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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的
建校基石經文︰「敬畏耶和華是智

致桂華山校友會

—新年快樂 2020

新校長的話

各位校友，新年進步，身心健康，主恩滿溢。
2020 年是不一樣的一年。有人慨嘆地說，「在香港十多年來所發生過的大事，竟然在
這大半年內重現！」但我們依然要相信上主是歷史的主宰，我們可以繼續為香港、中國及整
個世界重回平安、有序而禱告。
這是我寫給你們的第一封信，讓我先自我介紹。我自從大學畢業後即擔任教職近三十年，
並以此為終身志業。我由一位老師、晉升為主任及副校長，到桂華山中學擔任校長，深感榮
幸，亦希望能夠與老師並肩同行，引領學校和學生，朝向我們的共同目標。
桂華山中學校友會自 2002 年成立以來，參加人數不斷增加，藉著不同的活動聯繫校友之間的情誼，並提供
一個平台讓曾經與自己一起成長的人彼此關心勉勵。校友會多年來對學校的事務和發展給予很大的支持，而且對
學弟、學妹的緊急經濟支援及改善校園設施上付出了不少，實為在校同學的好榜樣。
本校創校於 1977 年，畢業校友眾多，大家在各自崗位上有不同的貢獻，
成為學弟、學妹的典範。在此希望大家在工餘之時，能回來母校鼓勵學弟、
學妹們，分享你們在桂華山中學努力求學的點滴，在外艱辛奮鬥的經歷與
感受，讓在校同學以你們為榜樣。桂華山中學是大家的共同記憶，也是共
同歡笑、共同學習的地方，昐望各校友們都能代代傳承、互相照顧。
最後，祝願桂華山中學的校友會在新一年會務蒸蒸日上，校友聯繫更
緊密。

黃仲良校長
2020 年 2 月 6 日

副主席的話
踏進社會工作後，往往記起昔日讀書生活：與老師、同學們在校內所發生的事情，真是很
想重返母校尋回那些記憶……不論是樂也融融的往事，還是火花四濺的逸事，也值得一一回味。
在畢業後，我一直沒有返回母校的念頭； 直至十年前，因要事須回校聯絡任教的老師。與
老師會面後，他邀請我加入校友會，為學校和師弟妹出一分力，當時我二話不說就答應了。自
此，我與母校再次聯繫起來。
我還記得加入校友會的第一年，參加的師兄姐弟妹並不多。時至今天，已有接近 20 位不同
屆別的校友加入。我們會透過學校的活動與現屆的師弟妹們接觸，希望他們能在成長中得到多一份關懷及支持，
所有委員都希望付出一點點的努力，回饋母校，發揚「愛人如己」的「華山」精神。

校友會副主席：蘇啓明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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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聚華山 2019
在 2019 年 3 月 2 日（星期六）下午，
校方邀請了 13 位不同界別的校友與師弟妹
作職場分享。
同學反應正面，獲益良多；傍晚，學
校舉行了校友會會員大會及懷舊之夜聚
餐，多屆畢業生回校聚首一堂。當日節目
豐富：有懷舊服飾活動、豐富大抽獎、校
友懷舊小食攤位，分組遊戲等‥‥‥令人
樂而忘返，在歡笑聲中度過美好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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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麥家寶 ( 1991 )（右一）擔任開學禮
主禮嘉賓
校友黎逸軒 (1994)（左一）
出席中六畢業禮、校友楊宇
霆教授 (1986)（左三）擔任
主禮嘉賓

校友黎逸軒 (1994) （左一）出席
聖誕感恩崇拜並擔任歌唱比賽嘉賓

主席陳贊臣 (1997)（右一）
到校支持開放日活動

校友莊銘維 (200
1) （右一）代
表校友會出席散
校友會勤學奬學
學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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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禮及其他重要活動。

禮並頒發

感謝校友袁文彬 (2017)（中）到校
擺設美食檔，並分享創業心得

校友任之美 (2002) （左一）、莊銘維 (2001) （右二）於開放日
舞台大展歌喉，現場反應熱烈

新老師
介紹
本年度，學校有三位

新老師加入桂華山大家
庭，分別為任教數學、物
理科的林雲峰老師、英文
科的徐衍衡老師及家政科
的湯桂芬老師。

林雲峰老師
大家好，我是今年新任的物理科及數學科的林雲峰
老師，亦是 1W 班的班主任及特殊教育支援教師，很榮
幸能加入桂華山這個大家庭。我於大學修讀物理系，畢
業後便加入教育界任教新高中物理科。
我成長的經歷和大部分同學一樣，都是就讀一所主
流的文法中學。這是一間新落成的中學，我在整個中學
階段中都沒有「師兄師姐」的指導，因此當知道桂華山的同學有這麼多師兄
師姐關懷及支持，同學們真的很幸福。
在我求學期間，我沉醉於網絡世界，曾一度迷失，和同學去「網吧」鬥
個你死我活。這對我的學業有很大的負面影響，幸而及後我能臨崖勒馬，重
新專注學業，才能順利升讀大學，因此我期望通過我的經驗分享及教導讓同
學能做到「適當的場合做適當的事」，例如上課時能專注學習，考試前專心
溫習，休閒時適當玩樂，掌握鬆緊有度的學習生活。

Mr. Henrik Tsui
Hi everyone, my name is Henrik Tsui and I am an English teacher. I’m delighted and honoured to become one of
the Wahshanians here in this school. I value the opportunity I have to play a role in this school. I start embodying
the feeling of excitement. I’m very curious about the whole new environment and it is certainly very uplifting.
Having worked in the school for several months, I’m glad that the staff here are terrific and very helpful. I am also
very impressed with the creativity and versatility of the students here.
I had my tertiary education in Canada. I had a great time there as I met quite a few good friends and gained a
lot of new insights. My flashbulb memory regarding the stay in Canada is definitely the time when I was walking
around the school campus with my nose turned purple and the snot became frozen due to the extremely cold
weather in winter. Being alone in a foreign country is never easy, and that has made me grow and treasure my
family even more. I worked very hard because I knew my parents had expectations on me and I didn’t want to
let them down. If I’m a car, my parents are the engine that gives me the power to move forward. That’s the time I
improved my English significantly. My family is always my driving force.
After my return to Hong Kong, I began my teaching career. Although there have been bumps in the road on my
career path, I believe that diligence and perseverance are the keys to overcome all the obstacles. Several years
of bustling and hustling school life has helped me gain experience on various grounds and learn how to interact
with and care for my students. I always bear in mind that not only am I here to impart knowledge and encourage
my students’ self-directed learning behaviour, but also it’s more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ir needs and to
nurture them into civilized individuals.
I expect my students to stay positive and adopt a proactive learning attitude. Meanwhile, work-life balance should
not be overlooked. I hope that I can contribute to the betterment of our school. I look forward to having a fruitful
and prosperous year ahead.

湯桂芬老師
大家好！我是新任的家政科湯桂芬老師。烹飪是我的興趣之一，我很高興它能成為我的
職業。要引導一班同學在有限時間之內完成烹調及清洗工作，可謂一點也不容易。儘管班中
有一些同學比較頑皮好動，但他們在烹飪時卻十分專注，全程投入及享受整個學習過程，這
也是我很喜歡教育這份工作的原因。「世上最美麗的東西未必能眼見或觸摸到，它們只能用
心去感受。」（摘自「小王子」）。為所愛的人用心去烹調是一件很有意義和窩心的事。我
希望各位同學們能好好地善用在課堂所學習到的健康飲食知識和烹調技巧，為家人烹調和製
作健康且美味的愛心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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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年度校友會常務委員會名單
主席
副主席

陳贊臣 (1997)
蘇啓明 (1986)、黎逸軒 (1994)、任之美 (2002)

文書

歐凱儀老師 (2012)、孫偉麟老師

財務

薛亨達 (1999)、吳鑫澤 (2002)

康樂

莊銘維 (2001)、陳靜雯 (2001)

聯絡

陳嘉怡 (1995)、莊東輝 (2010)、吳啓啓 (2001)

出版

鄭金妹 (1982)、梁學東 (1995)、黃生華老師 (2003)

資訊處理 陳偉基主任 (1985)、趙俊豪 (1997)、胡智皓老師
校方聯絡 梁美妍助理校長

財政結存
感謝各位校友的支持。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校友會財政結存為 $409,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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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賀鍾偉健校友 (2006) 將於
2021 年 1 月結婚

恭 賀 黃 子 杰 校 友 (2006) 將 於
2020 年 10 月結婚

恭賀陳嘉倩校友 (2006)、
鄭智勇校友 (2005) 弄瓦之喜

恭 賀 陳 煒 承 校 友 (2000)
弄瓦之喜

告別鄭禮林校長
過去四年，鄭禮林校長為本校
服務。在鄭校長領導下，學生成績
躍 進， 校 外 比 賽 屢 創 佳 績， 更 於
2017-2018 年度起成功擴班。本年
度鄭校長轉任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
學校長，校友會敬祝鄭校長教安，
身心康泰。

•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及教育局宣佈學校停課，
本年度校友會聚餐活動取消，而會員大會將延
後舉行。
• 感謝趙俊豪校友 (1999) 熱心協助訂購口罩及私
人捐贈 20 盒口罩給母校。
• 校友會已通過撥款 $50,000 贊助學
校更換地下飯堂 3 部大型冷氣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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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也完成。

號外

二零二一年三月六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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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年度舉行日期暫定在 2021 年 3 月
6 日（星期六），請大家踴躍參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