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籃球專輯

繼精英賽以外，另一全港性學界大規模賽

事。全港學校不論成績均可報名參加，每年都吸

近250間學校參賽。由於參賽隊伍數量繁多，賽
期連續多天，對球員的體能及教練編配球員作

息的要求相當高。本校亦曾在是項賽事奪標，

2018/2019年度本校榮獲男子組季軍。

全港學界籃球馬拉松

主辦機構每年均會根據全港各區學界賽事成

績，邀請12間實力頂尖的學校角逐是項賽事。本
校由2009/2010年度開始被邀請參賽，男子隊及
女子隊更在當中連續4年被邀請一同出賽。

Panasonic 學界籃球邀請賽

所有港島區參賽學校分為三個組別作賽。第

一組別為實力最強的12間中學，其次為第二組別
的12間中學，最後為其餘約30間中學。本校由
2008/2009年度至2016/2017年度期間，連續9年
取得第一組別男子甲組冠軍殊榮。2017/2018年度
本校乃港島區第一組別男子團體總冠軍。

學界籃球錦標賽（港島區）

由來自全港各區，甲乙丙各組別的得獎隊伍

角逐，各參賽學校可不論球員級別，派出最精銳

的12位球員參賽，屬學界最高榮譽賽事。本校連
續多年參與此項賽事。

全港學界精英籃球賽

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學

自 2015年開始，本校籃球隊獲得香港Nike公司全面贊助比賽裝備及用品。



星級教練專訪 – 翁金驊
翁金驊教練簡介：

2009年 東亞運動會火炬手

2008年 全港二十最佳運動員

2005年 超級工商盃最有價值球員

1997年 亞洲冠軍球會盃冠軍

1996-1998年 亞洲明星隊隊員

1995年 亞洲男子籃球錦標賽三分王

1993年 世界大學生運動會最有價值球員

1990-2006年 香港男子籃球代表隊隊員

校友助教專訪 – 黃梓豐 （安保漢友後衛）

  2012年於本校畢業的黃梓豐，成為首批打入本地甲一籃球聯賽的華山人。梓豐自小
就熱愛籃球，小學時更贏得學界最有價值球員殊榮，故入讀本校後，他第一時間加入了籃

球隊。

成功需苦幹，要球技更上一層樓，就要付出更多的汗水。那時，梓豐每天午膳都會練

習，放學經常加操。雖然是辛勞，但結果在他加入籃球校隊的第三年，本校囊括甲組及乙

組的港島學界籃球錦標賽冠軍，一切皆值得。

  經翁Sir鼓勵下，梓豐積極為其職涯部署。畢業於大學運動及康樂管理學系的他，一
方面加入安保漢友成為全職籃球員，另一方面擔任本校籃球助教，一步一步向自己的夢想

進發。梓豐愛與小孩相處，又享受將球隊由零建立的過程，所以他已定好目標，立志要成

為專業的小學籃球教練，希望能繼續培育新秀，回饋母校的培育。

本校籃球隊在學界表現卓越，隊中不少成員更已晉身成為公開賽球隊的主力成員，教練翁金驊可謂居功至偉。他表

示，學生在籃球隊學到的不只是球技，還有紀律與服從，以及正確的人生態度。

　　現今家長大多關注子女的學業成績，未必容許子女花太多時間練習籃球，但翁教練認為加入籃球隊的意義遠遠不止於

鍛鍊體魄及爭取獎項，還可以建立良好的價值觀。「我對球員有嚴格的紀律及服從要求，雖然未必所有隊員也有機會成為

職業球員，但他們日後從事其他類型的工作，諸如公務員或紀律部隊等，都需要有高度的紀律及服從性。我希望每個球員

在成長後，都可在社會立足，成為努力工作、自給自足的人。」

本校不少原本成績平平的學生，加入籃球隊後，找回信心及人生目標，積極提升自己的學業成績。

黃梓豐

職業：甲一籃球員

效力球會：安保漢友

司職：控球後衛

目標：成為專業小學籃球教練



學界籃球大滿貫
  每年學界賽事共有4項重要錦標，包括：學界籃球錦標賽（港島區）、全港學界精英籃球賽、Panasonic 學界籃球邀請
賽及全港學界籃球馬拉松。如能囊括此四大錦標者，即為「大滿貫」。本校女子籃球隊於2011/2012年度，曾奪「大滿貫」
佳績，登上學界籃壇之顛。

學界籃球錦標賽 – 團體成績（港島區）

2008/2009 第一組別 男子團體  總冠軍

2009/2010
第一組別 男子團體  總冠軍

第二組別 女子團體  總冠軍

2010/2011 第一組別 男子團體  總冠軍

2011/2012 第一組別 男子團體  總冠軍

2012/2013 第一組別 男子團體  總冠軍

2013/2014 第一組別 男子團體  總冠軍

2014/2015 第一組別 男子團體  總亞軍

2015/2016 第一組別 男子團體  總冠軍

2017/2018 第一組別 男子團體  總冠軍

2018/2019 第一組別 男子團體  總亞軍

學界籃球錦標賽 – 組別成績（港島區）

2006/2007 第三組別
男子甲組  冠軍

男子丙組  冠軍

2007/2008 第二組別 男子甲組  冠軍

2008/2009 第一組別
男子甲組  冠軍

男子乙組  冠軍

2009/2010
第一組別

男子甲組  冠軍

男子乙組  冠軍

男子丙組  亞軍

第二組別
女子甲組  冠軍

女子乙組  冠軍

2010/2011 第一組別

男子甲組  冠軍

男子丙組  亞軍

女子甲組  冠軍

2011/2012 第一組別

男子甲組  冠軍

男子乙組  季軍

男子丙組  季軍

女子甲組  冠軍

2012/2013 第一組別

男子甲組  冠軍

男子乙組  冠軍

男子丙組  季軍

女子甲組  冠軍

2013/2014 第一組別
男子甲組  冠軍

男子乙組  冠軍

2014/2015 第一組別
男子甲組  冠軍

男子乙組  冠軍

2015/2016 第一組別
男子甲組  冠軍

男子乙組  亞軍

2016/2017 第一組別 男子甲組  冠軍

2017/2018 第一組別
男子甲組  季軍

男子丙組  冠軍

2018/2019 第一組別

男子甲組  季軍

男子乙組  亞軍

男子丙組  季軍

2019/2020 第一組別 男子甲組  殿軍

全港學界籃球馬拉松（個人獎項）

2009/2010
男子組

最佳小前鋒 馬家維

最佳大前鋒 楊文剛

女子組 最佳得分後衛 黃嘉汶

2011/2012 女子組

最有價值球員 何冠欣

最佳運動員獎

何冠欣

王家怡

黃嘉汶

2012/2013
男子組 最佳運動員獎

鄭堯徽

何家榮

女子組 最佳運動員獎 王家怡

2013/2014 男子組 最佳運動員獎 朱浩雯

2014/2015 男子組 最佳運動員獎
顏鴻琳

朱浩雯

2015/2016 男子組 三分神射手獎 朱浩雯

2018/2019 男子組 最佳籃球員 鍾樹平

全港學界籃球馬拉松 ( 團體獎項 )

2009/2010
男子組  亞軍

最支持學校大獎

2011/2012 女子組  冠軍

2012/2013

男子組  亞軍

女子組  亞軍

最支持學校大獎

2013/2014 男子組  亞軍

2014/2015 男子組  亞軍 

2018/2019 男子組  季軍

全港學界精英籃球賽

2008/2009 男子組  季軍

2009/2010
男子組  殿軍

女子組  亞軍

2010/2011
男子組  季軍

女子組  亞軍

2011/2012
   男子組  第五名

女子組  冠軍

2012/2013
男子組  亞軍

女子組  亞軍

2013/2014 男子組  亞軍

2014/2015 男子組  亞軍

2015/2016 男子組  季軍

Panasonic 學界籃球邀請賽

2009/2010
男子組  季軍

女子組  亞軍

2010/2011
男子組  季軍

女子組  冠軍

2011/2012
   男子組  第五名

女子組  冠軍

2012/2013
男子組  季軍

女子組  亞軍

2013/2014 男子組  季軍

2014/2015 男子組  季軍

* 因疫情關係，2019/2020 及 2020/2021 大部分學

界籃球比賽被迫取消。

蘇黎世保險香港學界 3X3 籃球挑戰賽

2020/2021 男子組 全場總亞軍

最新
消息



發掘精英球員  承傳籃球發展
「華山盃」小學三人籃球邀請賽

籃球種子計劃
為了讓同學能接受專業及有系統的

訓練，本校特意派出曾任香港籃球代表隊

成員的體育老師，義務到小學擔任籃球

教練，讓更多同學能及早發揮打籃球的天

份，為籃球界培育更多優秀運動員。

是項訓練計劃共包括八課（見右

表），除訓練學生基本籃球技術及知識

外，亦希望同學於領袖才能、團隊精神、

遵守紀律等各方面可有所提昇。

如對是項計劃感興趣，

歡迎致電 2571-1285 
與課外活動主任

林蕊老師聯絡。歡迎加入成為我們籃球隊的一份子
地址：香港北角雲景道62號  電話：2571-1285

傳真：2807-0085  電郵：mail@ccckws.edu.hk  網址：www.ccckws.edu.hk  

課堂訓練技術重點

1. 傳球及運球 5. 快攻及小組進攻

2. 走籃 6. 小組防守

3. 投籃 7. 三人籃球比賽

4. 籃板球及基本防守 8. 三人籃球比賽

  本校為推廣籃球運動，自2008/2009年
度起一直主辦「華山盃」小學三人籃球邀請

賽。是項比賽廣邀港九新界小學到本校聚首

一堂，切蹉球技，並為香港籃球界發掘新一

代明日之星。

歷年鼎力支持參與賽事的學校羅列如下：

參與計劃的學校包括：

每年小學精英球員在桂華山的球場上一決高下，戰況精彩激烈。

香港仔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佛教中華康山學校
佛教黃焯菴小學
香港嘉諾撒學校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
啟基學校（港島）
北角循道學校

香港潮商學校
漢華中學（小學部）
香島道官立小學
救恩學校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李陞大坑學校
角官立小學
北角衛理小學

寶覺小學
培僑小學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聖公會置富始南小學
聖公會基恩小學
聖公會聖米迦勒小學
嘉諾撒聖心學校
慈幼學校

筲箕灣崇真學校
聖馬可小學
聖士提反書院附屬小學
太古小學
勵志會梁李秀娛紀念小學
東華三院鶴山學校
東華三院李賜豪小學

港島區

九龍及新界區
九龍塘宣道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油塘）
東莞工商總會張煌偉小學

葛量洪校友會黃埔學校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喇沙小學 
世界龍岡黃耀南小學

樂善堂楊仲明學校
閩僑小學
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
保良局錦泰小學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聖博德學校

聖若瑟英文小學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東華三院羅裕積學校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九龍及新界區

2017/2018
勵志會梁李秀娛紀念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

新會商會學校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

2018/2019
勵志會梁李秀娛紀念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

保良局金銀貿易場張凝文學校

聖公會基恩小學

閩僑小學

2019/2020
閩僑小學

（因疫情關係部分學校之

籃球種子計劃被迫取消）

2020/2021
（因疫情關係未有舉辦

籃球種子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