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學

校長的話
  學校增值

本校在2020學校增值（九位數）中取得優異結

果，足見培育同學的相關策略及措施有著顯著的成效，其中英

國語文科的表現更屬全港最佳4%學校的其中之一，實屬難能可

貴！在此衷心感謝各老師的孜孜不倦及各持分者的鼎力支持。

科目 英國語文 數學 通識教育

增值
（九位數）

9
（最高增值）

7
（正增值）

7
（正增值）

  小結

感謝上主過去多年的看顧，引領著全校師生在自主學習和學生

培育的道路上前進，並結出不少美好的成果。盼望全校團隊繼

續保持專業精神、認真求進，孕育新一代的華山人，並為未來

的香港及國家培育優秀的人才。

黃仲良校長  202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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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憑試成績

2019/2020年度第三屆非華語學生參與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取得

令人滿意成績。英國語文科的及格率為100%，接近60%的學生

考獲第4級或以上，成績高於全港水平。同時，有75%學生在通

識教育科考獲2級或以上的成績。

桂訊 2020/2021 

  中一級連續四年擴班

本年度本校的收生情況一如以往，自行分

配學位及統一派位兩個階段都有很滿意的

結果，故此教育局確認本校本年度中一級

繼續擴班。此時此刻，能逆流而上連續四年

擴班，可見家長們對本校辦學理念及學生培育

的認同和肯定。另一方面，近年取錄的學生在各科成績均有所提

升，實屬可喜。本校老師定會齊心協力栽培每一位學生，讓他們

的潛能得以發揮，實踐自己的理想。

  自主學習穩步發展

本校推行的「自主學習」已踏入第五年，有關的架構已經全面建

立。從發展預習開始，進而到課堂的互動及小組合作學習，再推

展至透過課後反思來鞏固學習，最終以評估回饋學習效能。本

年度學校的自主學習發展重點繼續放在提升教師設計「導學案

(Learning Guide)」的知識和技能上。本校已定下導學案的校本發

展階段，初中各科將循序漸進，計劃於五年內把導學案加入至全

部課程中。此外，本校會持續透過校內和校外的交流活動，促進

教師之間在自主學習領域的專業發展。

  BYOD

本校於2016年開始推展電子學習，並購置了少量平板電腦(iPad)

供學生在課堂上借用以進行學習活動，如閱讀電子書、使用應用

程式摘錄筆記、分組討論及匯報等。發展至今，各級學生在課堂

上借用iPad的情況已近飽和。為深化學生電子學習的技能，本校

於本學年推行「一人一機」電子學習計劃，簡稱BYOD計劃。本

校各科教師已陸續將電子學習元素納入其學科課程之內，相信學

生的學習會相得益彰。

  國際校園

過去八年，本校因收錄了不同國籍的學生而逐漸發展成為一所國

際化校園。本年度本校將繼續推行「非華語學生培育計劃」(4Cs 

Development)，致力在中文能力(Chinese Language)、多元潛能

(Competence)、職業路向(Career Path)及公民責任(Citizenship)四

方面培育非華語學生成長，最終讓他們完全融入香港。

  華山人品格

除學術外，本校亦十分注重學生品德。本年度本校將聚焦培育

學生「誠實」的品格。誠實包括對自己和對他人的誠實，一個

誠實的人易贏得他人的信任。有人甚至指出誠實是人內心的指

南針，指引人生方向，是經營美好人生的基本要素。期望本年

度透過學校不同科組的活動，聚焦培育學生的誠實品格。

  多元學生支援

本學年本校成功申請多項計劃以支援學校推展多元化的活動

及培育學生領袖，當中包括優質教育基金計劃「我的行動承

諾—感恩珍惜、積極樂觀」、賽馬會「展析多元」計劃、醫

教社同心協作計劃、青年契約領袖計劃及扶輪青年服務團等。

  教師專業發展

本校致力鼓勵教師發展成為專業學習社群，並透過與大學、教

育局及友校的合作推動校本課程的革新。本年度的合作項目包

括：（1）發展教授非華語學生的中文課程領導及教師專業學

習社群；（2）透過自主學習為策略推動STEM教育；（3）提

升初中學生學習數學興趣和主動性；（4）通識教育科、生活

與社會科英語課堂教學。



本校早年推展電子學習(e-Learning)，並購置平板電腦協助學生學

習，如閱讀電子書、使用應用程式(App)摘錄筆記、分組討論及匯

報等。發展至今，各級學生在課堂上借用平板電腦的情況已近飽

和。適逢「關愛基金」推出援助項目，資助有需要的中小學生購

買流動電腦裝置以實踐電子學習，故本校本年度推行「一人一機

(BYOD,	Bring	Your	Own	Device)」電子學習計劃，按教育局要求的

招標及採購程序，代表家長以低於市價集體採購平板電腦。每名受

惠學生只可接受資助一次及購買平板電腦一部，如學生未有購置平

板電腦，可在課堂借用學校提供的平板電腦參與電子學習活動。

每部平板電腦須安裝管理系統，防止學生安裝非學習用途程式，同

時亦已制訂「使用平板電腦學習協議」，確保學生能善用平板電腦

學習。當學生轉校或畢業時，學校會解除管理系統，裝置將由學生

擁有。

為配合BYOD電子學習計劃的推行，學校早前安排了「在中學運用

流動電腦裝置提升學與教效能」工作坊，邀請了教育局資訊科技教

育卓越中心借調老師簡嘉禧老師分享經驗，向同工展示課堂運用平

板電腦促進學與教效能的技巧，同時亦示範了監察學生平板電腦使

用情況的要訣，在增加課堂參與的同時，亦避免學生開小差，消除

不少同工的疑慮。

總結以往推行電子學習的經驗，於課堂運用「一人一機」的電子學

習模式能更有效提升學生學習效能及資訊科技能力，並有助

培養學生成為自主學習者。

簡嘉禧老師到校分享推行BYOD的經驗。

																					BYOD能提高學生課堂參與。

老師在工作坊親身試用教學平台。

把 課堂 帶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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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English requires years of hard work and perseverance. 
Our English teachers work as a devoted and committed team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English learning experiences 
to strive to deliver a quality education and to develop students’ 
potential to the fullest. 

Striving for Excellence 
With this in mind, we have tried our utmost to keep up with 
current trends and to meet the needs of our students. A number 
of initiatives have been undertaken to ensure that we do just 
that and continue to provide them with excellent opportunities 
to develop their potentials. We firmly believe in developing 
a school based curriculum which caters to our own unique 
group of students. Besides, we insist that writing is a process. 
Therefore, an integral part of our curriculum is process writing 
ensuring that students see writing as a process from the 
brainstorming stage to the feedback sandwich stage and self-
evaluation stage. Moreover, by introducing critical literacy in 
the junior forms, not only do students learn about reading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but also learn to think critically which 
prepares them well for senior secondary.   

Different Experiences 
Fun Learning 
The English Department 
has always realized the 
importance of creating an 
English rich environment 
in the school campus in 
order to help students 
develop an interest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For the past few years, we have endeavored to create such an 
environment through a number of measures. Firstly the English 
Society has held a number of activities involving the whole 
school such as film shows, themed activities and an Open 
Day Fashion Show with English narration and description. 
Secondly, we continue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take part in 
external competitions such as the annual Speech Festival and 
Drama competition organized by the NET section. These 
competitions expose students to the Language Arts which 
further foster their interest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addition, 
two years ago we started a Reading Aloud activity which 
required our Non-Chinese Speaking students to help our local 
students do shared reading, reading aloud and practice oral 
skills during the reading period. This activity not only improved 
their English oral skills but also boosted the confidence of our 
local students.  This year, the English Corner will be made 
available to students during lunch time for self-access learning, 
English Café and English board games.

Blocks Building 
Though the last academic year was full of ups and downs, the 
English Department could still manage to organise a wide 
range of enhancement programmes targeting the diverse needs 
of our students in all year groups with the concerted effort of 
the English teachers.

Some of the enhancement groups 
were run for students who needed 
help consolidating their English 
foundation, especially for those who 
were new to Hong Kong. These 
groups drew on different school-based 
learning packages that students could 
even access online at home. 

We also provided opportunities for 
peer learning support as we paired up 
our English Ambassadors with some S.1 students on a reading 
programme, which made learning a fun thing to do.

Achievements 
Our efforts have not been in vain. The last batch of students 
to take the Hong Kong Diploma of Secondary Education 
performed exceedingly well. For our Non-Chinese Speaking 
students all of them achieved Level 3 or above and 29% of all 
students who attempted the HKDSE achieved Level 4 or 
above. Not only did our NCS students perform well but our 
local students have made a vast improvement in achieving a 

pass in English.   

As we enter into a new academic 
year, initiatives, such as Saturday 
Enhancement Classes, will be 
explored and implemented in 
addition to existing programmes, 
enabling more students to benefit 
from them. We are confident that 
another fruitful year is in store for 
our students.

English Learning at CCC 
Kwei Wah Shan College

																					BYOD能提高學生課堂參與。

A group photo of Wahshanian posing in front of the entrance of 
the Ocean Park for the English multimodal project.

It is always fascinating to 
get exposure from real-

life examples than learning 
theories from textbooks only.

The annual Fashion Show is a 
Wahshanian's tradition to show 

their talent and creativity in terms 
of the props preparation as well as 

excellent performance.

Who are the Bamboo 
Eaters？ Our student 
underwent her mental 

process of discovering the 
geographical knowledge 

about the Bamboo Eater - 
pan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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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通識教育科致力提供機會讓學生成為自主學習者，並為自己的學習負責。

在課程結構方面，本科訂立了科本多維知識結構圖及知識節點，並以此為依

據，構築議題知識及探究能力的科本階段性目標，循序漸進地協助學生克服學

習難點。

在教學法方面，本科的預習旨在協助學生於課堂前建立對社會議題或對學科

概念的初步認識。本科尤其重視課前預習階段學生之間的交流。學生透過網

上電子學習平台上的討論，達致同儕互學，加上老師的回饋，學生能自我檢

視學習需要，訂立學習目標，甚至上課前已經為重要概念作出梳理及澄清。

在課堂教學方面，本科滲透合作學習的理念，透過小組任務、合作寫作、組

別分享及互評等，強調共同學習和互相學習，讓學生建立學習社群。本科課

堂亦善用資訊科技，靈活運用多媒體，以聲、畫、文字配合不同學習模式，

照顧學習差異。在評估方面，學生互評已成為通識教育科的定制，在查考學

習成果的同時，更協助學生掌握評分尺度及考核要求，為應對香港中學文憑

考試作好準備。

校本支援計劃 — 

本校中國語文科參與了優質教育基金主題網絡計劃—學校發展教授非

華語學生的中文課程領導及教師專業發展社群，與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下稱「馬登」）組成網絡學校。

網絡統籌學校馬登為本校最重要的合作伙伴，支援本校發展非華語學生校

本中文課程。透過共同備課，本校設計了能照顧學生多樣性的校本課程，

又發展適切的學與教材料，更有效全面提升非華語學生的中文水平。

本校與馬登建立了專業的學習社群。透過互相觀課及交流，優化了教師教

授非華語學生的教學策略，提升教師教授非華語學生中文的專業能力。此

外，亦交流了非華語學生應考GCSE中文的寶貴經驗，為非華語學生訂定

循序漸進的學習目標，令本校教師更對焦地為學生備試，在公開試中考取

佳績。自2016年起，應考GCSE學生合格率一直維持100%，當中考獲A級

∕Grade8或以上的學生達70%以上。

此外，本校每年皆參與跨校學生學習活動，包括非華語生講故事比賽、昂

坪天壇大佛文化考察、長洲太平清醮體驗、澳門文化之旅、以及由教育局

主辦「文化之旅成果分享會」等，協助非華語學生認識中華文化，以提升

他們學習中文的興趣，並有助同學融入社區，融入香港。

透過小組共學，學生建立學習社群。

圖像輔以文字描寫，
提升非華語生學習中文的

興趣。

學生跳出課堂，前往長洲體驗太平清醮。

非華語學生體驗粵式飲茶文化，大感新鮮。

網上討論平台，把課堂延伸，
學生可隨時參與建構課題內容。

老師網上評分，有利師生一同查考學習成果。

澳門文化之旅，
讓學生眼界大開。

中國語文

因材施教　成就佳績

通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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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度數學科參與了校本支援服

務，目標是提升學生對數學的興

趣及學習數學的主動性。

首先，藉著檢視本校學生學習情

況和學習難點，重新規劃中二級

的校本課程。然後透過課堂研

習，發展以探究為本的教學策

略，以提升學生的數學能力、運

算能力及建構數學概念的能力。

在過往一年，數學科突破傳統的教學模式，構思多次動手操作

活動，令學生更投入課堂，既提高了學生的學習動機及學習效

能，更提升了學生協作、溝通、創造、明辨性思考及自主學習

等能力。

在計劃期間，本科老師參與了非華語學校學習社群，透過同儕

觀課、研討會、工作坊、校外分享會，促進教師的專業交流及

協作文化。即使在疫症停課期間，非華語學校學習社群仍然進

行多次網上會議，互相交流在網課教導學生的心得，同時亦共

享資源，最重要是互相打氣，維持教學士氣。

在疫情影響下，

學生的學習難免

受影響，但校本

支援計劃仍然發

揮其作用，有效

提 升 學 與 教 效

能，照顧學生的

多樣性，使課堂活起來，持續培養學生學習數學的興趣。

Teachers were impressed when working with the NET team 
on a multimodal project about animal rights. Through reading 
tasks and an educational field trip, students subconsciously 
acquired the language and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to justify 
animal ethics while utilizing their reading, listening and 
summarizing skills. When students were asked to provide a 
video using Adobe Spark to present their arguments, they 
practiced writing, reading skills and appli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nowledge in context. To our surprise, all students 
enjoyed making the videos and became more confident in 
using English, and with the help of groupmates, every group 
could present their ideas with sound arguments, interesting 
photos and lively narration. This also developed student’s self-
learning and cooperative learning skills during the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processes. Last year, by incorporating a critical 
literacy element in the project,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were 
able to analyze a text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identify 
the positioning of writers. This helped students to build a solid 
ground for reading texts in the senior curriculum and become 
good writers.

Building a NETwork
Throughout these years, we have been working to refine and 
restructure the school-based English curriculum with school-
based support from the NET Section. We have focused on 
developing students’ reading skills, enhancing their critical 
literacy and providing them with authentic writing experiences. 

English lessons are often labeled as 
dull and monotonous with a number 
of reading, writing and memorizing 
tasks. In the past, students often 
steered clear of any English activities. 
However since collaborating with 
the NET Section, tasks and English 
activities have become chances for 
students to showcase their talents 
and creativity. 

In every project, the NET Section assigns its team members 
to have a kickoff meeting with panel heads and teachers to 
understand our curriculum and jointly set targets for students. 
The NET team members are willing to share their valuable 
experience and resources gained when working with other 
schools and provide teachers with practical advice. They 
participate in the projects actively and always bring innovative 
ideas for teachers to try out. Workshops have been organized 
to provide teachers with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bout selected 
topics and teaching strategies to plan interesting tasks for 
students. The NET Section members have meetings with 
teachers and join our lessons regularly to interact with students 
and provide comments afterwards for further improvement in 
the task design. 

動手操作活動，
令學生更投入課堂。

分組共學，提升學生協作、溝通及自學能力。

With the use of the iPad, 
students present his idea of 
a DSE writing topic in front 

of the whole class.

校本支援計劃 — 數學

英國語文

Serious classroom discussion fosters the discovery journey of the lore 
of English.

校本支援計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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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著重培育學生正面積極的前路觀，透過全校參與模式，為不同年級的學生策劃

適切的生涯規劃活動，讓學生認清自己的性向及才能、理解行業資訊、釐訂不同的

目標，及早為自己的升學或職業規劃作好準備。

本校的校本生涯規劃階梯訂定各年級學生所需要的生涯規劃目標及框架，各科、組

於活動中加入與生涯規劃、領袖訓練及工作有關的元素，當中包括初中自主學習工

作坊、中三級選修科體驗日、中四級生涯規劃初探、中五級認識升學路向及中六級

升學及選科講座等。本校更為學生設立學習歷程檔案，存錄重要學習及成長資料，

作為學生建立前路觀的重要工具，讓學生能對畢業後的出路作出明智抉擇。

另外，所有中六學生皆獲配對一位生命導師，透過定期面見和傾談，提供個人化的

輔導和諮詢，協助學生就個人特質及學習情況訂定學習目標及行動計劃，並定期檢

討和反思，按部就班地邁向生涯目標。本校亦設計了大學學位分數計算器，學生可

輸入預期成績，檢視自己是否達到大學

的收生門檻，從而調整學習計劃或重新

釐訂目標。

本校重視推行體驗式學習，透過與香

港樹仁大學協作，由大學職員到校為

中六級學生進行模擬面試，加深學生

對個人性格特質的掌握。本校亦參與

了「DSE生涯啟動」計劃，學生可與各

行業的人力資源管理負責人對談，並

進行面試實測和即時檢討，從實踐中

學習，積聚經驗。

本校著重為學生發展個人生涯藍圖，讓

不同需要的學生找到不同出口點，並更

有信心及能力規劃未來。

余德淳博士在講座中剖析了保持正向思維的秘訣。

面對逆境，有人選擇挑避，有人積極面對，到底是甚麼驅使我們如此

抉擇？原來原生家庭給我們的不止個人的基礎能力（強弱項）和處事

模式，還有價值觀—價值觀不自覺地成為了規限，管束了我們的

行動和取態。要突破枷鎖，首先是勇氣，包括突破限制的勇氣，有不

認命、不服輸的氣魄。除了勇於去做，更重要的是敢於說不，才能走

自己的路；其次要對世界保有好奇心，增加嘗新的動機，愈怕的事愈要嘗試，重奪自主，克服原生家庭帶來的缺憾；最後的關鍵是

心情，面對壞消息，要懂得消化，轉化成溝通之門，讓別人覺得你樂意繼續溝通，而非一味愁城自困。

掌握了以上三個心法，面對逆境亦能應付裕如。

疫境下的正向思維 ——
余德淳博士講座

十足準備　踏上 大學路

余德淳博士（右2）到校分享正向思維。

生涯規劃工作坊協助學生釐清對前途的想法。

學生到大學體驗不同學系的課堂。

高中學生參觀大學，了解不同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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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今期《華山人》的主角蔡瀅瀅而言，2018年是特別的一

年。那年，她為要找到更合適自己的學習環境，突然決定從內

地來港讀書。

擺脫機械式的生活
投入多元學習
「我原先在福建讀寄宿學

校，一星期五天由早上七

時上課至下午五時，飯後

又 要 上 『 自 習 課 』 至 十

點，真叫我喘不過氣！」

瀅瀅憶述，當時的學習「壓力如山大」，令她失去對學習的

熱誠。

來港後，瀅瀅曾到不同的學校面試，當她初到「桂」境，就被

本校吸引。「從前，我以為中學生活都是機械式的，但來到桂

華山中學，見到色彩繽紛的校舍、多元化的設施、友善的老

師，的確令我的印象大為改觀。」所以，瀅瀅決定落地生根，

成為「華山人」，希望在此重新出發。

衝破障礙 飛得更高更遠
要投入學習，瀅瀅首先需克服語言障礙。「那時我的英文基礎薄

弱，對語法的時態欠缺概念。不過，我的英文老師特意為我安排

補課，教授語法、閱讀及拼音技巧，讓我能跟上進度。」瀅瀅又

指，「學校常教授我們摘錄筆記的技巧，又培養我們課前備課的

習慣，令我的學習變得更自主。」成功需苦幹，瀅瀅的英文成績

因此突飛猛進。中五那年，她更一口氣獲得校內「英國語文優異

獎學金」、「東區學校模範生」及「明日之星—上游獎學金」

三項殊榮。

2019年，瀅瀅參與本校「紐西

蘭英語遊學團」，前往當地中

學交流一週。「除了參與恆常

課堂、認識當地毛利文化外，

我亦有機會以全英語對答，向當地學生介紹中國文化，使我感到

相當鼓舞！」旅程中，瀅瀅最為津津樂道的是隨團到郊外夜觀螢

火蟲。「我從沒想過可踏足紐西蘭，又沒想過可一睹螢火蟲，這

個旅程真是畢生難忘！」

轉眼間，瀅瀅已是中六學生，正密鑼緊鼓預備文憑試。「若不

是來到桂華山，我可能仍是個因受壓力而垂頭喪氣的學生；但

桂華山中學給予我輕鬆、愉快的學習環境，更有不少讓我擴闊

視野的機會，使我變得更積極外向。」一個正確的決定，令瀅

瀅的中學生涯帶來意想不到的改變！

個人檔案
姓  名：蔡瀅瀅

入學年份：2018/2019（中四）

興  趣：閱讀、聽音樂

志  願：成為營養師

目  標：入讀香港科技大學

做對選擇   
換來意想不到的收穫

家長心聲—瀅瀅父母
作為家長，我們的資源有限，實在難為子女提供各式體

驗；但學校卻成為我們的後盾，積極栽培小女的全人發

展：例如帶瀅瀅到紐西蘭交流、為她申領獎學金、更挑

選她擔任社長，使她學習籌辦活動、與社員緊密溝通等技

巧。所以，我們真的很感恩瀅瀅能入讀桂華山中學！

瀅瀅樂於接受挑戰，藉擔任藍社
社長過程，學習如何成為領袖。

當地牧羊人手起刀落的剪羊毛表演，
讓瀅瀅（前排中）大開眼界。

明日之星—上游獎學金 2020 得獎者

東區學校模範生獎 2019/2020 得獎者

2019/2020
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學智育獎學金

學業優異獎

中國語文優異獎

英國語文優異獎

2019/2020
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學德育獎學金

得獎者

2018/2019
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學智育獎學金

學業優異獎

得獎項目

成績及獎項
學業成績：
2018/2019中四級第1名（華語班）

2019/2020中五級第1名（華語班）

參與紐西蘭交流團，是瀅瀅（左二）最難忘的中學生活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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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點 Starting Point
（港鐵 +巴士∕小巴）車程
(MTR+Bus/Minibus)
Commuting Time

車資
Fares

（港鐵 +校車）車程
(MTR+School Bus)
Commuting Time

車資
Fares

東九龍
East Kowloon

油塘站 Yau Tong Station 17 分鐘 minutes

$9.2

15 分鐘 minutes

$6.9

藍田站 Lam Tin Station 20 分鐘 minutes 18 分鐘 minutes

觀塘站 Kwun Tong Station 22 分鐘 minutes 20 分鐘 minutes

牛頭角站
Ngau Tau Kok Station

24 分鐘 minutes 22 分鐘 minutes

安泰邨 On Tai Estate
安達邨 On Tat Estate
寶達邨 Po Tat Estate

27 分鐘 minutes $13.5 25 分鐘 minutes $11.2

西九龍 
West Kowloon

旺角站 Mong Kok Station 29 分鐘 minutes
$10.3

23 分鐘 minutes
$8.0

奧運站 Olympic Station 33 分鐘 minutes 31 分鐘 minutes

九龍
Kowloon

香港島
Hong Kong Island

安泰邨
On Tai Estate

安達邨
On Tat Estate

寶達邨
Po Tat Estate

桂
華
山
中
學

KWSC

213M

25

108

601

校車
School	bus

油塘
Yau	Tong

奧運
Olympic

九龍
Kowloon 柯士甸

Austin

太子
Prince	Edward	

旺角
Mong	Kok

油麻地
Yau	Ma	Tei

佐敦
Jordan

尖沙咀
Tsim	Sha	Tsui

香港
Hong	Kong

金鐘
Admiralty

紅磡
Hung	Hom

尖東
East	Tsim	Sha	Tsui

灣仔
Wan	Chai

銅鑼灣
Causeway	Bay

天后
Tin	Hau

炮台山
Fortress	Hill

北角
North	Point

牛頭角
Ngau	Tau	Kok

觀塘
Kwun	Tong

藍田
Lam	Tin

如何前往桂華山中學
How to come to Kwei Wah Shan College

Address: 62 Cloud View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Tel: 2571 1285 Fax: 2807 0085

Website: www.ccckws.edu.hk Email: mail@ccckws.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