餐桌禮儀及小
食製作班
•	攝影初階班
•	急救初階班

小食製作班小食製作班

步操管樂團步操管樂團

手鐘隊手鐘隊

•	步操管樂團
•	手鐘隊
•	琵琶班
•	流行 K 歌班

結他興趣班結他興趣班

透過升旗禮強化同透過升旗禮強化同
學學對國民身份的認對國民身份的認
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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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創意活動

•	魔力橋興趣班
•	桌上遊戲初階班
•	棋藝初階班
•	無人機興趣班
•	西洋書法班
•	砌機初階班
•	英語話劇
•	電腦繪圖班
•	日本動漫觀賞

桌上遊戲初階班桌上遊戲初階班

歌詠班歌詠班

體育活動

•	桌球興趣班
•	健體班
•	乒乓球興趣班

躲避盤興趣班躲避盤興趣班

健體班健體班

乒乓球興趣班乒乓球興趣班 電子飛鏢班電子飛鏢班

•	羽毛球興趣班
•	躲避盤興趣班
•	速疊杯班

西洋書法班西洋書法班

學術類

•		ENGLISH	
DRAMA
•	READING	FOR	
FUN
•	思方學及倫理學
初階
•	數學 24 點
•		簡易電腦遊戲製
作班
•		英文電影導賞班

服務類及其他

•	信仰探索小組
•	義工服務組
•	圖書館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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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期望每個同學都能夠發我們期望每個同學都能夠發
光發熱，但部份同學較內向，光發熱，但部份同學較內向，
錯失表現自己的機會。因此，錯失表現自己的機會。因此，
我們決定建立我們決定建立「「人才庫人才庫」」，，
供老師了解每個同學的強弱，供老師了解每個同學的強弱，
以幫助同學揚長補短，學校以幫助同學揚長補短，學校
資源亦可以更好地分配。資源亦可以更好地分配。

扶輪雅座

我們活化學校大門至禮堂入口的一段通道，命名
為「扶輪雅座」，在那裡添置了太陽傘及戶外桌
椅，供老師和同學隨意閒談、休息，令同學剛踏
進學校大門便感受到有家的感覺，是他們熱愛逗
留、學習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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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資料庫

透過分析同學的多元智能數據，找出特定群組學生的需要，從而推薦他們參加合適的課程、活動或參
加校外比賽等。學校期望按照啟發多元智能三層架構，包括普及、精英及專業，通過校内普及層面，
即第十節多元學習節，讓同學初探活動，津助他們參加活動，繼而從中挑選有潛能的同學，悉心栽培
他們，讓他們加入校隊，成為精英。表現優異的同學，學校會推薦他們加入地區代表，成為專業層。
學校期望透過校内普及、加強培訓及校外支援全面而完整地發展同學的多元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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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熱點

為了提高同學的自學興趣，學校已於校園內不同地點設置了多個「智能熱點」。同學能夠以電子設
備掃描「智能熱點」上的二維碼，進入頁面瀏覽最新最相關的資訊，自主決定建構知識的速度和深
度，全面實踐自主學習的精神。

宗教氛圍

本校是一所基督教學校，宗教氣氛濃厚。學校操場有
一幅漂亮的壁畫，壁畫畫上了聖經故事；學校入口通
道亦有一幅畫上「GOD IS LOVE」的壁畫；禮堂內
安裝了經文展示板，板上載有主題式經文，同學亦可
以掃瞄二維碼閱讀經文或聆聽經文錄音。學校極力營
造愛與和諧的宗教氛圍，以宣揚基督精神。

宗教資源中心宗教資源中心

在禮堂柱位展示 主題式經文在禮堂柱位展示 主題式經文

壁畫由學生設計，老師、學生及壁畫由學生設計，老師、學生及
家長合力繪畫。家長合力繪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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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校外活動成就

蕭陽星同學 ( 左 6)蕭陽星同學 ( 左 6)

參加「元朗區青年節競參加「元朗區青年節競
技疊杯錦標賽 2022」技疊杯錦標賽 2022」
取得「3-6-3 團體接力取得「3-6-3 團體接力
賽一等獎」賽一等獎」

林炳泰 香港田徑少年代表隊

張肇鏘 香港躲避盤代表隊

桑梓豪 香港青少年射箭代表隊

蕭陽星 香港閃避球代表隊

錢繼軒
林德進
賴寶康

香港躲避盤 U18 代表隊

殷寶傑 香港躲避盤 U15 代表隊

胡晉榮 香港躲避盤公開組代表隊 王雪妮同學參加「慶祝香港回歸 25 周王雪妮同學參加「慶祝香港回歸 25 周
年全港十八區舞蹈錦標賽」個人榮獲倫年全港十八區舞蹈錦標賽」個人榮獲倫
巴 (Rumba) 、 恰 恰 (Cha Cha)、 捷 舞巴 (Rumba) 、 恰 恰 (Cha Cha)、 捷 舞
(jive)、森巴 (samba) 、鬥牛 (paso) 五(jive)、森巴 (samba) 、鬥牛 (paso) 五
個單項冠軍。個單項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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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新興運動 情境教學

學校在體育發展上一直早着先機，自 2019 年便以全校
參與模式把多元學習節引進時間表，同學能夠從五十多
項活動中挑選有興趣的活動參與。另外，學校亦設立
「三層架構推行模式」，先着重全校性參與，再由負責
教練邀請有能力的同學參與學習班，進一步接受更高
階的技術訓練。當同學在不同的活動及比賽中嶄露頭角
時，學校更會資助他們參與區隊，助他們步向專業，邁
向更廣闊的舞台。學校多年來均培養了不同領域的精英
運動員，包括閃避球、躲避盤、射箭、長跑等，代表香
港參與各式各樣的國際性比賽，表現備受讚賞。

同時，學校亦致力發展新興運動，如早年適逢香港躲避盤
總會到校宣傳時，學校便邀請同學組成校隊，在首三屆中
學組的「全港躲避盤錦標賽」中均獲得兩亞軍及一冠軍，
更獲邀參與「第一屆亞洲躲避盤邀請賽」，與不同國家及
地區的代表隊同場競賽，拓闊同學的見識。學校更是全港
唯一一所設有標準躲避盤場地的學校，香港躲避盤總會派
駐校隊教練，讓同學能夠接受更專業的訓練。學校亦引入
地壺球、飛鏢、彈網、電子閃避球 AR 及競技疊杯等新興
運動項目，讓同學有更多的機會展現自我。

扶輪劇院
學校在課程中融入戲劇教學，同學能夠在扶輪劇院裡
參與讀者劇場（Reader's Theatre）或英語戲劇活動，
以有趣互動的形式學習英語，同學更可以為劇目挑選
服飾、為角色加上具創意的化妝，增加學習英語的興
趣及投入感，從而提升英語水平。

培養同學成為 KOL
現今的青少年大多喜歡瀏覽不同網上社交平台
上的短片，學校決定升級校園電視台，加購設
備，為有興趣的同學提供訓練和器材，同時融
入資訊科技的知識，如拍攝、後期製作等，鼓
勵同學全方位發揮潛能，培養同學成為未來
KOL（Key Opinion Leader）。

扶輪餐廳
學校設有實習餐廳，給修讀旅遊與款待科的高中同
學能夠在餐廳進行實習活動，藉着真實的環境發展
出屬於自己的學習知識。

競技疊杯競技疊杯

電子閃避球 AR電子閃避球 AR

彈網彈網

桑梓豪同學贏得多項桑梓豪同學贏得多項
個人榮譽，包括香港個人榮譽，包括香港
青少年室內射箭淘汰青少年室內射箭淘汰
賽（排位賽）男子反賽（排位賽）男子反
曲弓組第五名、亞洲曲弓組第五名、亞洲
青年室內射箭公開賽青年室內射箭公開賽
男子初級組淘汰賽冠男子初級組淘汰賽冠
軍等。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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