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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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落筆之時正值是立春日。立春日乃「四時之始」，標
誌著萬物甦醒，大地回春。去年的疫情打擊著從事各行各業

的人，校友們也無可避免受到影響：有些需要改變原來的工作

模式；有些則收入驟減；有些甚至失去工作。但願香港的各行

各業能夠像萬物一樣在立春後「甦醒」，讓各校友的工作及生

活恢復穩定。本人謹代表校友會委員會同寅祝各位新一年事事

順利，身體健康。

  縱然校友們受著疫情的影響，但我為校友們面對逆境的韌力感到驕傲！有些校
友調節自己的生活模式，利用科技之便在家工作，讓工作效率不減疫情之前；有些

校友即使收入減少或失去工作，也能夠迅速調整，尋找新的路徑甚至開闢新的事業！這些令人驕傲的精神固然是香

港人的精神，也是「華山人」正向價值觀及健康人生態度的榜樣！

  作為本屆校友會會長，非常感激校友們在疫情及各種困難下仍然心繫學校，關顧著師弟妹的需要。例如，校友
們繼續在財政上支持學校的「緊急援助基金」，讓學校有更大的彈性，紓緩師弟妹經濟方面的燃眉之急；校友們

繼續支持「校友會獎學金」計劃，培養師弟妹們的責任感。此外，每當學校有需要，很多校友都踴躍參與學校的活

動，樂於與師弟妹們分享他們的經驗，並安排工作體驗的機會。

  校友委員會盼望，在來年衛生環境許可的情況下，校友會能夠與學校更緊密合作，組織不同的活動，讓師弟妹
們除了在學業上有所增長外，也知道「華山人」應有的人生態度及正向價值觀，為社會作出不同貢獻！

In August of 2018, I summed 
up the courage to relocate 
to London, England through 
a working holiday scheme. 
It has been a dream of mine 

since secondary school to experience a different 
culture in a foreign country by working and living 
overseas. Fortunately, I managed to get a job offer 
in the property sector in the financial district, after 
I was living for a month in London.  I was the only 
Chinese speaking colleague in the team, whilst the 
rest of my team mates were from England, France 
and Thailand. Everyone was very helpful and 
friendly to me as a new comer on the team. I was so 
thrilled to be working with a diverse group of people 

from various countries as well as learning new job 
knowledge and skillsets. It was a precious two years 
during the working holiday adventure, which certainly 
broadened my horizons. I also made some good 
friends in London who are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such as Malaysia, Taiwan, India and England in 
a cultural melting pot city. 

It is never too late to step out of 
our comfort zone, be brave to 
follow our passion and pursue our 
dreams as each new day is a new 
opportunity to learn new things. 

Leung Kar Fu
(Graduated in 2007)

新會長的話

校友有感Alumni sharing
會長黎逸軒（1994 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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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黎逸軒（右一）出席中六畢業禮並頒發校友會勤學獎學金

校友蔡雅嫻小姐(2003) （右一）代表校友會頒發校友
會低年級

勤到獎學金

校友趙俊豪先生(1997) （右一）代表校友會頒發校友會高年級
勤到獎學金

華山活動

支持母校活動

2020 年度校友會周年大會

校友會捐贈母校冷氣機，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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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退休生活

  在公車上、路上，偶然遇到穿著桂華山校服的學生，總有一份親切
感，多看幾眼，甚至想走近告訴他：「我是你⋯⋯」最後還是放棄，以

免尷尬或誤會。對桂華山有濃烈的感情，是因為我那裏渡過近三十年黃

金歲月。曾在此相處過的同事、學生、家長，很多都留下美好的故事，

給我終身回味。今天在校的學生都不認識我，老師大部份是新面孔，連

校舍、校服，都換了模樣，但我對它的獨特感情，沒有因此減少。

  很多舊生、舊同事經常用短訊、電話、視像等方式保持交往，有部份還每年一聚甚至多聚，情誼未
減。有幾次經過桂華山到鄰近學校工作，仍忍不住走進去，看看校園，探望舊同事。以前我曾誇口說，在

桂華山，蒙著眼也能去到想去的地方。現在很多地方都改動了，這句話不靈光了！

  最近經過看見學校因疫情停課，校門深鎖。還記得沙士肆虐那年，學
校停課，老師仍要返學。有一天工友新哥推薦我練養生氣功防疫，我欣然

跟隨；養生氣功從此成為我每天的保健運動。響應張竹君醫生勸喻，除了

每朝晨運外出，其餘大多數時間，都禁足在家，看書、煲劇、上網課、開

視像會議、休息⋯⋯。有時還會翻看舊照片，回味過去的日子，尤其是在

桂華山那段經常流汗水、與學生、同事共聚的日子。 

陳漢森老師《回味過去的日子》

陳耀權老師

  生活方式是一種習慣，退休人士數十年的生活習慣不易更改。我離開教師崗位
後，其他的習慣大致仍保持。直至武漢發生疫情，香港醫護人員強烈要求封關，我的

生活才有波動。

  一、我不再在公園看阿伯下棋、不做塘邊鶴。

  二、泳池封閉了，我只好去沙灘游泳。後來去到大清水二灘，被救生員攔阻，
不准步下梯級。我唯有再前進，經過布袋澳，到大廟灣(JossHouseBay)游泳。
這裏沒有救生員當值，大廟灣接近港島，一水之隔就是石澳，相距一個藍塘海峽

(TathongChannel)，我有一種仍然在石澳游泳的味道。

  三、香港一向是舞照跳的，我正在學習Rumber及Samba。當跳舞群組上了新聞，我害怕得不敢去上課，
因為和舞伴不可能相距一米吧！而且教練會要求我們交換舞伴。孔子說:「近之則不遜」，真的是聖人之言不
可不聽。

  四、為了安全，我去政府指定的鰂魚涌社區會堂接受檢測。會堂有兩條人龍，
其中一條是專門為跳舞群組設立的，設在建築物的旁邊橫門，地方空曠，還真有一

種被安全隔離的感覺。幸好一日後手機收到訊息，測試結果是陰性。

  後記：處於這樣的時勢，有什麼感想呢？

  徐復觀老師論《理與勢》指出：理只有是非而無大小，勢則不僅有順逆而且有
大小。如果我們行事為人只是憑勢，那麼遇到勢小於自己，就恃勢凌人；遇到勢力

大於自己，就會張惶失措。他認為做人應憑心中的價值信念，憑理而不是順勢。

  徐老師說的一番話真是夏日的一杯清涼劑哦！

支持母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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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碧玉老師

李良堅老師《防疫抗疫下的你你我我》

  在桂華山中學工作已有26個年頭，每天一早起床上學，已成習慣。現在不用上
課，開始懷念學校的生活。回想起，當初當上老師的原因：由加拿大嫁回香港，找到

一份代課老師的臨時工，做了一年半，發覺自己很喜歡這份職業，亦很喜歡和年輕人

相處，因此便展開了長達26年的教學生涯。

  2020年是很特殊的年份，同樣是我退休的年份。本計劃
退休後到處旅行，增廣見聞，所以一早已訂好10月去英國的
機票和酒店，但因為疫情關係，不能成行。在這段日子，大部分人都只能留在家中，

我亦同樣。雖然不用上班，但早已習慣每天6時起床。為了不讓自己賴床，每早都會
花上約2小時來練習氣功，亦在網上學習一些食譜，做一些未曾做過的菜餚，曾嘗試
做燒乳鴿，蘿蔔糕，肉醬千層寬條麵等。只要想吃的，網上都會找到豐富的教學片

段，令到我能不斷學習。這段時間，間中也有去代課，有機會的話希望可以再為桂華

山中學服務。在這段困難的日子，我衷心希望疫情早日過去，大家重回正常生活。

  其實題目中有「你你」是勉強說的，因為那是指那些賣橙的、賣長洲魚丸的、賣
潮州菜的、賣凍肉的、賣魚蝦的商人等等，近月來，他們都戴上口罩，彼此只用眼神

交流，我就把他們當上跟自己熟悉的朋友們你你，你說是否勉強呢。

  我家在北角，信步走上雲景道已是慣常，我好幾回駐足寶馬山道上，下望桂華山
上籃球場的攀石牆，紅色、赭色、黃色、藍色······逐級逐塊踏步往上攀升到頂，然後
打鈴，十多年前那次體驗，歷歷在目，想起都日日新 。近月來，在上課的日子，學校

無人，因為疫情凌厲而停課，好生無奈。再走多一轉， 看空蕩蕩的校舍， 什麼你你

他他好說了，就回來說說「我」吧。

  每天，我除了買菜做飯，便是寫下書法，㷛下陸劇，或者曬下夕陽，查實真的沒甚可說說。日常生活雖
然如此，這些年我都有持續報讀工聯會的課程，花鳥國畫、木顏色畫、人物肖像素描、攝影初階進階等等，

我都從不缺席，有上課有功課，生活充實有意思。可惜近一年來因為疫情而多番停課，全世界都是被動而

行，真是沒趣。

  已經第九年了，我和一個潮州話群組過從甚密，也學講了一點基本潮州話，挺愉快呢。群組朋友每年都
參與的潮州節、盂蘭勝會活動，我也熱心協助搞工夫茶攤位，每期的商討主題、攤位佈置、走糴事務我都出

心出力，為大事總有兩三星期忙碌一下，不錯，我是退休得閒人嘛。然而前年中因社會衝突事件停擺，去年

又因新冠肺炎疫情停擺，所有潮人活動都停歇下來，唉！我呆在家已經兩年多了。

  以往我每年都會有一二回離港外遊觀光去，深圳潮汕，日本台灣、歐洲美加，處處都去下，最近又是因
為疫情阻滯，飛機不飛，動車不動，使我久久困守四牆，總言之「病毒猖獗，邊戍

都冇得去囉。」

  我這退休已十一年的長者，每天待在家的時間也愈來愈長，除了看看免費報紙
和亞洲週刊，外頭動靜就只靠看電視新聞和讀手機短訊得之，不過，那些修例風

波、總統大選、網上騙案、割價傾銷等等，我都不覺得吸引，事事淡入淡出，心如

止水······那些都是他人的事嘛。兼且疫情之下，只想着自求多福就好。身邊的人都
說，長者第一要身心健康，生活愉快，常常做下運動，當心患上三高，雖然遠的

「邊戍都唔使去」，但近的可以規律地買菜做飯緩步跑，不都是日常好節目嗎？忍

耐一年半載，或者再一年半載，等待疫情過去，潮州節、工夫茶、遊韓日、去美

加，一切都會返回來的，總之今日是「龍游淺水遭蝦戲」，留得青山在，總會待到

有日撥開雲霧飛沖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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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鴻福校友

基愛堂李慕蓮牧師（左二）聯同黃仲良校長（左一）

及梁美妍助理校長（右二）探訪黃鴻福校友家人

宏偉（中）聯同黃志輝（左）及劉華校友（右）

到校與全校師弟妹作周會分享

  感謝各位校友的支持。截至2021年1月31
日，校友會財政及緊急援助基金結存分別為

$340,601.33及$53,758.50。校友會財政支出包括
設立獎學金、贊助聚餐、資助校舍維修及設施更新

等；而緊急援助基金則協助因突發情況需要援助的

學生家庭。

校友校董提名
  鄭金妹女士擔任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學校董的
任期將於2021年8月31日屆滿，校友可於2021年5月
12日前自薦參選或提名有能力人士出任，詳細可參閱
本校校友會FACEBOOK網頁。

2020-2021年度常務委員會名單
會長 黎逸軒(1994)

副會長 蘇啓明(1986)、陳贊臣(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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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明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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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頌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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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是香港充滿挑戰的一年，更是我難以忘懷的一年。這一年，其中最令我傷感的就是收到兩位校友離世
的消息。沒想到上次與他們的道別已是最後一次，永遠的不能再見。

  黃懿鱈（黃鴻福）校友，在工作期間意外離世，真是讓人非常意外及傷感。人常道：「世事無常」，現實就
是這樣。當我收到黃校友突然離世消息的時候，真的完全不敢相信，內心感到無比驚訝。黃校友年輕有為，奮發

上進，他透過自己的努力奮鬥，考取會計師牌，獲得著名會計師樓聘任，事業可算平步青雲。就在他事業起飛及

即將結婚之際，突然傳來噩耗，實在令人痛心及遺憾。在此，我對黃媽媽送上深切的慰問，相信鴻福校友在遙遠

的他方也希望家人能快樂健康地生活下去。

  另外，郭宏偉校友突然於去年中與世長辭，也令我十分感慨。當收到他太太發來他葬禮的訊息時，我真的嚇
傻了，亦傷感了很久。郭校友是位自信、積極及豁達開朗的人。於過去幾年，他主動協助我們校友周會，努力穿

針引線，聯繫了不少早期畢業的師兄回校向全體師弟師妹分享，例如牛大力師兄（黃志輝校友）、劉華醫生及楊

宇霆博士等。正因為有這位中間人積極聯絡及主動幫忙，才令不少早期畢業的校友得以回校相聚。他心懷母校，

主動投入我們的校友活動。此刻，當我看到他贈送校史館一些當年他自己在校內所拍下的相片時，他友善和自信

的笑容不斷浮現在我腦海，心中由衷感謝，也不勝唏噓。

  在此，願逝者安息，再次對這兩位校友的家人送上深切的慰問，衷心希望他們家人能好好保重身體，早日走
出傷痛。

梁美姸助理校長緬懷校友

宏偉（右）帶同校友

楊宇霆博士（左）重遊母校

財政結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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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5日（星
期六），請大家踴躍參與！

約定你！
二零二二年三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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