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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秉承校訓「誠信好學」的精神，
以致力為學生提供德、智、體、群、
美、靈均衡的教育為辦學宗旨。傳授
學生不同學科的知識；陶冶其個人素
質、品德和基督教價值觀；教導同學
們與人相處之道；培養其藝術修為和
體育精神。鼓勵學生發揮潛能、建立
自信，並以愛心服務社會，造福人群。

辦學宗旨

樂道中學創辦於一九六二年，為
基督教樂道會主辦的一所優質基
督教中學。在一九八二年轉為

全資助中學。一九八九年九
月，由何文田遷至沙田現

時校址。

校史
   簡介



推崇基督教信仰，透過多
元化的活動培養學生正面
態度和價值觀，學懂珍惜
生命，尊重他人。 

以基督精神導以基督精神導引引
     正向人生     正向人生

完善宗教課程完善宗教課程
課程涵蓋所有級別，
當中增添趣味元素，
強調基督教的生命價
值及意義。

社區關懷行動：老人院義工服務

福音營

分組祈禱



學好「兩文三語」學好「兩文三語」
     連繫世界     連繫世界

於初中開設科技教育科，增強學習的趣味性，
誘發探索求知欲；並啟動校本 STREAM 課

程，以趣味盎然的機械人課程及相關活
動，引領同學走進科技新世界。

強化科技教育 連繫明日世界強化科技教育 連繫明日世界

The Ants and the Crickets

分組祈禱
製作水底機械人

製作機械人

• 初中設有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提
升讀寫質素；初中科學科及數學科設
有「英語延展教學活動」，以知識滋
潤語文。

• 設立英語活動室「English Activity 
Room」，以不同類型的活動營造良好
的英語學習環境，鼓勵同學多聽多講。

• 鼓勵同學積極參與不同的比賽，通過
不同的平台高度展示同學的學習成果。



資訊科技  連繫未來資訊科技  連繫未來
為配合學校 STREAM 發展方向，本校利用優
質教育基金撥款近二百萬港元改建了三個新
的科技學習室，分別是創意科技室、食品科
技室及電子科技室。



修身立德  連繫社區修身立德  連繫社區
本校鼓勵同學關心社會、服務社群。學校安排同學參與不同的
社會服務，讓同學認識社區中的不同群體，學習關懷弱勢社群。
本校更積極推行國安法教育及基本法教育，讓學生成為一位具
責任感、奉公守法的良好公民。

應用學習 連繫職場應用學習 連繫職場
學校安排部分中四、中五及中六同學修讀「應

用學習」課程，讓同學能發掘興趣，學
習不同的生活技能以適應社會的發展。

學有所成 學有所成 
        連繫社會        連繫社會

本 校 每 年 均 有
畢業生升讀本地、內

地及台灣的大學，與多
間大學建立良好的夥伴關
係，希望藉此讓同學發揮
所長，努力學習，增強

他 們 的 自 信 心 及 上
進心。

早會升旗禮

基本法問答比賽



學有所成  屢獲殊榮學有所成  屢獲殊榮

1. 第 24 屆「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STEM 學校優異獎

2. 第 24 屆「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STEM 教師優異獎

3. 2022 年大灣區 STEM 卓越獎 ( 香港
區 ) 教師組優異獎

4. AiTLE x CSTCB : 「新思維，智網未
來」網絡安全創意提案競賽 2022
5A 梁盧欣、黃晞雯  獲得金獎
4A 伍綽謙、黃智榆  獲得銀獎

5. STEM x 海洋航行器設計及建造比
賽水下海洋航行器速度大奬亞軍

6. 全港青少年技能競賽初中組亞軍
( 時裝科技 )

7. 全港青少年技能競賽高中組亞軍
( 流動應用程式開發 )

1. 保障私隱學生大使學校夥伴嘉許計劃
2021：金章

2. 線上健康學生戲劇大賽 2021

2A 張睿欣、方真、劉曉媛、林楚懿
獲得季軍
2A 劉曉媛　獲得優秀演員獎

3. 《香港中學 IT 知識網上問答挑戰賽》
銅獎

2022 大灣區 STEM 卓越

獎 ( 香港區 ) 十佳教師優

異獎—郭嘉莉老師

「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
大賽」STEM 教師優異
獎—郭嘉莉老師

「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STEM 學校優異獎

全港青少年技能競賽大賽 
亞軍 ( 流動應用程式開
發 )—5A 班 伍綽謙

國際奧林匹克機械人大賽



律己立仁  健康校園律己立仁  健康校園
                      與學生同行                      與學生同行

活動引導  潛移默化

學校因應同學不同特質，
為同學設計豐富多彩的活
動。

本校設立學生成長委員會統籌學生品德教育的工作，透過
舉辦不同活動，幫助同學建立正確的人生觀，身心得到健
康的發展，成為一個具品德的「樂道人」。

小組關顧  無微不至

為提供更關懷的照顧，
學校在中一級開展「伴
我同行」計劃，老師能
近距離觀察、輔導學
生，加強師生溝通，建
立深厚的師生情誼。

相互合作  師生同樂

初中及高中均舉辦
「樂道是吾家」師
生活動，透過班際
比賽、互動遊戲、
才藝表演、聚餐等
活動，讓師生有一
個既輕鬆又歡樂的
聚會。

伴我同行計劃



本 校 家 長 教 師 會 成 立 於
一九九六年，用以促進學校與家長

之間的聯繫，共同營造理想的教學環
境。家長教師會定期舉辦不同類型的
工作坊及活動。學校更與家長教師會
合力推廣關愛文化，屢獲「關愛
校園奬」，透過緊密的家校合
作，讓同學在關愛和諧的氛
圍下茁壯成長。

家校合作  關愛校園家校合作  關愛校園
                        與家長同行                        與家長同行

家教會興趣班—潤膚霜製作

舉辦家長教育講座

家長教師會執委會



   課程一覽表
學習領域 初中課程 高中課程

中國語文教育 中國語文科、普通話科 中國語文科

英國語文教育 英國語文科 英國語文科

數學教育 數學科 數學科、
數學科 ( 延伸單元一 )

科學教育 科學科 化學科、生物科、
物理科

科技教育 科技教育科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

個人、社會及
人文教育

生活與社會科、
宗教敎育科 ( 基督教 )、

中國歷史科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 中四至中五 )、

通識教育科 ( 中六 ) 、
宗教教育科 ( 基督教 )、

經濟科、地理科、
旅遊與款待科

藝術教育 視覺藝術科、音樂科 視覺藝術科

體育教育 體育科 體育科

• 高中課程可選擇以英語授課科目：化學科、生物科、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和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

• 高中課程另設：應用學習課程、未來技能培訓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