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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校基石經文︰「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箴言 9:10

副主席
的話
在 2019 年新春，我先祝願大家新年進步，身體健康！
近日社交網站流行一項名為「十年挑戰」的活動。回想起來，桂華山中
學在這十年間有著令人興奮的轉變：就讀學生從本地化到國際化、校園設備
越來越完善、課外活動的種類日益多元化、校友會規模越來越大、與師弟妹
的交流也越來越多。
自己有幸於十年前加入母校校友會委員會，從中獲益良多。見證著“華
山校園”在十年人事之中，幾度翻新，越來越好、越來越精彩。
在 2018~2019 年度，學校於 2018 年 12 月舉行了開放日，當中有不同
的攤位、展覽及學生表演，展現了“桂記”學生多才多藝，令人讚嘆。
另外，每年一度的行山活動都是校友和老師重聚的好時光。大家在校園附近的金督馳
馬徑行山，享受大自然，談笑風生，懷緬昔日趣事。校友會正籌備今年 2019 年年底的行
山活動，嘗試於其他地點一起享受郊遊樂趣。
最後，要提醒大家 2019 年 3 月 2 日是每年一度的校友會聚餐。今年校友會及各位老
師花盡心思，設計了「懷舊之夜」，希望藉著主題聚餐，懷緬校園點滴；從構思、籌備到
推行，都有不同年代的校友，盼望凝聚歷代桂華山同學齊心歡聚。

校友會副主席：任之美（2002）

新校友老師分享
大家好！我是歐凱儀老師，重新加入桂華山這個大家庭，讓我既興奮又緊張。
遙想當年的我，還是一名學生。如今，我又踏進桂華山的大門，學校依然給我溫馨
淳樸的感覺，校園的風景依舊，同學們生氣勃勃，老師們和藹可親，但是我的身份
卻截然不同
成為了一名老師，任教中國語文和中國歷史，身負重任。
俗話說：「飲水思源。」昔日，我在這裡受到學校的恩惠與照顧，今日，我
將回饋這所學校，教育莘莘學子。我主要教授非華語學生中文，擔任中一級非華
語班的班主任，故此，我經常有機會接觸他們，我期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及與家長
們的合作，提升同學們的中文能力，提升他們的自信心，幫助他們融入香港的
生活，讓同學們學會關懷身邊的人，亦懂得存感恩的心去多謝不斷為他們付出
的人，學懂回饋社會，成為一名出色的「華山人」。
在未來的日子裏，儘管面對各式各樣的困難，我都會不忘初心，投入對
教育的熱誠，刻苦耐勞，與同事間的互助互勉。故此，我必竭盡所能，嚴而
有愛，為學生的全面發展而奮鬥，讓學生明白學習的樂趣與意義。最後，我
期望能通過我與各位老師的共同努力，讓桂華山中學「桃李滿天下」！

校友老師：歐凱儀（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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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8 年 12 月 18 日的校友會週會中，兩位傑
出校友楊宇霆及陳嘉健重回母校與眾師弟師妹細訴在
校求學的點滴，並分享他的發奮經歷及職場上的成功
竅門。當日同學反應熱烈，深切體會到師兄們在成功
背後所付出的努力，亦從他的分享中得到勉勵，明白
求學處事積極認真的重要性，上了寶貴的一課。

簡介

左起：郭宏偉校友、楊宇霆校友、鄭禮林校長、陳嘉健校友

楊宇霆於 1986 年在桂華山中學畢業，之後更獲加拿大皇后
大學（Queen's University）經濟學博士學位。現在是澳新銀行
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及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
陳嘉健（Tommy）於 1995 年在桂華山中學畢業，其後於
美國著名音樂學院 Musical Institute 進修音樂。現在是著名職業
吉他手，在內地曾參與《中國好聲音》、《我是歌手》、《蒙
面歌王》、《我想和你唱》等多個熱門音樂類綜藝節目。

校友職場專訪
1.師兄們中學讀書成績如何？有沒有擔心自己的前途？
楊：我中學原本是讀科學，成績一般。升上中六後我就
改為讀商業、經濟及會計，然後發現自己讀這三科
比科學好，所以繼續向這方向發展。
我覺得人生不需要太多計劃，因為人生有很多可變
因素，很多時候計劃前後的結果不一，所以我覺得
只要過程努力就可以了。
陳：我中學時讀書成績一般，但當時沒有感到害怕，因
為社會有很多發展方向，讀不了書就從事其他行
業，例如修讀設計。
當時的我認為讀書對未來的工作沒有用，例如數
學，在我的生活和工作中根本應用不了，所以我沒
有努力讀書。長大後我才明白讀書是一個很好的途
徑，可以幫我們做自己想做的事，所以現在我反而
想尋求更多知識。
2.師兄今天回到母校后，比較以前和現在的桂華山，覺
得有什麼分別？
陳：有很大分別，最明顯的就是有空調。以前我們男生
打完球後滿身大汗，很熱、很不舒服。現在有了空
調，舒服很多。而且，禮堂換了新地板，學校的後
牆有攀石牆，還有一間健身室……
3.有什麼原因促使你們選擇這份工作？這份工作是否是
你當年的夢想職業？
楊：當年我沒想過自己會做經濟學家。在中學時，我曾
想過做職業足球運動員，但世界很大，不同的機遇
會影響你將來的路。畢業後，因當時經濟差而被逼
繼續進修，最後做了經濟相關的工作。所以很多時
候自己的計劃與結果可能不同，但只要我們過程中
有努力，就會發現其他新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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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我選擇做吉他手
的原因就是我
喜歡彈吉他。
當我一接觸到
吉他，就立即
陳嘉健校友即場獨奏
愛上它，經過
不斷的鑽研，最後決定了自己的夢想職業便是當一
名吉他手。
4.由最初學習成績一般到現在事業有成，可否和我們分
享一下你的心路歷程？
楊：我是基督徒，所以在過程中我的努力與奮鬥離不開
神。當時我初入行時也很迷茫，只能一路學一路
做，在不同機構學到不同的東西，接受不同的挑
戰，發揮長處，修補短處。我做過香港政府的特別
顧問、管理顧問、大學教師等工作，雖然都與經濟
相關，但每份工作的專注點都不一樣，所以我也從
中學到不同的知識。
陳：我畢業後第一份工作是關於工程的，但我的目標是
到外國進修音樂，所以自己努力存錢兩年，省吃儉
用，兩年後就去美國進修吉他。我玩音樂的出發點
是因為我喜歡音樂，我會為此感到快樂，儘管畢業
後的十年生活艱難，但因喜歡的決心與堅持，所以
我克服了所有困難。
5.師兄你覺得甚麼因素造就現在的成功？
楊：我覺得有三個因素可以和同學分享。第一就是態度
要謙虛，無論從事哪一行都不要覺得自己很厲害，
要虛心向對方學習。第二就是堅持。這個堅持的過
程中，我們必有所得。第三是專注。我發現成功的
人士的離不開專注。讀書也是一樣，只要做到這三
個要點，就比較容易達成目標。

陳：在我們這一行業的工作機會不穩定，可能今天表演結
束後，明天又沒有工作。但我相信只要做好每一份工
作，給別人留下良好印象，慢慢就會建立口碑，吸引
更多人找你演出，合作者也可能向別人推薦你，工作
機會因而增多。
7.你認為除了成績和一定的專業技能外，進入社會工作還
需要什麼重要技能？
楊：就是我剛才說的懂得與人相處，我相信無論哪一行都
需要這個技能。畢竟我們打工就是賣自己的服務，人
際關係良好，就意味著有較多朋友，有助職場發展。
學生代表訪問陳嘉健及楊宇霆校友

陳：我認為一定要從心出發。彈吉他是我的興趣，即使上
班一天後很累，我回到家也會繼續彈吉他。只有你真
心喜歡做那件事，才會較專注和堅持。而謙虛方面，
我發覺很多位高權重的人都很謙虛，很有禮貌，他們
見到影印員也會打招呼。堅持也很重要，只要堅持做
一份工作，準備充足，那麼你就可以抓住機會，才能
成功。
6.師兄當初剛進入社會工作時，遇到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楊：我認為最大的困難就是處理人際關係，尤其是與客戶
及老闆的關係，因為我們身處社會面對的是人，不是
機器，而人又是最大的變數，所以有好的人際關係是
很重要的。

陳：我覺得最重要就是不要怕吃虧。剛出來工作不要怕吃
虧，吃虧次數多了你就懂得保護自己。別人覺得與你
合作不錯，以後再有工作也會先找你，這樣會令你有
更多的工作機會。而且，我發覺內地年輕人比香港的
更願吃苦及學習，所以我們如果想提升自己的競爭
力，就不要怕吃虧。
8.師兄對我們桂華山師弟師妹有什麼期望？你可否說一些
勉勵同學的話語？
楊：我想大家用三分鐘想一想自己十年後想做什麼，訂立
自己的目標，才有動力促使自己為目標努力，堅持到
最後一刻。
陳：同學可以先想想自己最喜歡做什麼，根據自己的興趣
而努力奮鬥。只要你對那件事的熱愛程度比別人高並
且堅持下去，你就很大可能成功。

陳嘉健校友與我校學生樂隊 "The Next Generation"(TNG)
合奏演出

校友職場專訪 – 學生感受
雖然兩位師兄來自不同行業的精英，但在很多方面都有相似之處，給我提供了很多啟示。從師兄們的分享中，
我知道了若想在工作中獲得成就，則要熱愛那一份工作，堅持不懈，專心致志。而且，待人處事要謙虛，不能囂張，
這才有助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長遠發展事業。此外，我們要持續進修和學習，提高競爭力，做事要刻苦耐勞，不
怕吃虧，這樣才能獲得較多的機會。很感謝兩位師兄的勉勵和提點，使我在學習和處事方面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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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傑出校友
– 翟文禮律師
翟文禮校友（Raymond）於1994年在桂華山中學畢業，之後到英國繼續進修。
在2000年成為香港執業律師，並於五年後成立翟氏律師行，主要負責商業法律及民事
訴訟。
現年45歲的翟文禮校友用了6年時間跑完四個極地馬拉松。被《時代》雜誌評選為世界最艱難
的耐力賽
「世界四大極地超級馬拉松巡迴賽」（The 4 Deserts Race Series），這4個地方位處天南
地北，分別是中國戈壁沙漠、智利阿塔卡馬沙漠、埃及撒哈拉沙漠及南極四個分站。
基本上，一個馬拉松要跑42.195公里，250公里大約等於6次全馬拉松，而「世界四大極地超級馬拉
松巡迴賽」（The 4 Deserts Race Series） 就是在3個沙漠及南極各跑250公里，合共1000公里。跑手每
站要跑七天、完成長達250公里的嚴峻路段，還需要邊跑邊背負十公斤重的糧食和物資，這對所有跑手來
說都是莫大挑戰。
於2018年11月舉行的南極馬拉松，一共只有四位港人挑戰，其中三位組成了一隊「5 Legs Never
Quit」隊伍，分別由66歲截肢者馮錦雄、61歲的退休護士馮莊冰英再加上翟文禮校友組成，他們一同前往
南極參加終極之戰。
說到比賽最困難的事，可算是天氣方面，雖然比賽是在南極的夏天，但溫度可達零下20
度，儘管參考過以往參賽者的經驗，比賽依然存在好多未知之數。經過5日5夜的全白色比賽
後，成功獲取南極站比賽獎牌！
在比賽的過程中，Raymond雖然感到辛苦，但他仍不放棄。是甚麼讓
他堅持下去？除了堅毅的精神外，他還懷著一顆愛心。近年，眼看香港學童
自殺率維持高企，Raymond希望透過參加毅行跑，為正生書院、街跑少年、
防止自殺會等非主流組織籌得數百萬善款，以幫助更多學生能重回正軌。事
後，Raymond興奮地表示，「很開心能夠完成此四大馬拉松比賽，一生無
憾！」
對於參加比賽時的得與失，翟校友回憶當年完成撒哈拉沙漠比賽返港，
發現半個辦公室的同事沒有上班，要花數年時間才可以由谷底翻身，重整紀
律，過程雖然辛苦，但他認為只要像比賽一樣，有鬥志，不要放棄，所有難
關一定可以衝過的。現在，他公司的業務已經蒸蒸日上，勇於面對一切生活
上的挑戰，這可能歸功於華山堅毅的精神及跑極地馬拉松的艱苦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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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聚華山 2018
在 2018 年 3 月 3 日（星期六）下午，舉行了校友會會員大會
及茶聚，多屆畢業生回校聚首一堂，多名校友也與師弟妹作生涯規
劃分享。
此外，當天下午，學校還安排了周年話劇大匯演的精彩演出，
節目令人目不暇給，大家都在歡呼聲中度過美好的時光。

桂華山先生後人支持學校活動
桂華山先生後人一直支持及關心學校發展，為鼓勵同學努力學習、感謝老
師及職工們一年來的付出，去年特送贈同學雪糕及宴請老師及職工們吃春茗。
此外，桂清泉先生及 Laureen 小姐（桂華山先生的兩位孫）曾於去年 12 月
到校探訪我們；而桂清泉先生更賞面出席區會慶祝百周年的盆菜宴，與我們一
班資深老師共聚晚宴，非常親切友善。

陳紹才校監及鄭校長於

百周年
盆菜宴上與桂先生合照

支持母校活動
校友積極參與母校舉
行的活動，包括開學禮、
聖誕崇拜、開放日、畢業
典禮及其他重要活動等。

感謝校友吳瑋琛（2012）、
袁文彬（2017）到校擺設美
食檔，從而分享創業心得

校友鄭金妹（1982）、陳贊臣（1997）
出席一百週年感恩崇拜

校友趙俊豪（1997）出席
聖誕感恩崇拜

校友蘇啓明（1986）到校支持開放日活動
校友鄭金妹（1982）、郭偉賢（2002）
出席華山舞台開幕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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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黎逸軒（1994）出席開學禮
主禮嘉賓

2018-2019 年度常務委員會名單
主席
副主席
文書
財務
康樂
聯絡
出版
資訊處理
校方聯絡

陳贊臣（1997）
蘇啓明（1986）、黎逸軒（1994）、任之美（2002）
歐凱儀老師（2012）、孫偉麟老師
薛亨達（1999）、吳鑫澤（2002）
林靜雯（1999）、陳靜雯（2001）、梁嘉芙（2007）
陳嘉怡（1995）、莊東輝（2010）、吳啓啓（2001）
鄭金妹（1982）、梁學東（1995）、黃生華老師（2003）
陳偉基主任（1985）、趙俊豪（1997）、胡智皓老師
梁美妍助理校長

財政結存
感謝各位校友的支持。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校友會財政結存為 $407,691.12。財政支出包括設立獎學金、
贊助聚餐、資助校舍維修及設施更新等。

校 友 喜 訊

恭賀以下校友新婚之喜：

何嘉雯 (2003)

周毅斌 (2003)

沈茗 (2003) 及梁佩華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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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嘉倩 (2006) 及鄭智勇 (200

金治平 (2007)

別

文浩琛校友

老

校友老師文浩琛老
師在中華基督教會桂華
山中學服務超過二十五年，
這些年來，他一直為學校盡
心盡力，貢獻良多。文老師
已於二零一八年五月正式榮
休， 校 友 會 特 意 為 他 送
上一份紀念品，以
示謝意。

陳嘉怡 (1995)

二零二零年三月七日，約定你！
每年三月首個星期六為校友會會員大會及聚
餐聯誼活動，敬請會員預留時間出席；而下年度
舉行日期暫定在 2020 年 3 月 7 日（星期六），請
大家踴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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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告

黃嘉怡 (2008)

陳子健 (1998)

林嘉濠 (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