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行政架構圖

科務及課程發展組

英國語文組

中國語文組

數學組

科學及科技組

人文及通識教育組

體育及藝術組

考試組

升學就業組

教與學事務委員會

危機應變組

員工發展組

學校自評組

財務管理組

學校資源管理組

資訊管理組

員工管理組

學生行政管理委員會

學校外事組

一條龍事務組

家長教師事務組

校友事務組

學校形象推廣組

籌募發展基金組

學校發展委員會學生事務委員會

課外活動組

宗教組

學生支援服務組

訓導組

輔導組

公民教育組

法團校董會

校 長

學校行政會議

副校長（學生事務） 副校長（教學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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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報告

  本年度仍以「發揮恩賜、追求卓越」作為學校主題，支援學生成長方面有以下發展重點： 

品格培養 
  培養學生良好品格方面，全體老師期望學生具責任感、懂得感恩、珍惜生命及機會，並對人關愛。學校透過早會短

講、周會活動、基督徒團契活動及課後特別輔導課等活動，教導同學建立良好品德外。此外，學校亦加強班級經營，班

主任透過「聖經課」、「共創成長路計劃」、「學生學習成長概覽」和「生涯地圖」，有系統地幫助學生訂立目標、進

行反思，從而建立積極的態度和價值觀。

發展潛能
  學校繼續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學習經歷，透過實踐和嘗試，培養並發掘學生的長處和能力，同時亦教導學生懂得關

愛別人及珍惜學習機會。學校一方面鼓勵學生積極擔負校內服務和領導崗位；另一方面努力參加校外交流活動、服務和

比賽。學生透過服務、比賽和領導活動，能拓展視野和發揮各人的恩賜。

家長及校友支援
  支援學生成長方面，家長及校友的支援至為重要。本校家長透過家長教師會積極參與學生事務，共同幫助學生健康

成長，包括設立獎學金、參與獎學金遴選、課室清潔和班際壁報比賽評分及試食遴選飯盒供應商等。校友亦關心和支援

在校師弟妹的學習，除了設立獎學金外，更透過「學長計劃」分享在職場的經驗，學生獲益良多。

陳蕭靜儀副校長

擔負服務崗位  風紀隊

服務同學  紅十字
會

家長參與  陸運會閉幕禮家校合作  家長晚會 校友支援  「學長計劃」

校友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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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學校的教與學事務配合學校主題『發揮恩賜、追求卓越』，在英語環

境、升學多元化、生涯規劃和學科活動方面，積極發展。

營造英語環境
  為促進學生在日常生活中更多使用英語，本校參加AFS國際文化交流計劃。本

年有一位德國交流生到本校4E班，與同學一起上課、學習和生活，大大增加了同學們使用英語的機會。此外，學校繼續優化初中

推行的跨學科語文課程(Language Across Curriculum - LAC)，把科學和地理的課題引入英文課程中，提升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和

應用知識的機會。承接往年經驗，本校第二年組織英語辯論隊，學生表現非凡，分別在2014年11日及2015年5月取得九龍區及九龍

東區聯校英語辯論比賽冠軍。此外，學校積極推行不同的英語活動，讓學生在多元化的語境學習英語，校際英語朗誦比賽、班際

英詩朗誦比賽、挪威師生交流、Science is FUN、英語地理考察等活動，都在不同層面營造學校的英語學習環境。 

升學多元化
  為了增加學生升學機會和選擇，學校除了致力協助學生升讀本港的大專院校外，亦
不斷開拓學生到台灣、內地和海外的升學機會。本年，校長遠赴海外，走訪多所台灣和加

拿大大學，締結升學盟約，讓本校學生獲得有條件取錄的機會。此外，學校亦接觸不同的

韓國和美國大學，並邀請大學代表到校，向師生們解釋兩國的入學要求和機會。透過多元

化的升學機會和學科選擇，強化了學生的學習目標和動力。

商校合作
  為了讓學生從小開始為自己的定下成長目標，本校推行

了生涯規劃，透過學生成長概覽、升學就業講座、職場參觀等，讓學生建立自己的發展方向。本年

度，學校為每位中三和中五同學組織了個人升學與就業輔導計劃，老師透過小組活動和個別面談，協

助同學認識自己，計劃未來升學與就業的方向。本年，學校加強商校合作計劃，為同學舉辦了多個職

場參觀活動，有國泰城、香港電台、明報、消防局等等，讓學生認識本地的大型機構的運作模式和工

作團隊的不同職能，啟發學生未來發展的路向。

學習活動化 
  本年學校推動學習活動化，把課堂學習與學科活動有機地結合，如初中歷史科組織中環歷史考
察活動、古埃及建築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場的模型比賽；通識科舉辦45周年校慶學者講座，邀請了劉進圖先生和陳方安生女士等

社會知名人士到校分享，擴闊學生的眼界和培養學生多角度思考；科學科舉辦校內和聯校水火箭比賽、降落傘比賽等等，促進學

生自主學習，發掘學生潛能。

  另一方面，學生於本年度的校外比賽成績良好，令人欣喜。團體獎項方面，中文辯論隊在觀塘辯論杯賽取得冠軍，4E同學在

校際英文集誦比賽取得季軍，數學科代表在「第三十二屆香港數學競賽」(HKMO)中取得九龍一

區Top 10%分區團體獎項，校際中文朗誦比賽30多位同學獲

獎，手鈴隊在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2015獲金獎，校園電

視組在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義工運動」短片創作比賽獲亞

軍。個人獎項方面，6F陳家豪同學在生物科奧林匹克比賽獲

榮一級榮譽及百分位排名92%，5F何德健同學在「培正數學

邀請賽」中獲銅獎， 3D莊浚鋮同學於「光影、共融」青年

人道攝影比賽榮獲中學組季軍，3E黃綽瑤同學獲兒童心臟基

金會學業獎勵計劃中學組學術卓越獎。獎項不能一一盡錄，成績確令人鼓舞。

校長加拿大升學考
察及締結升學盟約

金會學業獎勵計劃中學組學術卓越獎。獎項不能一一盡錄，成績確令人鼓舞。

聯校水火箭比賽

升學多元化
  
不斷開拓學生到台灣、內地和海外的升學機會。本年，校長遠赴海外，走訪多所台灣和加

拿大大學，締結升學盟約，讓本校學生獲得有條件取錄的機會。此外，學校亦接觸不同的

韓國和美國大學，並邀請大學代表到校，向師生們解釋兩國的入學要求和機會。透過多元

化的升學機會和學科選擇，強化了學生的學習目標和動力。

商校合作
  為了讓學生從小開始為自己的定下成長目標，本校推行

學生參觀國泰城

校際英文集誦比賽取得季軍，數學科代表在「第三十二屆香港數學競賽」(HKMO)中取得九龍一

區Top 10%分區團體獎項，校際中文朗誦比賽30多位同學獲

獎，手鈴隊在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2015獲金獎，校園電

視組在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義工運動」短片創作比賽獲亞

軍。個人獎項方面，6F陳家豪同學在生物科奧林匹克比賽獲

榮一級榮譽及百分位排名92%，5F何德健同學在「培正數學

邀請賽」中獲銅獎， 3D莊浚鋮同學於「光影、共融」青年

人道攝影比賽榮獲中學組季軍，3E黃綽瑤同學獲兒童心臟基
學生參觀國泰城學生參觀國泰城

校際英文集誦比賽取得季軍，數學科代表在「第三十二屆香港數學競賽」(HKMO)中取得九龍一

人道攝影比賽榮獲中學組季軍，3E黃綽瑤同學獲兒童心臟基

  本年度學校的教與學事務配合學校主題『發揮恩賜、追求卓越』，在英語環

韓國韓東大學教授到校向
學生

講解韓國升學機會

教務報告 黃仕恩副校長

數學比賽得獎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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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行政及管理委員會屬下有六個組別，其中四個組別
處理學校行政及內部資源調配，較少接觸學生和家長：包括

危機應變組、學校自評及教師發展組、財務管理組和員工管

理組；另外兩個組別：學校資源管理組及資訊管理組，則負

責教與學的前線支援工作，與師生有密切接觸。

  學校資源管理組的主要工作是支援學校的各項活動，負
責典禮及活動的場地安排、改善及維護校舍環境及設備、支

援試卷刊物的印刷等工作。資訊管理組則負責學校資訊科技

設備的日常操作及更新，支援老師與學生利用資訊科技進行

教學活動，並負責處理學生記錄及印製成績表等。

  另外，委員會屬下的財務管理組則負責策劃及管理調學
校財務資源，以便靈活運用不同撥款，資助有需要的同學外

出參加不同類型的活動，拓展視野，強化學習。委員會更負

責聘請教學助理，支援老師的行政工作，擴展老師的教學空

間，讓老師更能專注教學，優化教學。

教與學事務委員會

學校行政管理委員會

數學精英邀請賽團體冠軍及亞洲國際數學
奧林匹克公開賽榮譽證書個人獎澳洲科學比賽

顏汶羽議員獎學金計劃

香港數理學會主辦—科學評核測試賽
獲獎學生

  若說去年堅樂的教與學目標是確立方向，今年則是循所
確立的方向踏步向前。

  我校繼續著力老師的教學專業發展 : 中文科與教育局合
作教研小組共同備課，校內英文、數學、物理、經濟等科目

亦開始共同備課及互評。校方亦為各科安排同備課節，為

老師提供發展教研的機會；校長 ,更身體力行，以提問技巧
作為觀課主題，與老師共同探討課堂教學策略。老師的教學

表現獲得校外機構的肯定 : 陳式豪老師獲得司徒華教育基金
獎，鄧英權老師在應用學習方面的貢獻，獲得

教育局定，推薦他代表香港老師在國慶時赴北

京觀禮。

  英語學習方面，初中部份學科轉為英語教
學已踏入四年，英文科科本加入跨學科單元，

務求同學能有效學習。教育局曾到校進行以英

語為教學語言的視學，對本校課程的配套、同

學的學習進程，給予高度肯定。為了加強同學學習英語的興

趣及拓展視野，我們更取錄了一位來自德國的交流生與本校

同學一起學習，讓同學在日常生活中也有使用英語的機會。

  我校一如以往，重視同學的學習習慣及態度。校方除一
貫重視課堂同學的學習習慣，如提倡班本經營、正視上課態

度，今年開始優化過往政策，著力

協助欠交功課同學重建學習習慣。

老師一致認為優化後的政策，有助改善同學的交功課習慣。

  我校同學在學習中得到多元的發展，提高了學習的效
益。數學科方面，我校同學本年在各大比賽獲獎無數，更有

同學於國際數學競賽中獲獎。中、英文科於校際朗誦奪得多

項獎狀，英艾科更於教育局主辦的英語創作比賽屢獲獎項。

另外，本校今年更開展了英文辯論隊，同學不斷突破自己，

戰勝強敵，取得九龍區聯校比賽的冠軍，

與中文辯論比賽並駕驅。至於科學科的水

火箭活動、生物科的奧林匹克比賽、中文

科的寫作比賽及通識科的公民話劇、名人

講座等，均使同學擴濶視野，獲益良多。

  本年的公開考試，部分同學考獲理想
分數。本校今年入讀大學課程的人數亦比

上年略為增加，入讀港大、中大或海外大學。其他同學亦能

就讀本港不同課程，或到社會工作。因為升學就業組生涯規

劃的努力，在放榜的一天，同學都清楚自己要走的路，沒有

人感到徬徨無措。本校師生均認識不以成績衡量個人價值，

真正體驗了本校尖子與基層共融的精神。 

曾兆基老師

黃明暉老師

  另外，委員會屬下的財務管理組則負責策劃及管理調學
校財務資源，以便靈活運用不同撥款，資助有需要的同學外

出參加不同類型的活動，拓展視野，強化學習。委員會更負

責聘請教學助理，支援老師的行政工作，擴展老師的教學空

何智偉老師、梁達明老師、王錦琨老師、蔡開華老師、
利俊賢老師、黃明暉老師、黃仕恩副校長
馬孫沛君老師、林慧琛老師、潘黃惠珠老師、胡周敏芝老師

穩步向前的一年

德國交換生與堅樂學生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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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委員會

以心靈與上帝交談
學習服務他人 活動中建立團隊合作

輕鬆互動交流

林寶豐老師

學校發展委員會
鄧英權老師

  學校發展組的工作目標是推廣學校形象；加強學校與社區
的聯繫，將學校最新資訊與社區分享；與家長教師會及校友會

合作，推廣學校工作。

本年度學校發展組工作：

1 . 學校形象推廣
  本組除了舉辦學校展覽，接待觀塘區900多位家長參觀學校
外；更會回應傳媒查詢，安排有關訪問，並向傳媒發放資訊。

本組既協助轉介家長查詢，更致力解決家長疑問，收集家長意

見，積極與家長及社區人士溝通。

2 . 學校刊物印刷
  為了使外界認識本校特色，本校每年出版校刊、學校通訊
及學校簡介。校刊方面，本校與小學一起合作出版，體現一條

龍精神。

3 . 製作校園電視節目
  本組屬下校園電視隊共有十多名學生，協助老師製作校園電視節目，並拍攝比賽影片，屢獲殊榮。本校設有設備先進
的校園電視室及廣播系統，使隊員能直播及錄影學校不同類型活動，讓同學更能掌握學校的資訊，建立歸屬感。

4 . 結龍計劃
  本組負責統籌各項連繫小學活動，包括安排堅小學生、家長參觀及探訪中學；安排中學生協助小學進行陸運會。本組
更安排堅小堅中老師進行專業交流，透過中小學科組合作及交流，體現結龍精神。

5 . 應用學習課程
  本校參加教育局的應用學習課程計劃，本組負責行政、連繫及推廣事宜，並與職訓局開會，商討課程及檢討學生的表
現等。

6 . 家長教師會及校友會
  本組負責統籌家長教師會及校友會活動，加強家長與校友的參與。家長教師會舉辦了多個講座及活動，推行家長教
育。本校設有校友會，每年有校友日，讓師生共聚。

  本組屬下校園電視隊共有十多名學生，協助老師製作校園電視節目，並拍攝比賽影片，屢獲殊榮。本校設有設備先進  本組屬下校園電視隊共有十多名學生，協助老師製作校園電視節目，並拍攝比賽影片，屢獲殊榮。本校設有設備先進

李栢倡老師、蘇曉娟老師、梁佩施小姐、陳廖智慧老師、
程德智老師、余健祥老師
馬周淑英老師、何張詠琛老師、鄧英權老師、李立中校長

  本年學校主題是「發揮恩賜、追求卓越」，是三年計劃的最後一
年。學生事務委員會負責協調各功能組別包括訓導組、輔導組、宗教

組、公民教育組、課外活動組和學生支援組之方向，本年目標工作主

要包括1)強化班級經營，優化學生行為品格及豐富信仰生活；2)強化領
袖訓練；3)優化學生活動規劃及展示學生成果。委員會協調各組，為
培育學生在德、智、體、群、美、靈各方向發展所長。同時委員會收

集學生及老師對學生事務之意見，並作跟進處理。另外，本組計劃全

校學生成長的方向，讓學生在課堂以外的校園生活中，能加強品德的

學習和培養，以服從紀律，學習團結合群，將所學實踐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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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團隊未變，公教組同學變動很多，超過九成同學會在中‘五’
（中五級）落車，然後將公教組所學，回饋學校其他組別。

  推行校內的公民教育的精神仍然是一貫的3S(of the students, by the 
students, for the students)，承先然後啟後。今年活動有五大亮點：

1. 飢饉三十，師生啟悟，珍惜食物是對生命的最大尊重，對弱勢社群
的最佳禮讚。

2. 一系列的名人講座，包括呂秉權先生、陳方安生女士、劉進圖先
生，幫助學生識國情、明政改、思自由。午間龍門陣邀請明光社及

熱血公民的嘉賓，講平權、談社運。以上講座論壇，同學均獲益良多。

3. 成功入選美國中學交流計劃，3位同學來年在海外交流生活，開拓個人的世界視野。

4. ‘堅樂殺人事件簿’話劇，解構學校制度如何桎梏學生成長，淺入深出，口碑良好。

5. 寓訓練於比賽，終年無休，所有公教同學均需參加最少一項校外即席演講比賽，額外的獎賞是獲得兩亞一季的成績。

游林菀筠老師、王美玲老師、蔡耀權老師、利俊賢老師、
曹金銘老師、楊桂珍老師
胡周敏芝老師、陸永成老師、吳浩昌老師

  本校本年度有紀錄的課外活動共149項，包括學會/興趣小組活動
76項，校外活動、比賽及公開表演73項。學生參與率超過98%。校方
鼓勵中一學生於第一學期開始前，按自己興趣及恩賜，選擇一項服務

活動，學習基督服侍人的精神，所以中一學生參與率接近100%。

  此外，課外活動組為配合本年度學校的主題『發揮恩賜，追求
卓越』，舉行了全方位學習日，透過不同的學習活動，讓學生發展

更多課堂內外的不同學習經驗，豐富學習生活。為了鼓勵同學積極

參與及發展群體性，本年度試後活動日的第一天定為班會活動日。

當日，有80%班別跳出校園，參加不同形式的文化、藝術或體育活
動：包括電影欣賞、球類活動、主題Café、war  game、主題公園
一日遊、離島遊、宿營等；校內活動則有球類活動、水戰及分享會

等。另外，試後活動期間舉行了班際球類比賽、歷史模型大賽、福

音詩歌分享等。本組期望同學能參與不同活動，令校園生活更見繽

紛、更添意義。

  本組配合學校宗旨及目標『發揮恩賜，追求卓越』，致
力培養學生的自省能力，學習尊重、自信和自律，建立樂

觀、積極、忠誠和正直的人生觀。本組更致力培養學生獨立

思想、判別是非、解決疑難及學習基本生活技巧，以便適應

劇變的社會環境。

  本年度開初，就培養學生的基本學習態度方面，本組協
助教務組推動課後功課ICU措施，提醒同學重視交功課的態
度。就個人而言，同學可以建立良好習慣；就學校整體而

言，可以建立良好學校氣氛，使同學有更好的環境學習。

  學生守時、認真、謹守校規，是應有表現。希望明年更
多同學獲得五優（不遲到、不缺席、不欠功課、不犯規留

堂、不犯規扣分）之榮譽。

  訓導工作任重道遠而又難以面面俱圓，不過我們相信聖
經的教導：「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面的、我

也常在他裡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

作甚麼。」深信只要有穩固的信念，靠著那從上頭而來的力

量，我們必能帶領學生認識真理，找得人生正確方向，充實

自己，回饋社會。

訓導組

公民教育組

當日，有80%班別跳出校園，參加不同形式的文化、藝術或體育活
動：包括電影欣賞、球類活動、主題Café、war  game、主題公園
一日遊、離島遊、宿營等；校內活動則有球類活動、水戰及分享會

等。另外，試後活動期間舉行了班際球類比賽、歷史模型大賽、福

音詩歌分享等。本組期望同學能參與不同活動，令校園生活更見繽

紛、更添意義。

林偉濤先生、蔡開華老師、林華榮老師、余許雲秀老師、
王劉婉玲老師、譚麗明老師、黃封樂敏老師

1. 飢饉三十，師生啟悟，珍惜食物是對生命的最大尊重，對弱勢社群

2. 一系列的名人講座，包括呂秉權先生、陳方安生女士、劉進圖先
生，幫助學生識國情、明政改、思自由。午間龍門陣邀請明光社及

熱血公民的嘉賓，講平權、談社運。以上講座論壇，同學均獲益良多。

李楊利雅老師、吳漢基老師、彭偉興老師、
吳凱安老師、陳澤生老師

課外活動組 余許秀雲老師

陸永成老師

吳漢基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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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組希望幫助學生發展自我省察能力，加強自我了解，認識自己的能力、
性向、興趣、需要、價值觀、資源和限制，並為自己將來訂定適合的計劃及建

立積極的學習、工作態度。

  2014-2015年度，本組為照顧不同性向和能力的學生，推行分流的「生涯
規劃」輔導工作，又舉辦不同類型的參觀，帶領學生認識香港。

  本組為各級同學舉辦「生涯規劃活動」，包括輔導計劃、職場體驗計劃、
短講、性向評估、模擬面試及職場實地考察。本組更提供多元化升學輔導，並

舉辦中六級家長晚會及放榜前輔導日，協助家長及中六同學為放榜作好準備；

又為中三及中四學生舉辦選科家長晚會，介

紹「升學途徑」。

  展望來年，本組繼續善用校內、校外資
源，擴闊同學眼界，協助同學規劃生涯。

  本組為各級同學舉辦「生涯規劃活動」，包括輔導計劃、職場體驗計劃、
短講、性向評估、模擬面試及職場實地考察。本組更提供多元化升學輔導，並

舉辦中六級家長晚會及放榜前輔導日，協助家長及中六同學為放榜作好準備；

又為中三及中四學生舉辦選科家長晚會，介又為中三及中四學生舉辦選科家長晚會，介

黃綽珩老師、黎鄭小群老師、程德智老師、
葉嘉燕老師、陳樹仁老師

談潘佩嫻老師、黃任靜儀老師、
柳仲軒老師、林寶豐老師、談永亮老師、
張林家燕老師、鄧梁嘉穎老師

輔導組

升學就業輔導組

參觀冰雕節

堅樂任你點 朋輩調解員訓練計劃

生命教育—感恩鳥

皮革手工藝班

知恩、感恩的感恩鳥

  在同學嘻笑怒罵的陪伴下，一年很快就過去了。同學在318室裡玩三
國殺「殺、殺、殺」的「嘻」、在走廊上說說成就的「笑」、面對身邊不

公平的「怒」和「罵」，陪著我走過許多的小息。還有你們的啼啼哭哭，

訴說你們學習上的惆悵和家庭困境，給我上了不少課堂。也許成長就是如

此，我們在不同的經歷、學習和情感中，不斷向前行走。各位堅樂同學，

我們是一同成長的。

  今年，朋輩調解員給李姑娘上了內疚的一課。滿有熱誠的15位同學，
在欠缺組織的聚會安排，努力堅持完成20小時的朋輩調解訓練、在校內推
廣和平校園的信息，也跟校外同學交流朋輩調解的應用。我除了感激各位

的體諒，唯有追永進步，為來年準備具組織性的計劃及系統訓練。（各位

放心，我已準備妥當！）。

  今年，朋輩調解員給李姑娘上了內疚的一課。滿有熱誠的15位同學，
在欠缺組織的聚會安排，努力堅持完成20小時的朋輩調解訓練、在校內推
廣和平校園的信息，也跟校外同學交流朋輩調解的應用。我除了感激各位

的體諒，唯有追永進步，為來年準備具組織性的計劃及系統訓練。（各位

放心，我已準備妥當！）。

  中學的校園生活是人生建立自我的重要階段。每一個學生也有不同的成長
背景、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生活經驗，令他們發展了獨特性，所以本組以不同

的工作，讓學生得到不同的照顧和支持，發展不同的潛能。本組以道德教育及

相關活動加強學生的抗逆力，並在他們遇到困難時給與人本輔助。本組相關工

作如下：個案輔導、評估及轉介、主題式小組活動、明珠計劃（義工服務加分

計劃）、朋輩調解員訓練計劃、健康校園大使計劃、周會講座、性教育周、校

園廣播節目、壁報展覽、早會、「共創成長路」計劃、家長支援、生命教育活

動、支援特殊學習需要等，以推動校園輔導工作。盼望在堅樂中學成長的學生

能活出堅強又喜樂的生命。

林寶豐老師

程德智老師

李卓敏姑娘

學校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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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天佑傳道、管麗霞傳道、
吳兆敏傳道、林碧儀傳道

  依據全校參與牧養模式，本組
配合學校全年主題「發揮恩賜，追

求卓越」，提供不同活動和服務機

會給同學，讓他們在校園愉快學習

及成長。

  學生支援組鼓勵同學關注及參
與不同學生事務，包括班本勵行、畢

業禮、中一及中二留校午膳計劃等，

使同學有機會學習策劃活動及領導能

力技巧，服務人群。本組曾邀約校外

機構舉辦午間活動如射擊對戰和青年

歸主福音聚會等，增強同學對學校的

歸屬感及認識福音；又透過校本課後

學習及支援計劃，讓同學參加音樂、

體育、歷奇和功輔班等不同活動，建

立多元能力及積極學習態度。本組期

盼透過提供不同活動，讓同學發揮恩

賜，追求卓越。

對戰射擊 水果日（午間鬆一鬆）
試食（選擇飯盒供應商）

�中一及中二留校午膳計劃

典禮

堅中堂堂會大活動

學生支援組 

伍陳穎雯老師、吳洪珊珊老師、何樹康老師、
周章佩麗老師、劉邱婉菁老師、陳式豪老師

體育、歷奇和功輔班等不同活動，建

立多元能力及積極學習態度。本組期

盼透過提供不同活動，讓同學發揮恩 陳景龍老師、林慧琛老師、陳蕭靜儀副校長
楊 靜老師
黃聶素珊老師、蔡耀權老師、戴李玉蓮老師
馬周淑英老師

宗教組 

傳道人：林碧儀傳道、王天佑傳道、管麗霞傳道、吳兆敏傳道

主日崇拜： 星期日 上午10:30 – 12:00
兒童崇拜： 星期日 上午10:30 – 12:00（幼稚園、小學級）
周六崇拜： 星期六 下午3:00 – 4:00（青少年）
地點：堅樂中學禮堂  電話：2727 7887／2727 7909
地址：九龍觀塘曉明街26號 電郵：hgc_g8@yahoo.com.hk

堅中堂

蔡耀權老師

陳式豪老師

音樂佈道會

團契職員
和導師

基督少年軍

  本學年學校舉行了多元化的宗教活動，讓同學認識上帝和追尋真理，包括
基督徒大會、學生福音團契、福音周、基督少年軍集會、讀經運動、聖誕節及

受苦節聚會、關懷貧窮人送暖行動等。

  福音周多采多姿，包括書展、Gospel Cafe、足球活動、午間敬拜、師生獻
唱、大型音樂佈道會等，宣揚「與主約定 燃亮生命」的主題。

  在復活節假期，師生24人參加柬埔寨服務及學習之旅，探訪柬埔寨學校、
兒童中心和教會，與當地小朋友交流，讓學生學習無私付出、服侍

他人。

  願堅樂同學，能認識真
理，培養良好品格，發揮恩

賜，服務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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