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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人基督教学校(CCS)隶属

于湾区华人圣经教会，创校于

1979年。该校以基督教为哲学

思想、以中国文化为背景拥有

完整的幼儿园至12年级以及大

学预备班的教育体系。高水准

的学术教育、满怀爱心的教师

以及注重灵性与品格培养的教

育方针，使得CCS远近闻名。

 我们的使命是通过认

识耶稣基督，以及藉着

以圣经为本、基督为

中心的教导，让学生

的生命得着改变，装

备完全地去成就神在他们人生

中的计划。因此，CCS的校训

为“改变生命，使神得荣耀"。

我们的办学宗旨是“道德育

人，使命人生”！

 CCS的学

生在这个温暖

的大家庭里生

命焕然一新，

装备好自己成

为明日的世界

领袖。

“改变生命，使神得荣耀”

     学生成绩在全国范围内总

是名列前茅。正因如此,CCS

于2003年荣获美国教育部颁发

的蓝丝带优秀学校荣誉奖；并

分别在2002年、2003年、2006

年和2007年被ACSI（国际基督

教学校协会）授予模范学校称

号。CCS是世界上唯一一所被

ACSI四次授此殊荣的学校。

学校所在的圣利安祖市政府亦

学校荣誉

info@ccs-rams.org
www.ccs-rams.org

学校特色

 

创校伊始，所有CCS高中毕业生均顺利
升读大学。自2005年以来，CCS高中毕
业生被各大学院校直接录取的百分比
分析如下：

加州大学  - 50%
 伯克莱大学、戴维斯大学、欧文大
    学、洛杉矶大学、默塞德大学、河
    边大学、圣塔芭芭拉大学、圣克鲁
    斯大学、圣地亚哥大学

加州州立大学  - 24%
 东湾海沃大学、波莫纳大学、圣地亚哥大学、旧金山大学、圣荷西大学、圣路易
    斯奥比斯波大学

四年制私立大学  - 13%
    阿祖萨太平洋大学、拜欧拉大学、杨百翰大学、波士顿大学、加州烹饪学院、卡
    耐基梅隆大学、康奈尔大学、多尼米加大学、乔治福克斯大学、乔治敦大学、哈
    给马德大学、约翰斯霍普斯金大学、利伯缇大学、密尔斯女子大学、太平洋大
    学、基督教彭萨科拉大学 、圣克拉拉大学、西南大学、斯坦福大学、多伦多大
    学、关岛大学、新墨西哥州大学、旧金山大学、华盛顿大学、美国边防学院、美
    国西点军校、维拉米特大学

社区大学/技校  - 13%
   夏博学院、圣马刁学院、孔特卡斯达社区大学、迪萨学院、戴尔伯乐谷学院、富
特
   学院、拉斯博斯塔学院、圣安提那学院、奥龙学院

 历史
 世界历史
 AP欧洲史
 简易版美国史/美国史
 AP美国史
 美国政府学
 AP美国政府政治学
 经济学/AP经济学
英语
 AP英语为二外班
 英语I/英语荣誉课程I
 世界文学/英语荣誉课程II
 AP英语语言学
 美国文学
 英国文学
 AP写作和文学
 AP英国文学
数学
 代数I, II/代数II荣誉课程   
 几何
 准微积分/准微积分荣誉课程
 统计学
 AP微积分AB, BC
实验科学
 九年级科学
 生物/AP生物
 化学/化学荣誉课程
 大学AP化学
 物理/AP物理B/AP物理C
 生理解剖学
外国语  
 中文 I, II, III, IV
 中文荣誉课程 I, II, III/AP中文
 西班牙语 I, II, III 
视觉和行为艺术
 艺术 I, II, III /AP修室内艺术
 音乐 I, II 
 戏剧 I
选修科目 
 心理学/AP心理学
 计算机程序
 C++ 科目

近年CCS高中毕业生被录取的大学院校Graduates

大学备考总课程表
  (AP课程为大学预修课程)

 95 84 78 79 84 77 79 83 82 82 82.3

 --- 86 84 83 89 82 82 90 87 84 85.2

 78 86 89 86 90 88 87 94 93 93 88.4

 87 82 81 82 85 82 82 88 87 85 84.1

阅读总成绩

语文总成绩

数学总成绩

综合总成绩

年 级

2010年春季Stanford-10统考成绩一览表
(全国范围百分比参考)

K   1st    2nd     3rd    4th    5th    6th    7th    8th     9th
各科成绩
百分比

学校
平均分

平均百分比显示在同级考试里学生的合格参考率。换句话说，我校平
均分若为80分，意味着同样程度的考试，CCS的学生成绩高于全国
范围内同年级百分之八十的学生。 

CCS毕业生 SAT-I考试的平均成绩
      毕业        参加考试       总平均分        语文成绩       数学成绩      写作成绩
      班级        学生人数                    平均分          平均分         平均分

    2006          47           1690          541           607          542   

    2007          45           1761          574           621          566

    2008          41           1827          588           656          583

    2009          43           1790          582           637          571

    2010          56           1743          563           622          558

配套服务和项目

校车接送服务
食堂服务

校后辅导活动
家长教师联谊会
课后作业辅导

暑期学校
留学生服务中心

妈妈祈祷会
学生实习机会

短期宣教

加州大学

加州州立大学

四年制私立大学

社区大学/技校



为学生提供帮助。他们协同家

长一道辅导学生，在信仰上、

学业上、操行上或者个人问题

上为他们排忧解难。他们亦激

励学生们在信仰上扎根，建立

坚不可摧的道德观念。

课外活动

    学校开展分门别类的课外

活动，努力培养全面发展型人

才。每年CCS的学生参加30多

种不同类型的比赛或竞赛，例

如拼字比赛、数学联盟赛、奥

数、科学展、科学知识竞赛、

历史展、中文演讲比赛、狮子

 学校为学生提供全方位的服

务设施，力求在学业上、情感

上、生理上以及在精神

层面上给予他们

更好的支持。

医疗：学校配

备全职的校医

和护士助理，

随时关注学生的健

康状况，及时处

理在校期间学生

生病或意外事

学生服务

两次为CCS颁发荣誉奖，嘉奖

CCS良好的校风校貌以及服务

和回馈社区的热忱。2009年，

该校被KRON电视台的“湾区

之最”节目评选为“阿拉米达

郡明星学校”；随后，东湾商

业时报的调查显示，华人基督

教学校在东湾最具规模的私立

学校中排名第六。

    当学生置身于一个被寄予厚

望并且受到高度重视和关注

的学习环境，他们就能够将自

己的潜能发挥得淋漓尽致。这

正是华人基督教学校真实的写

照。CCS的教程编排紧凑且

循序渐进；课程极具挑战

性，让学生养成了勤于思

考、不耻下问以及精益求

精的学习习惯。自幼儿

园开始，我们就培养学

生独立学习的能力。

与此同时，我们也会

确 保 学 生 在 通 往 成 功

的路上得到足够的充实和预

备。CCS的教育机制相辅相

成，无论是从课程的选修还是

到校车接送服务，每一个环节

紧密相扣，为要帮助学生将自

己的天赋潜能发挥至极。

学校环境 大学辅导：从上初中开

始，大学辅导员就会

与每一位学生约谈，

帮助学生制定一个有

利于将来申请大学的

学习计划，并辅助他

们选修适合他们程度

的课程。Naviance

是一款教学管理软件，

它可以帮助学生和家长规划、

设定、实施和达成他们的大学

计划。

教牧人员：CCS的校牧和湾区

华人圣经教会的教牧人员随时

学术课程

    华人基督教学校在各个年级

和每门学科上狠抓教学质量。

我们的教程编排严谨、覆盖面

广，学科包括：英语（写作、

语法、文学及词汇）、数学、

历史、中文(普通话)、圣经及

自然科学。每一年级都相应编

排诸如音乐、美术、电脑、体

育、军乐操队等副科。

  华人基督教学校在录取上既

不排外，也不采用非优等生不

收之政策。身为一个教育机

构，CCS旨在帮

助所有的学

生 从 我 们

的 教 育 中

获益，并致

力于将上帝

入学条件

所赐予每一个学生的潜能天赋

充分地发挥出来。学生的录取

不分种族、不分肤色、不分国

籍、不分族裔。

            在任何时候，你都可以从校

务处获取和递交入学申请表。

可提前两年申请预留学位。在

校学生的兄弟姐妹、CCS校

友的子女以及华人圣经教会会

友的子女将优先录取。学位有

限，敬请提早申请。 

会演讲比赛、阿拉米达郡艺术

展、学生领袖风采大赛等。

      其他校园活动还有校乐队、

管弦乐队、话剧组、民族音

乐乐团、机器人协会、军乐

操队、合唱团、视听传媒及

制作年鉴等。

       此外，学生也可以报名参

加业余兴趣班，诸如日本空

手道、奇趣科学、美术班、

烹饪班；游学营以及一些社

会实践活动也让学生开阔视

野、陶冶情操。学生社团活

动精彩纷呈，涵盖面广，极

富特色的社团譬如利奥关怀社会

志愿者协会和辩论协会等都在

CCS开办得如火如荼。

    我校日臻完善的体育队是加

州校际联盟湾郡划分的第五段的

一个分队。学生主要参加的校

际运动赛事有男女子排球、篮

球、足球、网球、越野长跑和田

径。CCS校队在过去的五年里

四次被授予体育精神风貌奖。

故，并且建立学生

体检与疫苗纪

录的档案。

图书与多媒

体中心：全

职图书管理员

和一些网络工

程志愿者负责

管理和维护学校的

图书和计算机数据库，包括

多媒体教学资源和教师参考书

等。图书馆和各课室均能接驳

互联网。

PowerSchool （网

上学业查询

系 统 ） ：

学生和家

长可以通

过网上浏

览 学 校

宣 传 栏

上的内容、学生考勤、学习进

度、课后作业和考试成绩以及

膳食卡余款等等。家长亦可即

时查看到老师在学业查询系统

上更新的任何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