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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使命

願景：並肩培育豐盛生命，
              攜手見證基督大愛。
  本校秉承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以「透過學校，傳道服務」的辦學宗旨，為學生
提供全面優質教育服務，肯定教育的真正意義在人的造就，「人格」的建立，更期望

青少年持有健康的人生態度，正確的價值觀及強烈的社會意識。

使命：愛人如己
  本校相信每個同學都是「可教」的，每個同學都有不同的潛能與價值。透過愛與
關懷，本校可以啟發他們的多元智能與潛質，讓他們從被愛而至主動去愛，發揮校訓

「愛人如己」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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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 ‧ 承擔
  本校的師資優良，全體教師均畢業於香港及海外著名大學及教育學院，100%
教師獲大學學士學位，當中39%教師獲碩士學位，而所有教師均已接受專業的教師
訓練，教學經驗相當豐富。

  此外，全校老師與時並進，不斷自我增值外，對教學也充滿熱誠，悉心培育學
生的健全人格，重視「德、智、體、群、美、靈」六育的均衡發展。

黃仲良校長

教職員合照

教師學歷
學士100% 碩士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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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成立了優化學與教委員會，透
過自主學習工作坊，培育學生掌握合作

學習常規，又鼓勵同學依據筆記六階整

理所學，逐步建立學生自主學習的能

力。2018年度教育局「重點視學報告」
對本校學生自主學習表現，有十分高的

評價和肯定。

  近年，本校推行自主學習的首要重
點為「評估促進學習」，利用「以評

導學」貫穿整個學習過程，學生可以

在課前、課堂中及課後，透過回饋來促

進學習。此外，本校積極精心設計各科

的導學案，期望學生學習得更有效及更

自主。再者，本校亦透過訂定「個人優

化學習方案」，鼓勵同學主動地監察個

人的進度、調節學習策略和重設學習目

標，最終成為學習的主人！

掌握學習技巧 
孕育主動學習者

中一級學生投入參與自主學習工作坊

學生積極參與課堂的分組討論

自主 學習：

老師樂意解答學生的問題

轉化式筆記

修整式筆記

自製式筆記

加註式筆記

螢光色筆記

填充式筆記

課堂上主動發問

筆記六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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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已發展成為一所電子校園。老師和學生都常以平板電腦教學或學習。學生不僅
在學校學習，更經常透過網絡，在家中與老師互動，使學習無處不在。即使要推行網

課，學生也可做到停課不停學。

  過往數年，教師在電子學習的培訓上日有增益，大部分教師已能靈活運用教學應用
程式及分組合作學習技巧，讓課堂變得更互動和更有效能，有助學生投入學習。本校本

學年更推行「一人一機」（BYOD）電子學習計劃，相信更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讓學生學得更好，從而幫助學生成為自主學習者。

學習不再受時間與地點束縛
電子化校園

學生共建知識

學生分享網上研習所得

樂於分享

全方位學習日：提升學習興趣

STEM學習活動：激發創意

 自主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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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chool  puts  an emphasis  on 
students’ English proficiency, and is therefore 
committed to providing a wide range of  
language activities, so as to increase students' 
opportunities to learn and use English and 
improve their ‘reading, writing, listening and 
speaking’ abilities.

  The English Language Department 
organizes different types of  English activities 
on campus every week, including debate 
training, film appreciation, drama training, 
English Café, board games, etc., to motivate 
students to learn English. In addition, the 
school adds drama elements into the junior 
high school curriculum, thereby increasing 
the interest of  students in learning English. 
At the same time,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participate in external English drama 

competitions. In the past few years, our 
students have won the Team Prize and the 
Individual Prize in the ‘Speak Out – Act Up! 
Improvised Drama Competition’.

  Moreover, the school appoints students 
to serve as English Ambassadors and they will 
communicate with other students in English 
on campus. The English Ambassadors will 
also design English language game booths 
and organize a fashion show on Open Day. 
Through planning and participating in all 
these activities, students’ English proficiency 
is then greatly enhanced.

  The school endeavours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read more English books. 
Therefore, there are two reading sessions 
per cycle set aside for this. Moreover, the 
NET teacher will read short stories through 
the school’s central broadcasting system 
to create an English reading atmosphere in 
school. Moreover, our library has purchased 
a number of  electronic English books, allowing 
students to use electronic 
devices to read and learn 
English anytime and 
anywhere.

English ambassadors 
leading students to play 
games

Students learning English diligently

Teachers sharing their experiences in 
learning English with students

Well-designed English Week Game Booth

School’s Commitment 
to English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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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 非凡

  本校為鼓勵同學發揮不同的潛能，特設立多個不同
範疇的獎學金，藉以表揚同學在各方面的傑出表現。

  汪彼得牧師獎學金、家教會獎學金和校友會獎學金
鼓勵在學科上及品德操行上有優異表現的同學。桂華山

先生六育獎學金獎勵在「德、智、體、羣、美及靈」六

育方面有出色表現的同學。傑出運動員獎學金頒給以運

動員資格被本港大學或大專院校取錄的同學。此等獎學

金皆為勉勵同學以成為文武兼備的華山人為目標。

戴淑君同學中學文憑考試考
得佳績，獲香港公開大學取
錄，並獲頒發桂華山先生智
育獎學金，以示鼓勵。

陳瀟同學中學文憑考試考得佳績，獲香港大學
文學院取錄，並獲頒發桂華山先生智育獎學
金，以示鼓勵。

向中六優異生頒發獎學金。 6



  本校制定六年一貫的「華山人品格培育
計劃」，透過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每年重

點培養學生一項特質，期望學生最終能擁有

「尊重、盡責、關愛、誠實、感恩、堅毅」

的華山人品格。

  「華山人品格培育計劃」是讓學生先由自己
做起，透過一系列的活動，如：立志定標攀石

日、領袖訓練營、中一及中四級學校生活營、中

二級東區積極人生計劃、中五級歷奇訓練、新興

運動體驗周會、乘風航、基督少年軍、公益少年

團、山藝遠足等，來提升學生盡責、誠實、堅毅

的素質。

盡責、誠實、堅毅

中五級歷奇訓練活動：鍛鍊堅毅品質

新體驗：中一級學生參與KINBALL活動

中一級新生營：師生們建
立真摯的情誼

好心情活動：推動共融文化 攀石日：立志定標

華山人 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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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宗教委員會策劃及統籌不同的宗
教活動，以基督大愛的精神培育學生，建

立關愛和包容等正面價值觀，再引導學生認識、了解及實踐基督的真理。多年來福音

種子在本校不斷地往下紮根，並結出了豐盛的果子。

  本校提供多元化機會，安排不同的服務崗位，如綠化大使、清潔大使、愛心學生
大使等，以發揮學生關愛及服務他人的精神。本校又舉辦了敬師周會、畢業班感恩周

會、撰寫母親節卡、秘密天使、班級經營、感恩節慶祝會、義工服務、公益金愛心服

飾日、捐血日、早會「好人好事分享」等活動，培養學生尊重、關愛及感恩的價值

觀，營造欣賞和鼓勵的校園文化。

禮貌周頒獎：彬彬有禮

秘密天使計劃：溫暖身邊每一位同學

班級經營：同人協力

連續十四年獲頒關愛校園獎

參觀立法會：提升公民意識

華山人 特質：

尊重、關愛、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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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長就職典禮

學生會內閣選舉：一人一票

學生會候選內閣：闡述理念、肩負使命

陸運會：突破極限

領袖訓練：團隊協作

華山人 特質：

  本校為學生營造機會，提拔有素質的學生
擔當學長，協助教師維持學校秩序，又提名有

潛能的學生出任學生會及社幹事，讓他們組織

及帶領學生參與活動，這樣既能有效地培養學

生的領導才能，又能使他們邁向卓越。

追求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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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致力培養學生
愛己、愛家人之餘，進

而愛他人、愛社會、愛

國家和愛世界。本校塑

造關愛校園的環境，以

「愛」影響生命，期望

學生既能感受關愛，也

能把愛心推己及人，以

體現校訓「愛人如己」

的精神。

觀看升旗禮：培養愛國心

愛人 如己

華山人 特質：

教育主日：同頌主恩

賣旗籌款：回饋社群

關懷社區：送上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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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已為同學訂立明確的生涯教育藍圖。

  本校全方位協助學生進行生涯規劃，在不
同的成長階段，安排豐富的生涯規劃活動，如

中三選科巡禮、校友職場分享、明愛「多元文

化夢飛翔」計劃、「教育及職業博覽」、「電

子及辦公室機械維修」及「咖啡室餐飲製作」

職業體驗等，讓學生拓闊視野，認識不同出

路，為自己的升學或職業規劃作好準備。

讓生命發亮 

中三級選科資訊日：揀選自己心儀科目

多元智能 IVE體驗課：
思考未來學習方向

生涯規劃工作坊：
認清人生路向

訂立目標‧適時反思

生涯 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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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為每一位學生設立學習歷程
檔案，並有系統地整理學生的學習資

料，以引領學生作出篩選及反思，從

而因應自己的特性及才能，釐訂不同

的學習目標，使學生逐步邁向更豐

盛的未來。另外，本校特為高中學生

設立「生命導師計劃」，由校內老師

擔任導師，以自身經驗，提供貼身意

見，輔導學生訂立目標、反思及策劃

未來路向，走向自己夢想的人生路。

讓夢想啟航

學生參觀各大專院校：認識不同學系課程

生命導師：分享經驗

Never Give Up營：同行鼓勵

生涯 規劃：

中六級校友職場分享：為未來做足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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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籃球隊表現出眾，自2015年開始獲得NIKE全面資助比賽裝備及用品。

多元才能盡顯現

  本校為培育同學多元的潛能，特
推出體藝發展計劃。

  首先，本校設有31個課外活動小
組，當中包括學術、體育、宗教、紀

律及服務、興趣、學生中央組織，並

新增香港航空青年團及福音國術等，

以助學生發展不同的才能。本校逢星期一為課

外活動日，學生按自己的興趣參與各種課外活

動，讓他們的身心得到均衡發展。

  另外，本校設有「運動科學室」，學生可善
用室內健身器械進行體適能課，並記錄運動數

據，以改善體能，進而突破極限。此外，本校籃

球隊連續九年奪得學界籃球錦標賽港島區第一組

別男子甲組冠軍，更在多項的重要賽事，例如全

港學界精英籃球賽、Panasonic學界籃球邀請賽
及全港學界馬拉松，獲取斐然成績。

籃球隊屢獲學界籃球總冠軍

運動科學室：運動訓練數據化

體育老師為同學制定訓練計劃

體藝 發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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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潛能盡發揮
  本校在藝術範疇上亦不斷開
創機會，讓學生的潛能得以發

揮。本校每年均會籌劃周年音樂

劇，以展現學生多才多藝的特

質。本校近年更增設「華山舞

台」，讓學生有更多機會作各類

型才藝演出，如演奏樂器、唱

歌、跳舞及朗誦等，從而提升學

生的自信和成就感。本校利用此

等平台，進一步激活學生在藝術

方面的才能，讓每一個學生都能

夠發光發亮。

體藝發展 計劃：
周年音樂劇載歌載舞

學生舞技精湛

華山舞台讓學生盡展才華

學生在開放日手繪攤位發揮藝術天分

14



CCC Kwei Wah Shan College
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學
Address 地址：62 Cloud View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香港北角雲景道62號
Tel 電話  ：2571 1285   
Fax 傳真  ：2807 0085   
Website 網址 ：www.ccckws.edu.hk
E-mail 電郵  ：mail@ccckws.edu.hk
202011 學校網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