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172009‧03‧31 星期二

特約專輯
教育工作樹人育才，教師的無私愛心和關懷熱忱好比泥土中的養分滋養學生，使其得以茁壯成

長。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學（簡稱桂華山中學）致力創建關愛校園，以 「愛」 影響生命，期望學
生在感受關愛的同時，學習把愛心推己及人，將關愛精神伸延至社區，繼而推展至國內外，充分體
現 「愛人如己」 的校訓精神。

教育工作以生命影響生命，教師的言

教身教足教學生終身受用。現就讀中六

的張秀晶同學表示，師生關係融洽是桂

華山中學的一大特色，從許多細微事情

都能體現教師對學生的關懷和愛護。張

同學說： 「去年會考前夕，老師不惜利
用課餘時間，安排我們到老師家中補

習，作好準備迎接會考，爭取好成績。

每次校內朗誦隊出賽，老師更會準

備 『開聲茶』 給我們服用，讓我們在
比賽中有更佳表現。」
她認為，學校推行的多班主任制，

讓老師有更多機會接觸學生，了解同

學在學習和個人成長方面遇到的問題

和需要。師生之間有更多溝通相處的

機會，彼此間的情誼自然變得深厚，

亦師亦友。每逢有老師生日，同學更

會舉行生日會慶祝，融洽溫馨之情，

可見一斑。

在老師鼓勵下，張秀晶積極參與義工

服務。早前，她加入了學校的長者學

院，除了充當小導師教長者學習英文

外，還到獨居長者家中探訪。她直言，

「能夠幫助別人固然開心，透過跟長者
接觸，知道很多逆境自強的故事，對我

有很大鼓舞作用，同時讓我深深體會到

『施比受更為有福』 的愉悅。

師生關係 亦師亦友

▲葉校長表示，該校致力為學生營造關愛
環境，讓學生茁壯成長。

▲蘇義有校監到場支持該校籃球隊奪冠-該校籃球隊於本年度學界比賽賽
事中，成績彪炳。取得男甲冠軍後，男乙亦進入冠亞決賽階段。團隊累積
總分，已奪取本年度港島區籃球團隊總冠軍。

▲多元智能挑戰營培養學生關懷互助的精神

▲探訪獨居長者，送暖到
社區。

▲同學參加 「大愛無疆 ─ 汶川地震抗震
救災圖片展」，向救災英雄表示感謝。

▶同學參與內地義工服務

張秀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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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朗誦

書法

辯論

作文

配音

品行

游泳

籃球

足球

排球

沙灘排球

羽毛球

壁球

田徑

其他

比賽名稱

六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比賽

六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比賽

聖經朗誦節比賽

『香港專業教育人員協會』 及 『廉政公署』
合辦 「硬筆書法比賽」

『語常會』 主辦 「初中辯論比賽」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主辦 「可持續發展徵
文比賽中文組（高中組）」

『COMIC WORLD及ANIMAX』 主辦
「The Best Voice配音大賽」
交通銀行慈善基金中學生助學金

九龍城國慶盃游泳分齡賽

灣仔區分齡游泳賽

Deep Water Bay Ocean Swim Series

2400M長途泳賽

學界游泳錦標賽

中西區分齡游泳比賽男子青年組

東區分齡游泳賽

36屆吐露港渡海泳公開賽

港島區學界籃球第一組別團體

東區區議會（全港運動會）籃球代表選拔賽

學界籃球賽 D1（男子甲組）

全港區際籃球賽（16歲以下，東區代表）

全港精英籃球賽

學界籃球賽（男子乙組）

學界足球賽 D3（男子甲組）

劉永生中學排球友誼賽（女子乙組）

漢華中學排球友誼賽（女子乙組）

學界排球賽D2（男子甲組）

學界沙灘排球D2（男子甲組）

學界沙灘排球賽D2（女子甲組）

學界羽毛球賽D3（女子甲組）

學界個人壁球賽（男子甲組）

香港學界田徑賽400米

香港學界田徑賽800米

香港學界田徑賽 4X100米

香港學界田徑賽5000米

香港學界田徑賽鉛球

甲組團體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2008-2009

獲獎項目

中六/七男子英語散文獨誦—冠軍

中五男子英詩獨誦—冠軍

中一/二混聲英詩集誦—冠軍

中五至中七混聲英詩集誦—亞軍

中三男子英語散文獨誦—亞軍

中五至中七混聲英詩集誦—季軍

中六/七女子英詩獨誦—季軍

中六/七女子英詩獨誦—季軍

另：榮獲優異人數合共182人

中六/七女子粵語散文獨誦—亞軍

中五男子粵語散文獨誦—亞軍

中一/二男子普通話散文獨誦—亞軍

另：榮獲優異人數合共40人

中四至中七集誦（普通話）—亞軍

中四至中七集誦（廣東話）—優異

中一至中三集誦（普通話）—優異

中一至中三獨誦（普通話）—優異

「硬筆書法比賽」 優異獎

全港十六強及連續三場奪得最佳辯論員

冠軍

冠軍

品學俱備獎

50米自由式冠軍、50米蝶泳冠軍、

4X50米冠軍

50米蝶泳冠軍、100米自由式季軍、

200米自由式季軍

冠軍

50米蝶泳亞軍、200米自由式亞軍女甲

50米背泳第六名、100米蛙泳第六名女

丙50米自由式優異証書、50米蛙泳優

異証書

50米蝶泳季軍、100米蝶泳季軍

50米自由式季軍、4X50米接力季軍

全場第六名（1700人參加）

總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季軍

冠軍

冠軍

優勝

優勝

第五名

殿軍

第六名

第五名

第五名

冠軍

冠軍

季軍

殿軍

殿軍

第五名

7S梁曉妍同學獲選為得獎者

學校是栽培學生成長的園地，桂

華山中學致力創建關愛校園，關注

學生各方面的成長。校方堅信每個

學生都有潛能，因而積極鼓勵學生

參與不同類型的活動，發展多元智

能。近年來，學生參與公開比賽得獎人數不斷飆升，

學生在各領域均有超卓表現，取得令人刮目相看的成

績。

17項體藝訓練
該校透過體育活動，作為一個切入點。協助學生多

元發展，盡展才華。香港學界體育協會舉辦共 19項運

動，該校已參與及正在發展中的共有 17項 (見附表)，

並希望來年全數發展所有項目，成為最具體育風氣

的學校。最新成立的體育活動有劍擊、箭藝及手

球。學校劍擊教授為前香港代表梁翠微，隊員有 12

人，主攻項目為花劍。箭藝隊教練為香港代表及最

佳教練馬再創，隊員有 15人，主攻項目為反曲弓，

校內將有六名學生參加四月的香港體育節的射箭錦

標賽。手球教練為前香港手球隊領隊李炳均，球隊

正在成立階段，預計將會參加下年度學界比賽。

多元活動

發展潛能

榮獲本年度關愛校園優異獎
桂華山中學推動關愛校園文化一向不

遺餘力，過去兩年均獲頒關愛校園獎，

今年度再奪得關愛校園優異獎殊榮，連

續三年獲獎。該校葉天祐校長深信要令

學生健康成長，首要為他們營造一個良

好的成長環境。自上任以來，他刻意將

學校塑造成一個 「大家庭」 ，所有學生
都是家庭成員的一分子，用愛維繫每個

成員。學校提倡共同參與，全校教師結

成專業團隊，共同攜手關顧學生的需

要。

推行多班主任制 全面照顧
年前開始，推行全校多班主任制，每

班最少安排三位教師擔任班主任，個別

班級甚至有五位班主任，貼身照顧學

生，全面關懷他們在學業和個人成長方

面的需要，發揮協同互補功能，陪伴學

生成長。

學生義工服務顯關懷
另外，校方將 2007至 2008學年

定為全校義工年，安排各級學生參

與不同類型的義工服務，如探訪獨

居長者、替各慈善機構賣旗籌款，

送暖到社區；最近校方成立長者學

院，由學生陪同長者學習英語和電

腦。除了本地義工服務，校方亦曾

舉辦多個內地義工活動，如安排學

生探訪廣州造船廠敬老院，到從化

市太平鎮水南小學義教，走訪杭州

福利中心安老院和杭州貧困農村小

學等。去年五一二汶川大地震，校

方不但發起捐款賑災，更帶領學生

參觀 「大愛無疆 ─ 汶川地震抗震

救災圖片展」 ，向救災英雄表示感
謝；葉校長又聯同校內師生致函國

家主席胡錦濤及總理溫家寶，送上對兩位領導人

的慰問和關心。

捐款救災 社區送暖
與此同時，校方亦鼓勵同學通過書信、捐款和

參觀活動，表達對世界上有需要人士的關懷，從

中體會人只要克盡己力，就算只有一分光、一點

熱，也能幫助有需要的人，明白關懷和愛心無遠

弗屆，能夠衝破一切地域的阻隔。懷着一顆善

心，定能將愛灑遍全球。

家校合作 每年四次家長日
學生的培育有賴學校和家長共同攜手，葉校長

深信家校合作是創建關愛校園的重要關鍵。桂華

山中學重視與家長的聯繫，除了每學年舉行四次

家長日，校內教師更不時致電家長，共同關注學

生在校內及家庭的表現。學校的家長教師會更會

舉辦家長講座，邀請專家學者跟家長講解如何關

愛子女。校內同時成立家長義工

隊，鼓勵家長陪同學生一起參與

義工服務，延展愛心。

▲聖經朗誦比賽

▲同學參與 「可持續發展徵文
比賽」勇奪冠軍

▲桂華山中學擁有團結的關愛教師團隊

▼優異學生祝
捷會師生同樂

▲家校合作家長
教師會會議

愛人如己愛人如己 生命影響生命生命影響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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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藝隊訓練

‧射箭
‧田徑
‧羽毛球
‧籃球
‧沙灘排球
‧越野賽

‧劍擊
‧足球
‧手球
‧室內賽艇
‧欖球
‧壁球

‧游泳
‧乒乓球
‧網球
‧保齡球
‧排球

▶劍擊組練習情況

體藝項目
該校開設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