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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不但是知識的傳承，更重

要是給予機會，而機會往往是留

給有準備及願意接受轉變的人。

學校積極以關愛、欣賞、接納和優良紀律，為學生營造一個多元的學習環境及平台，幫助學生充份發揮

潛能，亦讓同學在成長中獲得經歷：學習的經歷、失敗的磨練、進步的體驗；透過學生親身參與，作出

不同嘗試，從學習的過程和成果中獲得樂趣、滿足感。即使偶有失敗，也能了解自己的限制，調整後重

新出發，鬥志變得頑強，便能突破自我。不論學業成績，還是品格培育，我們透過「正向教育」，發展

學生個人品格的強項及建立正面情緒，培育他們正確的價值觀，如：良善、真摯、忠孝、仁義、誠信和

友愛等，正如校訓中所說「崇德」並且「尚藝」。

因著時代轉變，學校需要不斷求進、不斷創新、不斷突破。本校教師把握機會突破固有思想，以科技融

入教學，擴闊學習空間，提升學習的趣味，令學與教效能煥然一新。我們的學習不限於書本上，更與生

活結合，通過解決生活中的問題，將知識融會貫通，悉心栽培同學成為新一代的年青人，為日後投身社

會作準備，從容面對未來人生路上的大小挑戰。

最後，學校憑著耶穌基督寬宏大愛，手執燈台，並要把燈台提高一點，以照亮更多孩子，引領他們的前

路，正如主耶穌在教導門徒時所作的榜樣一樣。我們深信憑著學校專業團隊的群策群力、堅定的信念及

外間資源協助，定能讓學生的才華及潛能得以充分發揮，開拓豐盛人生。

校長
的  話

金偉明校長



暑期適應
每年暑假，我們舉辦為期近兩週的「夏日新一 teen 新

生適應課程」。透過集體遊戲、歷奇訓練等活動，新

同學愉快地融入了學校的生活。

多元照顧
我們透過班級經營活動、大哥哥大姐姐計劃、家課輔

導班、制服團隊等活動，全方位協助同學在個人成長

和學業成績方面進步。

留校午膳
為確保同學有均衡的飲食，本校中一至中五級學生均

留校午膳。午膳時由老師或風紀當值，教導學生用膳

禮儀，也加強老師與同學、學長與學弟妹之間的感情。

團隊訓練
我們鼓勵中一同學參加制服團隊，希望透過步操、集

會、宿營等訓練，培養同學的自信心及自律精神。

關顧
全  面

我們推行全方位的關顧工作，

學校就是同學們的家！



面對挑戰  堅持不懈
我校於 2016 年已開始推行「正向旅程培育計劃」，

計劃由利希慎基金資助，夥拍聖雅各福群會推行正向

課程，讓每級中四學生進行高難度的外展訓練和挑

戰。在汗水與堅持中發掘自己的優點和缺點，從而建

立自信及取得成功感。

發揮創意  實踐價值
我們校本設計的中一級創意價值教育課程：「玩·創·隨意門

（Innopower），課程設計突破以往的框框，以著名心理學家

Dr. Martin Seligman 的正向心理學為基礎，配合 Feel-Touch-Think 

-Act 的模式，讓學生透過不同面向的實踐和反思，了解自己，

並培養同理心、感恩、堅毅等正面價值觀。

正向
心  靈

我們學校豐富多彩的成長活動，

讓學生重新發現自己、發揮自

己、肯定自己，並建立其正向的

性格強項。



舞台表演
我們為同學提供各類表演機會，讓同學在舞台上發熱發亮！

日本機械人挑戰賽

《Imago 是袮》音樂劇既能讓同學們初
踏台板，也能以自己的故事感動觀眾

境外學習

我們為學生爭取更多豐盛的學習

機會，讓同學的潛能盡情發揮！豐盛
經  歷

英語音樂劇《Olivia》的公演獲得來賓一致讚賞

韓國科技及文化之旅

英國創科之旅

同學有機會到世界各地參加不同交流活動，擴闊視野，增廣見聞。

澳洲正向心靈之旅



我們積極推動創新科技學習，

裝備學生應對社會的轉變和挑戰。創意
科  技

我們是教育局委
任的資訊科技卓越教
育中心及優質教育基金
主題網絡 (QTN) 領袖學
校，在學界推廣創意
科技教育。

 本校透過不
同「STEAM」 跨 學
科學習計劃，鼓勵學
生在科學、科技、工
程、藝術及數學領
域探索。

我校是「中
大賽馬會智為未
來計劃」人工智能
(AI) 課程六所先
導學校之一

Micro:bit 教育基金會行
政總裁蒞臨本校與教師
分享編程教育的發展

每年，我們均
舉 辦 聯 校 STEAM 
DAY，讓同學們發
揮其無窮創意。



中華文化館

英語支援
外籍導師和我校英文

科團隊共同設計學習

情境，利用我們的校

園咖啡室 (L Café)，與

同學進行英語會話及

閱讀，提升同學的英

語水平。

自主學習
我們運用「翻轉課室」的理念，

設計「導學案」，讓同學們課

前備課、課上討論及匯報、課

後深度學習，培養自主學習的

習慣和技巧。

設備優良
我們學校有各類特別室及先進學習設備，為同學提供一個優良的學

習環境。設施包括：運動科學研習室、正向教室、中華文化館、校

園電視台、影視學習室、校園咖啡室、人工智能 (AI) 實驗室、Future 

Arena、English Corner、ROV Blast Studio 等等。

在教學設計、硬件配置等方面，

我們均力求完美，務求提升同學

的學習效能。

高效
學  習

影視學習室

電子學習
同學每人配備一台平板電

腦，在課內及課外透過各

類電子平台及應用程式

(Apps) 進行自主學習。

English Corner

校園電視台



學校資料
地    址：九龍秀茂坪曉光街 82號

學校類別：資助

宗    教：基督教

學生性別：男女

電    話：2347 9224

傳    真：2348 8639

網    址： www.bhss.edu.hk

Facebook YouTube

請透過上面的QR code 觀看本校資訊

我們的學生多才多藝，

在不同領域都獲得卓越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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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篇幅所限，僅列出近年部分獎項 )

成就
豐  碩

學術：
  Microsoft 及香港教育城合辦「Master Code 編程大賽 2019：AI 未來校園」：高中組冠軍 

	 2019 香港數學遊戲公開賽：金獎、銀獎

	 2019 第三屆創客馬拉松：一等獎、二等獎、三等獎、最佳人氣獎、最佳科技獎

	「大灣區知識爭霸戰」中學賽：最具人氣學校亞軍、大灣區知識MVP

	 HK ROV Challenge MATE Scout 水底機械人比賽：季軍

	 RoboSTEAM Hong Kong Open 2019 香港區公開賽：初級組冠軍及最佳團體合作獎

	 HK ROV CHALLENGE 2018：Adventure：冠軍

	歷史人物猜一番    中史影片猜答比賽：最受歡迎影片大獎、最佳影片獎亞軍

	奧海盃 數學競賽 ( 決賽 )：金獎、銀獎、銅獎、團體獎銀獎

	 2020 大灣區 STEM卓越獎：香港區十佳學校

環保：
  香港電燈主辦「2019 最傑出綠得開心學校（中學組）」：冠軍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主辦「環保基金    減廢在校園：全期減廢大獎」：銀獎

  大中華名牌企業聯會主辦「大中華百分百香港名牌大獎」：CSR 香港卓越綠色學校大獎 2018

  環境運動委員會主辦「香港綠色學校獎」：金獎

體育：
  學界體育協會 - 香港及九龍分區九龍第三組別 ( 九龍二 )

  男子乙組 50 米自由泳：冠軍

  男子乙組 50 米蝶泳：冠軍

  中學校際手球比賽：團體總冠軍、乙組冠軍及丙組冠軍

  禁毒基金支持計劃校際手球邀請賽「禁毒盃」：乙組冠軍及丙組冠軍

  學界第三組田徑錦標賽：甲組團體冠軍、乙組團體殿軍、丙組團體殿軍：男子團體總亞軍

其他：
  賽馬會浩觀青少年創業培訓計劃 2019：最受歡迎意念大獎 冠軍、季軍

  勞工及福利局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社會資本動力獎」嘉許計劃：「社會資本動力標誌獎 2018」

  觀塘區優秀學生獎勵計劃 2017、2018、2019：優秀學生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第一屆微電影創作大賽：中國傳統節日 2018 學生組：冠軍

  香港教育城「e悅讀學校計劃獎勵計劃 2017/2018」：

  傑出表現學生獎 - 亞軍 

  傑出表現學生獎 - 季軍

  觀塘區健康和諧關愛校園獎勵計劃 2019：關愛團隊、關愛教師、關愛家長

  國際傑出電子教學獎 19/20：中國語文教育優異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