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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學40周年特約專輯

《聖經》說： 「我們應當彼此相愛。（約翰一書3:11）」 學生若自小得到師長無私奉獻的關懷與愛護，成長後便能把關愛精神薪火
相傳。屹立北角寶馬山40年的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學（下稱桂華山中學）深信，關愛能啟發每個學生的多元智能與潛質，由被關
愛到主動去關愛別人。該校貫徹校訓 「愛人如己」 的崇高精神，以愛育才，全面關顧學生在學習和個人成長等方面的需要。該校連續
10年獲得 「關愛校園」 的殊榮，2013-14學年更得到最高榮譽的 「卓越關愛校園」 大獎，反映關愛文化已傳遍桂華山中學每個角落。

學校是學習的場所，亦是栽培學生成長的

園地。桂華山中學創校40年，不少畢業生對

母校懷有深厚感情。校友阿曦是其中一個，

她憶述中五時因家庭經濟問題，曾有退學念

頭， 「當時經常缺席，教師主動關心和了解

我的需要，不但透過學校的緊急援助基金在

經濟上援助我，更鼓勵我參加由國泰航空舉

辦的 『飛躍理想』 計劃。接受訓練之餘，還

有機會到法國參觀和考察飛機廠，讓我對航

空及機場工作產生濃厚興趣，立志成為航空

交通指揮員。」 阿曦衷心感謝師長的關心，她現正

於城大專上學院攻讀機場營運及航空物流副學士，

期望日後回饋與貢獻母校。

桂華山中學信任每個學生，不離不棄。有現正就

讀中六的學生，中五時幾乎全年缺課，按規定應要

離校，但老師不停鼓勵他，並協助他在暑假回校完

成指定練習。雖然艱難，但該學生做足校方的要

求，最終再次投入校園學習生活，升讀中六，而且9

月份只缺課2天，態度亦較以往積極。這例子反映了

教學團隊的關愛精神，以及對學生的重視和信任。

關顧學生不同需要 全方位支援
桂華山中學在不同層面上體現關愛精神，鼓勵學

生盡力關愛身邊的同學、家人、師長、社會，以至

國家。校長鄭禮林表示，每個學生都會充當 「愛心

天使」 ，學校鼓勵學生親手撰寫心意卡答謝父母和

師長的培育；同時對即將應考文憑試的中六生送上

祝福。每個學生亦會成為其他同學的 「秘密天

使」 ，定時表達關心或送上小禮物。學生感受關愛

的同時，亦學會關愛別人。教師則透過 「陽光電

話」 計劃，定時與家長分享子女在校情況，實行全

方位關顧學生需要。

另外，該校成立了緊急援助基金，由校友募捐，資

助有需要學生解決生活開支的問題，讓他們專心學

業。鄭校長指，基金亦會資助有需要的新來港學生修

讀職訓局認可的 「職業英語課程」 ，助他們取得等同

文憑試英文科資歷，以備日後繼續升學。

三分一非華語學生 建立共融精神
桂華山中學自2013學年起取錄非華語學生，該校更

銳意締造 「國際化校園」 。鄭校長稱，現時全校約有

三分一學生為非華語學生，校方為他們訂立了兩大目

標，包括學好中文及融入社會。校方實行跨班及跨級

小組教學，因材施教。早前兩名非華語中五級學生參

與GCSE的中文科考試，取得最高成績A*級，本港部

分大學承認這成績等同文憑試資歷，提升了他們未來

入讀大學的機會。

中四學生江嘉玲和中二學生成夏哲分別祖籍菲律賓

與印度，在教師悉心教導下，現已懂得書寫及閱讀中

文，亦可用流利廣東話交談。江嘉玲表示，對比在小

學時要與華語學生一起上

課， 「桂華山中學

設有非華語班，老

師讓我們從基本學

起，現時我覺得學

中文比昔日容易。」 成夏哲

則指出， 「老師讓我們用平

板電腦學中文字，讓我明白

中文字的筆劃次序，現在我

有信心讀中文書及報紙。」
兩人更異口同聲指，喜歡跟

華語生交流和相處， 「我們

一起 『打波』 、參觀及宿營

等，開心愉快。」
為鼓勵共融，讓華語及非

華語學生有更多交流機會，

學校作出了許多安排，如舉

辦午間音樂會，讓非華語學

生演唱不同語言的歌曲；另

舉辦參觀本港名勝古蹟的活

動，由華語學生導賞和講

解。華語學生以英語跟非華

語學生溝通，不但可提升他

們的英語會話能力，亦可了

解非華語學生不同的文化和

習俗。

學生完成6年中學生涯，需要為日後升學或就業

作抉擇和部署。然而，他們面對眾多升學途徑或

就業方向時，難免感到迷茫，不知從何入手。桂

華山中學關注學生的生涯規劃，協助學生了解自

己的個性、興趣與潛力，認清未來發展路向。

該校升學及就業輔導主任胡雁璇老師指出，學

校生涯規劃工作主要分為初中和高中兩階段，初

中階段關注學生認識自己和培養實用技能，校方

透過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或講座，助學生了解各

行業的工作模式與要求；高中階段則透過性格測

試、試工活動及場地參觀等，助學生尋找和確立

未來就業方向。另外，校方亦安排教師擔任中五

學生的 「生命導師」 ，以小組形式引導學生了解

升學及就業出路。

校方更與不同企業合作，舉辦 「校本學徒計

劃」 ，讓中六學生參加，成為行業學徒，通過工

作實習，了解行內實際工作情況，並汲取工作經

驗。為照顧非華語學生的需要，學校每年舉辦

「非華語學生生涯規劃博覽」 ，向非華語學生及

其家長講解本港及海外的升學機會，亦會邀請非

華語在職人士，如警員、的士司機等，詳述他們

的入行經歷。

胡雁璇老師指，舉辦多項活動及計劃目的是助

學生建立 「前路觀」 與 「出口點」 ， 「許多學生

都不知自己的興趣與志向，我們希望幫助他們認

清自己的能力與優點，以便建立前路觀。確立清

晰目標後，再找方法達成，最終找到心儀工作，

開展事業。」

桂華山中學籃球隊在學界表現卓越，如去年在

學界港島區D1賽中囊括男子甲組冠軍和男子乙

組亞軍，其中男子甲組更連續8年稱王；隊中不

少成員更已晉身成為公開賽球隊的主力成員，教

練翁金驊可謂居功至偉。他表示，學生在籃球隊

學到的不只是球技，還

有紀律與服從，以成就

正確的人生態度。

翁金驊指出，現今家

長大多關注子女的學業

成績，未必容許子女花

太多時間練習籃球，但

他認為加入籃球隊的意

義遠遠不止於鍛練體魄

及爭取獎項，還可以建

立良好的價值觀。 「我
對球員有嚴格的紀律及

服從要求，雖然未必所

有隊員也有機會成為職業球員，但他們日後從事

其他類型的工作，諸如公務員或紀律部隊等，都

需要有高度的紀律及服從。我希望每個球員在成

長後，都可在社會立足，成

為努力工作、自給自足的

人。」 最令他欣慰的是

不少成績稍遜的學生，

加入籃球隊後變得積

極， 「找回信心及歸屬

感 ， 學 業 成 績 也 有 改

善。」
校友孫家駿昔日是桂華

山中學籃球隊的主將，曾

帶領球隊連續3年在學界

港島區D1籃球賽中取得冠軍，也曾代表香港參

加全國中學生運動會。他笑言，在學期間雖然花

了很多時間練習，幸好能顧及學業，文憑試也取

得大學入學的基本資格。現於大專課程修讀體育

課程的他，未來目標是成為職業運動員或全職籃

球教練，他從恩師翁金驊身上領悟到堅持的重要

性。 「作為運動員一定要努力及有犧牲精神，之

後會發現得到的比想像更多。」

生涯規劃 助學生找到人生出路

▲升學及就業輔導主任胡雁璇老師（右）幫助學生作
好生涯規劃，確立升學和就業方向。

▲孫家駿感激母校栽培，發
掘了他的體育才能。

▲桂華山中學男子籃球隊在學界賽屢獲殊榮

▲阿曦感激當年學校和教師對她的
支持和關顧

◀學生撰
寫心意卡
贈予家長
和教師

▲鄭禮林校長表示，學校關顧和信任每個學
生，不離不棄，以愛育才。

學到的不只是球技，還

籃球隊成績顯赫 訓練紀律團隊精神

▲教練翁金驊期望學生
不但球技了得，還要有
良好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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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2571 1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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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潛能 培育自主學習者

《聖經》說： 「我們應當彼此相愛。（約翰一書3:11）」 學生若自小得到師長無私奉獻的關懷與愛護，成長後便能把關愛精神薪火

薪火相傳 關愛扶植華山人

◀桂華山中學取錄了不少非華
語學生，致力建立國際化校
園。圖右二為江嘉玲，右四為
成夏哲。

男子籃球佳績

女子籃球佳績

長後，都可在社會立足，成

為努力工作、自給自足的

人。

不少成績稍遜的學生，

加入籃球隊後變得積

極，

感 ， 學 業 成 績 也 有 改

善。

▲教練翁金驊期望學生

◀學生到
咖啡室體
驗西廚工
作情況

▲學生利用平板電腦學習

◀查美珍（左）和
米 加 娜 （ 右 ） 在
GCSE 中文科考試
考獲A*佳績

中文比昔日容易。

則指出，

板電腦學中文字，讓我明白

中文字的筆劃次序，現在我

有信心讀中文書及報紙。

兩人更異口同聲指，喜歡跟

華語生交流和相處，

一起

等，開心愉快。

華語學生有更多交流機會，

學校作出了許多安排，如舉

辦午間音樂會，讓非華語學

生演唱不同語言的歌曲；另

舉辦參觀本港名勝古蹟的活

▲學校近年推動電子學習，加強師生之間的互動。

桂華山中學近年大力發展電子學習，以提

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動機。學校備有100部平

板電腦，內有大量與教學相關的智能程式，

供不同科目使用。鄭校長認為，在資訊科技

的洪流下，今時今日學生已有能力掌握大量

資訊，學習亦已變得更互動和不受時間限

制， 「例如許多教學程式設有比賽和測試，

學生輸掉比賽會主動向老師求教，這種學習

模式較從前由老師單向授課更有趣和互

動。」 另外，電子學習也令學習時間變為全

天候，如老師和學生可於課後通過學校內聯

網的討論區，分享網上資料或片段，亦可隨

時隨地討論，促進了彼此交流。

鄭校長指出，電子學習為學生提供了更有

效的學習平台， 「課前可先作電子預習，課

堂上可積極參與，課後亦有反思的機會。若

形成了這樣的習慣，便可達到自主學習的效

果。」 他明言，已訂下5年計劃，希望由電子

學習開始，繼而推行合作學習，加強學生在

課堂上的交流互動，透過討論及分工合作達

到學習目標，增加學生的投入程度，再推行

自主學習。他強調， 「自主學習不只是希望

學生化被動為主動，而是由學生主導學習的

過程，全面提升學習效能。」

▲勞副校長引導學生進行合作學習

由電子學習出發
邁向自主學習

◀學生利用
平板電腦學
習

2009、2010、2011、2012、2013、
2014、2015、2016（八連冠）

2009（季軍）、2010（殿軍）、
2011（季軍）、2013（亞軍）、
2015（亞軍）、2016（季軍）

2010（亞軍）、2013（亞軍）、
2014（亞軍）、2015（亞軍）

2011（季軍）、2013（季軍）、
2014（季軍）、2015（季軍）

學界男子甲組籃球（港
島區第一組）

全港學界精英籃球賽
（男子組）

全港學界籃球馬拉松
（男子組）

Panasonic 學界籃球邀
請賽（男子組）

2010、2011、2012、2013
（四連冠）

2010（亞軍）、2011（亞軍）、
2012（冠軍）、2013（亞軍）

2012（冠軍）、2013（亞軍）

2012（冠軍）、2013（亞軍）

學界女子甲組籃球賽
（港島區第一組）

全港學界精英籃球賽
（女子組）

全港學界籃球馬拉松
（女子組）

Panasonic 學界籃球邀
請賽（女子組）

校慶活動一覽表
18/11/2016
09/12/2016

13/01/2017
14/01/2017

04/03/2017
29/04/2017

步行籌款
音樂佈道會
（Watoto非洲兒童合唱團）
感恩崇拜及典禮
開放日及華山盃三人籃球
邀請賽（第一回）
音樂劇及聚餐晚會
華山盃三人籃球邀請賽
（第二回）

*本校女子籃球於2012年獲得「大滿貫」成績，囊括四大籃
球學界比賽的冠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