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張詠琛老師

  家長教師會的工作是多層面及多方面的，我們的服
務對象包括家長、老師及學生，活動包括家長教育、親

子教育、聯誼、組織家長參與學校事工及改善學生學習

環境等。本會致力與外界聯絡，部份委員為觀塘區家長

教師聯會成員，將家長教育最新的動態信息帶回本會。

本會更努力協助家長與學校建立良好溝通渠道，使家長

成為學校的有力支援。為了支援學生學習，本會設立

學科及活動發展基金，協助老師發展學科活動，使學生

得益。另外，我們申請了教育局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津

貼，與堅小出版了三期學校通訊，將本會最新的資訊與

會員分享，充分體現一條龍的辦學精神。

家長教師會委員飯聚

家長教師會第二十屆委員會

家長教育工作坊

家長校董選舉

家長與老師會談

家長教師會   家長教師會   家長教師會   家長教師會   家長教師會   家長教師會   家長教師會   家長教師會   家長教師會   家長教師會   家長教師會   家長教師會   家長教師會   家長教師會   家長教師會   家長教師會   家長教師會   家長教師會   家長教師會   家長教師會   家長教師會   家長教師會   家長教師會   家長教師會   家長教師會   家長教師會   家長教師會   家長教師會   家長教師會   家長教師會   家長教師會   家長教師會   家長教師會   家長教師會   家長教師會   家長教師會   家長教師會   

第二十屆家長教師會執行常務委員會及支援小組﹕

顧問 李立中校長 

主席 梁鳳儀女士（5E林佩君家長）

副主席 李仕康先生（4A李銘燊家長） 黃仕恩副校長

秘書 孫少薇女士（4A孫綺淇家長） 何張詠琛老師

司庫 成麗娟女士（2E謝家信家長） 陳蕭靜儀副校長

聯絡 陳希達先生（1E陳澧淳家長） 程德智老師

總務 陳綺玲女士（3C叶彤家長） 余健祥老師

義務核數 鄧鳳茵女士（4B潘志雄家長）

2015-2016年度家長教師會活動﹕

冷氣徵款及資訊科技發展基金籌款活動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捐贈圖書活動

中一及中二家長與班主任共話（成績檢視）

家長親子工作坊—與子女好相處系列—正向管教及衝突處理

中三及中四選科晚會

舊書轉售

家長校董選舉

中六級家長晚會

總結
  本年度的工作能得以順利進行，實
有賴各委員的努力及家長、老師的支

持。本會今年開始推行家長校董代表選

舉，配合教育局校本措施及法團校董法

案的發展，讓家長能有更大的空間表達

意見。
校友林健青於家長晚會向中四同學
分享自己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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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比賽獲獎紀錄公開比賽獲獎紀錄

  本校六位學生（F.1D葉健浩、F.3E蕭明基、F.4A葉珀
豪、F.4A陳裕鏗、F.4D蔡凱明及F.4E盧裕豐）參與由藝術與科
技教育中心舉辦的「陽」帆之旅－太陽能模型船創作大賽，此比賽的目

的在於鼓勵學生發揮創意、設計及應用可再生能源的科技，共同推動社

會持續發展。

  學生於賽前工作坊內學習有關太陽能光電科技的知識及掌握製船
技巧，與及有效運用可再生能源對社

會持續發展的重要性。工作坊後，學

生需在約兩星期內要發揮創意設計和

運用科技來製作太陽能模型船作賽，

當中學生要解決可再生能源的應用問

題，並同時培養團隊合作精神。

  最終，F.4A葉珀豪奪高中個人賽
優異獎，在此恭賀學生獲獎。

第五屆「陽」帆之旅—太陽能模型船
創作大賽奪高中個人賽 優異獎

英文辯論隊勇奪冠軍寶座

competition DEBATE CHAMPION morning practice

國際學科評估成績優良
  爾斯大學主辦的2016國際學科評估，
測試個人在英文、數學及科學科成績的國

際水平。學校日前收到澳洲主辦機構寄來

的成績報告，本校多名學生成績優良，特

此恭賀。

成績優異學生名單

班別 姓名 科目 成績
世界排名
百分位數

1D 温恩賜 數學 優異 97%
1E 劉家亨 數學 優異 96%
1E 任銘政 數學 優異 98%
2C 黃子霖 數學 優異 94%
3C 叶 彤 數學 優異 94%
3E 譚靜妍 數學 優異 94%
1E 任銘政 科學 優異 96%
3C 叶 彤 科學 優異  
4E 張靖敏 科學 優異

The 67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English)

最傑出自主學習科學獎
「2015-2016獎勵計劃—小小科學家派對」

1E 陳靖朗
1E 葉 婷
1E 關紫晴
1E 蕭珮文
1E 紀欣善

  One year ago, a group of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English Debate Team. Not only were they new to 
debates, they need to embrace the challenges of using 
English as a means to debate! Despite the hardships, 
students of HGC have made great improvements and 
achievements after more than 10 months of training!
  In late September, we took part in the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 Debating Competition". We 
defeated several schools in different events and fi nally 
won the Championship of Kowloon!
The English Debate Team members are: 
Leung Sin Yee, Ng Hoi Ki, Chong Nga Kwo, Tam Shuk 
Ki, Wong Ngai, Hui Sin Ki, Cheung Ka Ying, Pun Man 
Wing, Chau Tsz Ho, Tsang Hiu Yan

  一年前，一班堅樂的同學參加了
英文辯論隊，不單對辯論一竅不通，

要以英文作辯論的語言，對他們來說

更是一個大挑戰。但經過十多個月刻

苦的訓練，堅樂的學生獲得顯著的進

步，並越戰越勇！

  九月底我們參加了 " H o n g 
Kong Secondary School Debating 
Competition"，經過三個月的比賽，
我們幾次的賽事中擊敗對手，最後成

功奪得九龍區冠軍寶座！

英文辯論隊名單：

梁倩儀，吳凱祺，莊雅歌，譚淑琪，

黃 藝，許善祺，潘文榮，周子鵠，
曾曉恩

成績良好學生名單

班別 姓名 科目 成績

1D 温恩賜 英文 良好

3D 鄭秀麗 英文 良好

1D 洪家哲 數學 良好

1D 李嘉明 數學 良好

1E 陳熙勻 數學 良好

4A 張中瀚 數學 良好

4A 方嘉杰 數學 良好

4E 周致因 數學 良好

4E 羅嘉穎 數學 良好

4E 李瑜瑛 數學 良好

4E 謝仟華 數學 良好

4E 張靖敏 數學 良好

1D 温恩賜 科學 良好

1D 葉健浩 科學 良好

2C 黃子霖 科學 良好

3D 鄭秀麗 科學 良好

4E 周致因 科學 良好

4E 謝仟華 科學 良好

第七屆全國中學生領導力展示會一等獎

團體獎包括：優秀學校一等

獎及最美紫荊公益獎

支援組

3C 洪嘉寶、3D 黃慧儀、3D 鄭秀麗、3D 羅 琳、3E 陳子熙、4E 杜振宇

  6位同學於7月21 -7月
2 8日奔赴上海，參加由中
國教育學會主辦的第七屆全

國中學生領導力展示會，與

1500多名內地優秀高中生切
磋，共奪5獎，成績斐然！

第七屆全國領導力展示會

最傑出自主學習科學獎

4E 周致因 最佳改進公共政策項目獎
4E 李瑜瑛 最佳環境保護項目獎
4E 陸賢明 最佳組織社區與校園服務項目獎
4E 伍佑生
4A 胡文茺
3C 趙俊昇

冠軍 3E 譚靜妍

優良 1C 高樂怡 1C 梁敬之 2D 劉樂儀 3C 洪嘉寶
3C 葉 彤 3C 關之霖 3C 鍾 敏 3D 羅 琳
3E 簡健儀 3E 譚靜妍 3E 邱卓恩 3E 陳映悅
4A 張健銘 4E 張靖敏 5D 潘敬文 5D 梁飛勇
5D 鍾煒恆

良好 1B 李苡珊 4A 林燕莉 4A 黃淑婷 4A 楊婷雅
4A 李曉清 5C 陸雯芳

第67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獎項

Certifi cate of Merit
1A Tong Ho Wai 1D Chan Ho Hin
1E Kan Long Kit 1E Siu Pui Man
1E Tsang Hau Yee 2B Ngan Tsin Tong Katy
2C Wong Tsz Lam 2D Au Ka Man
2D Kwok Hoi Yiu 2D Lau Lok Yee
2E Ma Lee Lik 2E Yang Ka Po
3D Ngan Tsin Hei 3D Tang Hoi Lam
3D Yiang Hok Sze 3E Kan Kin Yee
3E Lai Tsz Huen 3E Wong Ching Wai
3E Wong Chiu Yee 4D Leung Ka Ho
4D Pang Ching Hin 4E Chow Chi Yan
4E Li Yu Ying 4E Mak Ning Hing
4E Tse Tsin Wa 5A Chan Sze Yan
5E Leung Sze Chit Jessie 5E Li Qixue
5E Ng Tsz Wing 5E Wan King Fong

6F Chong Nga Kwo

Certifi cate of Profi ciency
1C Li Xiao Lin 2A Lui Yi Lam
2A Yip Ka Kiu 2E Huang Wai Man
2E Lau Lok Yee 3B Lam Lap Fung
3D Cheng Sau Lai Paula 4A Chui Yat Sin
4A Sun Chui Yee 4D Leung Kai Yin
4D Wong Wing Yin 5E Law Tsz F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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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航天競賽香港區獎

  本校多位同學參加
了由澳洲國家化學測試

2015，是次測試由澳洲
皇家化學學院主辦，旨在

提升學生對化學的興趣、

發掘化學於社會及日常生

活中的角色、激發對化學競賽之熱情及擴闊學術視野。它不光是一個國

際性化學知識測驗，亦是協助科任老師估量學生對學科理解的平台。

  本校共六位學生成績優良，榮獲以下獎項，特此恭賀。

班別 學生姓名 成績 香港排名

6F 何德健
特別優異 
（High Distinction Excellence）

100%

4E 張靖雯 優異（Distinction） 87%
6F  潘文榮 優異（Distinction） 82%
6D 葉季誠 榮譽（Credit） 74%
4A 張健銘 榮譽（Credit） 71%
3E 蕭明基 榮譽（Credit） 68%

  盼望同學能在日後的化學比賽中取得更佳成績，為校爭光。

獲銅獎學生名單： 
2D 馮浩良 3D 鄭秀麗 2D 林嘉駿 3D 曾憲亨 2E 黃慧雯
3D 曾弘裕 2E 林錦瀅 3D 黃慧儀 2E 劉樂怡 3E 何盈盈
2E 廖穎琪 3E 簡健儀 2E 黃宇恒 3E 李詩韻 2E 楊嘉寶
3E 廖嘉謙 2E 楊國威 3E 潘可蓉 3B 羅逸星 3E 譚靜妍
3B 盧炬丰 3E 杜凌志 3C 周靜樂 3E 邱卓恩 3C 趙俊昇

男子甲組羽毛球隊奪亞
  我校男子羽毛球甲組於2015年12月12日晉身總決賽，比賽假彩虹道
體育館舉行。

  四強賽當天首戰出師不利，先失兩局，教練、隊員也大為緊張。幸得
隊友、在場師生鼓勵支持，隊員終能收拾心情，於背水一戰的情況下力追

三局，最終以三比二險勝，順利進入總決賽。

  面對新高中課程及公開試預備，隊員學業繁重，能擠身獎牌賽已不容
易，能與芸芸勁旅較競，勇奪亞軍的成績，實在可喜！汗與淚的背後，實

在是隊員一個又一個堅毅、刻苦的故事。

男子甲組羽毛球校隊成員：

5C 陳梓軒（隊 長）
5D 潘敬文（副隊長）
6F 周子鵠 6F 曾憲㦡 5D 鍾偉恒
4A 邱偉鴻 4E 盧裕豐  

中三級金獎學生 中三級銀獎學生

中三級銅獎學生中二級銀獎和銅獎學生

澳洲國家化學測試

航天科技考察比賽冠軍

不知多少汗水換來的獎牌，珍而重之 四強賽首戰後檢討，為冠亞戰作預備

男子羽毛球甲組最強陣容

航天科技考察比賽冠軍

薪火相傳，男子羽毛球隊合照

全國航天競賽香港區獎

  本校手鈴隊於5月13日參加香港亞洲國際手鈴協會主辦之香港國際
手鈴奧林匹克2016榮獲高級組金獎！
手鈴隊隊員如下：

2C 董心亮 4A 蔡曉霖
4A 李澤軒 4A 吳振宗
4B 陳嘉穎 4C 趙冠東
4E 葉素麗 4E 高樂宜
4E 李嘉宜 4E 李俊賢

4E 謝仟華

  恭賀本校手鈴隊於5月11日參加香港亞洲國際手鈴協會主辦之香港
國際手鈴奧林匹克2016榮獲初級組銀獎！

手鈴隊隊員如下：

1E 紀欣善 1E 郭文如
1E 蘇學柔 2B 劉家亨
2B 李浩賢 2C 馬嘉欣
2D 陳勵瑩 2D 尹頌賢
3A 陳曉彤 3C 關之霖

31位學生於科學評核測試獲獎
  本校多位學生參加香港數理教育學會主辦的科學評核測試，測試
目的是評核香港和鄰近地區的中二及中三級學生對科學技巧的過程

（包括觀察、溝通技巧、分類、量度、推斷和預測），以及回饋學生

學習科學時的強弱項。

  本校學生共獲3金獎、3銀獎和25銅獎，在此恭喜學生獲獎！！ 

獲金獎學生名單： 
3C 黃瑞龍
3C 叶 彤
3E 梁家肇

獲銀獎學生名單： 
2E 林德銘
2E 梁傑銓
3E 蕭明基

國際手鈴奧林匹克金獎

手鈴隊高級組成員

手鈴隊初級組成員

  本校5E班吳紫穎同學
參加善德關愛科研青年發

展計劃之「2015北京、西
安航天科技考察團」其所

屬分隊獲得研習成果彙報

比賽冠軍。

  第十八屆「飛向北京 飛向太空」全國
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競賽香港區選拔

賽水火箭定點打靶賽獲取三等獎。

獲獎同學

2E 蕭詠淇 2E 廖穎琪 2E 盧俊傑
2E 李敏瑤 2E 楊國威 2D 朱浩賢
2D 李領慶 2D 郭意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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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至2017年度得獎生芳名

第一名
S.1A
鄭梓聰

S.1B
陳駿諾

S.1C
李曉琳

S.1D
葉健浩

S.1E
梁暐琦

第一名
S.2A
伍世洛

S.2B
黃天喜

S.2C
黃子霖

S.2D
陳勵瑩

S.2E
梁傑銓

第一名
S.3A
黃芷諾

S.3B
盧炬丰

S.3C
叶 彤

S.3D
鄭秀麗

S.3E
譚靜妍

S.4 S.5

第一名 4E 麥寧馨 5E 李兆康

第二名 4E 張靖敏 5E 劉梓譽

第三名 4E 關海儀 5E 郭傑超

1A
鄭梓聰
梅詠兒

1B
馮源森
鄧植維

1C
陳雅唯
李曉琳

1D
葉健浩
邱嘉敏

1E
劉業威
郭文如

2A
彭思晴
鄧家豪

2B
黃天喜
鄺芷平

2C
黎家寶
黃子霖

2D
陳佩藍
陳勵瑩

2E
陳慧群
林錦瀅

3A
林雅曦
鄺安琦

3B
王詠芝
盧炬丰

3C
趙俊昇
許妤悅

3D
鄧凱琳
羅 琳

3E
黎子瑄
劉昭儀

4A
陳筠蓉
張健銘

4B 吳紫晴 4C
屈卓嵐
梁燕玲

4D
林鑫志
黃韻婷

4E
張穎欣
葉素麗

5A
黃 立
曾天慧

5B
胡美恩
黃彥銘

5C
資娸甄
董心誠

5D
黃俊源
呂堯鋒

5E
陳詠虹
李兆康

中一各班各科全年總成績第一名

S.1A S.1B S.1C S.1D S.1E

英文 林依琪 李苡珊 李曉琳 葉健浩 劉業威

中文 鄭梓聰 李苡珊 李曉琳 李嘉賦 梁暐琦

數學 鄭梓聰 黎昊 李曉琳 葉健浩 劉業威

科學 張籽恩 黎昊 李曉琳 葉健浩 任銘政

中史 張籽恩 陳駿諾 李曉琳 葉健浩 梁恩祈

歷史 張籽恩 連俊熙 李曉琳 陳章軒 梁暐琦

地理 張籽恩 馮源森 李曉琳 葉健浩 林麗桐

經公 張籽恩 馮源森 李曉琳 柯漢洋 梁暐琦

通識教育 張籽恩 陳駿諾 李曉琳 邱嘉敏 關紫晴

聖經 陳芍瑩 何世楠 李曉琳 葉健浩 梁暐琦

音樂 鄭梓聰 黎昊 劉軒成 陳雯靜 梁恩祈

視覺藝術 林映嵐 朱美怡 徐曉嵐 魏凱婷 陳熙勻

設計與
科技

廖佳文 陳心儀 林彩雯 馬希盈 楊靖琳

普通話 鄭梓聰 陳心儀 李曉琳 葉健浩 陳卓盈

普通電腦 鄭梓聰 連俊熙 陳嘉麟 葉健浩 陳熙勻

中一級體育科全年總成績第一、二名

第一名 第二名

女子組 1E 紀欣善 1E 梁穎詩

男子組 1A 廖佳文 1C鄭朗健

中二各班各科全年總成績第一名

S.2A S.2B S.2C S.2D S.2E

英文 朱沛謙 顏芊彤 黃子霖 林嘉駿 梁傑銓

中文 彭思晴 何嘉慧 黃子霖 張靖瑤 李敏瑤

數學 伍世洛 賴俊榮 黃子霖 陳勵瑩 梁傑銓

科學 伍世洛 黃 琳 黃子霖 林嘉駿 梁傑銓

中史 羅天碩 黃棋浩 黃子霖 方家強 劉樂怡

歷史 朱沛謙 黃棋浩 黃子霖 陳勵瑩 劉樂怡

地理 伍世洛 黃棋浩 黃子霖 陳勵瑩 陳慧群

經公 雷伊琳 何嘉慧 黃子霖 謝思琦 黎欣童

聖經 彭思晴 李浩賢 黃子霖 謝思琦 李敏瑤

音樂 伍世洛 鄺芷平 陳詠珊 杜心絃 陳琬賢

視覺藝術 黃衍競 余新儀 陳詠珊 余思琳 勞翠珊

設計與
科技

黃衍競 劉家亨 黃子霖 陳佩藍 陳舜鈞

普通話 鄧凱琦 李浩賢 黃子霖 余思琳 楊嘉寶

普通電腦 伍世洛 賴俊榮 鍾家誠 陳勵瑩 梁傑銓

中二級體育科全年總成績第一、二名

第一名 第二名

女子組 2C柯芷晴 2E林錦瀅

男子組 2C鍾家誠 2D王得焜

中三各班各科全年總成績第一名

S.3A S.3B S.3C S.3D S.3E

英文 黃芷諾 盧炬丰 黃瑞龍 鄭秀麗 陳曉琳

中文 黃芷諾 盧炬丰 洪嘉寶 羅 琳 譚靜妍

數學 張家宜 盧炬丰 叶 彤 羅 琳 廖嘉謙

科學 張祖軒 胡子銘 叶 彤 鄭秀麗 譚靜妍

中史 鄭奕熙 盧炬丰 叶 彤 林沛豪 何盈盈

歷史 鄭奕熙 盧炬丰 叶 彤 林沛豪 譚靜妍

地理 陳智宏 盧炬丰 叶 彤 李頴珊 陳曉琳

經公 鄭奕熙 盧炬丰 葉嘉雄 鄭秀麗 吳籽欣

通識教育 黃芷諾 嚴昭愉 叶 彤 鄭秀麗 譚靜妍

聖經 黃芷諾 盧炬丰 陳諾汶 李頴珊 陳映悅

音樂 陳曉彤 陳嘉玲 洪嘉寶 鄧凱琳 劉昭儀

視覺藝術 黃芷諾 盧炬丰 許妤悅 楊學思 葉詠蒽

設計與
科技

鄭奕熙 王詠芝 羅貴文 曾憲亨 陳映悅

普通話 黃芷諾 嚴昭愉 叶 彤 羅 琳 譚靜妍

普通電腦 黃洛軒 盧炬丰 叶 彤 龔詠心 譚靜妍

中三級體育科全年總成績第一、二名

第一名 第二名

女子組 3C 關之霖 3E 潘可蓉

男子組 3C 趙俊昇 3E 蘇俊明

學科獎項 

全年總成績 

操行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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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獲獎同學，均由老師提名，並經家長及老師組成委員會面
試遴選，才獲頒發獎學金。）

1. 領袖才能獎  
（積極策劃及參與校內服務及活動，表現出色，獲老師稱許。）

4E 周致因 5E 莫家豪

2. 全面才能獎
（品學兼優，積極策劃及參與校內校外服務及活動，表現出色，獲老
師讚賞。）

3E 吳籽欣 4E 周致因 5E 蔡青慧

3. 品行顯著進步獎
（第二學期品行方面有顯著進步，獲得老師讚賞。）

5B 陳國輝 5B 楊樂謙

4. 最佳風紀獎  
（盡責認真，具領導才能，有效帶領隊員完成工作，積極改進組內工
作，受老師讚賞。）

4E 伍佑生 4E 盧德傑 5E 莫家豪

5. 最佳進步獎
（第二學期是進步生，且在班中進步最多的中一至中五學生。）

1C 林良鋒 3A 鄺安琦 3B 楊展岳

6. 公開考試成績優異獎
（鼓勵學生在學業上不斷求進，發奮向上。）

6A 何紫杰 6E 林聰穎 6F 潘文榮 6F 何德健
6F 陳嘉敏 6F 梁倩儀 6F 梁暐彤

堅樂教師獎學金

6A 何紫杰 6F 潘文榮

安民生牧師紀念獎學金

5E 蔡青慧 5E 郭傑超

梁庭初校長紀念獎學金

1. 持之以恆獎  

4E 關海儀

2. 堅強喜樂獎  

4E 王美怡

「明日之星」計劃上游獎學金

3D 羅諾希4E 羅嘉穎5E 吳紫穎

香港印度商會 六十週年教育信託基金獎學金

方以椿校友 （2014-15年度畢業生）

李振鵬校友 （2014-15年度畢業生）

全港初中學生獎勵計劃2016 —『行樂卓越獎學金』

3C 趙俊昇

中四級各科全年總成績全級第一、二、三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英文 4E 麥寧馨 4E 謝仟華 4E 黃綽瑤
中文 4E 李瑜瑛 4E 張穎欣 4E 麥寧馨

數學
4E 張穎欣
4E 麥寧馨

4E 張靖敏

物理 4E 張靖敏 4A 官俊言 4E 李俊賢
生物 4E 黃綽瑤 4A 吳振宗 4A 張健銘

化學
4A張嘉麗
4E 高樂宜

4A 張健銘

中史 4E 李瑜瑛 4E 張穎欣 4E 盧德傑
歷史 4E 李瑜瑛 4E 麥寧馨 4A 洪紫欣
地理 4E 麥寧馨 4E 黃綽瑤 4E 關海儀
經濟 4E 張靖敏 4E 杜振宇 4E 伍佑生

音樂 4E 潘詩億
4E 張靖敏
4E 葉素麗

視覺藝術 4E 李瑜瑛 4A 林燕莉 4D 譚守晴
資訊及
通訊科技

4A 張中瀚 4A 方俊賢

通識教育 4A 洪紫欣 4E 麥寧馨 4A 張健銘
日文 4A 潘國政

中四級各班聖經科全年總成績第一名

4A 林燕莉 4B 吳紫晴 4C 霍文熙 4D 葉紫晴 4E 麥寧馨
中四級體育科全年總成績第一、二名

第一名 第二名

女子組 4A 張嘉麗 4E 羅嘉穎
男子組 4D 李子揚 4C 譚暐衡

中五級各科全年總成績全級第一、二、三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英文 5E 蔡青慧 5E 劉家麗 5E 李兆康
中文 5E 匡雪蓮 5E 黎曉田 5E 梁泳欣

數學
5E 李兆康
5E 郭傑超

5E 郭兆洋

數學延伸
單元二

5E 李兆康 5E 劉梓譽 5E 郭兆洋

組合科學 5B 黃彥銘 5D 黃俊軒 5D 楊浩偉
物理 5E 李兆康 5E 郭傑超 5E 郭兆洋
生物 5E 溫景芳 5E 劉嘉善 5E 李詩敏
化學 5E 李兆康 5E 劉嘉善 5E 劉家麗

中史
5E 尹潁儀
5E 黎曉田

5E 莫家豪

歷史 5E 莫家豪 5A 容苡澄 5E 陳焯華
地理 5A 黎卓浩 5E 余上偉 5E 劉洛儀
經濟 5E 劉梓譽 5E 郭傑超 5E 尹潁儀

酒店營運
（應用學習）

5A 陸嘉怡
5D 何嘉慧
5E 劉洛儀

資訊及
通訊科技

5B 許錦哲 5E 李泳釗 5A 黃學軒

通識教育 5E 劉梓譽 5E 梁泳欣 5A 陸嘉怡
形象設計

（應用學習）
5E 梁泳欣 5D 楊雪彤 5C 趙 曦

西式食品製作
（應用學習）

5B 蘇文傑 5D 鍾景琳 5A 梁諾宜

視覺藝術 5A 陸雅詠
5E 李綺雪
5E 蔡青慧

中五級各班聖經科全年總成績第一名

5A 傅遂心 5B 蘇文傑 5C 資娸甄 5D 區國銳 5E 黎曉田
中五級體育科全年總成績第一、二名

第一名 第二名

女子組 5C 黎雅汶 5E 林佩君
男子組 5D 鍾煒恒 5D 鄺俊達

獎學金
校內獎學金

校外獎學金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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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社 愛社
社長： 5D 鍾煒恒

副社長： 5C 孫玉玲 5A 陳泳銦 4A 胡文茺

財政： 5A 盧柯廷

文書： 5D 楊敏怡

宣傳： 5A 黃健朗 5D 何嘉慧

美術： 5A 陸雅詠

總務： 4E 李嘉宜

幹事： 5D 鄺俊達 5E 林佩君 5A 盧錦達

啦啦隊隊長： 4A 林燕莉 4E 周致因 5A 陳柏蓉

學會簡介：

  信社是由一眾願意為社付出，不辭勞苦和有能力的社職
員和社員組成。信社在過往的陸運會中有非凡的成績也全賴

社職員的努力付出，才能勇奪佳績。

全年活動：

社員大會，四社壁報設計比賽

陸運會，社際啦啦隊比賽

社際跳繩比賽

獲獎紀錄：

陸運會全場總冠軍

負責老師： 談永亮老師 鄧施鴻程老師

社長： 5A 曾天慧

副社長： 5D 梁飛勇 5A 陸嘉怡 4B 蔡子健

財政： 5A 梁諾宜 5A 許怡咏

文書： 5A 梁靜焮

宣傳： 4C 張凱晴 5D 鍾景琳

美術： 5A 林嘉麗 5B 梁恩僮 5E 劉洛儀

總務： 5E 黎曉田 4C 張嘉熹

啦啦隊隊長： 4E 鄺曉彤 4E 羅嘉穎 4E 李泳釗

學會簡介：

  愛社社員一起攜手協力眾志成城在陸運會和社際跳繩比
賽上爭取佳績，社員對學校有歸屬感。愛社一貫以來力求突

破自我，團結友愛的精神服務社員，為社發光發亮。期望來

年的愛社可以繼續承傳鍥而不捨、搏盡無悔的精神，為社再

創佳績。愛社精神，拼搏過人。愛社精英，精益求精。We 
were~ We were~ Ai House! Ai House!

獲獎紀錄：

壁報設計比賽冠軍

啦啦隊全場總冠軍

最具創意奪目獎

負責老師： 王錦琨老師 方許奕偲老師

仁社 忠社
社長：  5D 潘敬文

副社長： 5A 韓嘉儀 5D 盧詩韵 4E 黃綽瑤

文書： 5A 譚巧兒

財政： 5D 譚偉傑 5E 尹潁儀

總務： 5A 陳思恩 4E 呂穎妍

宣傳：  5D 李浩賢

美術： 4E 盧裕豐 4A 邱偉鴻

行政： 5C 資娸甄

啦啦隊隊長： 3D楊學思

學會簡介：

  仁社是一個充滿仁義，仁愛的地方，每個社員都是仁
者。仁者以仁為本，在不同的比賽上都會竭盡所能，同心合

力，做到最好。即使跌倒，仁者不懼，起來再繼續行。期望

每個仁者都有上下一心，攜手合作，永不懼怕的精神，為社

付出，為社發光，堅強喜樂的在未來的日子再奪佳績。

曾參與比賽：

陸運會，社際壁報設計比賽，社際跳繩比賽

獲獎記錄：

女子4×400冠軍 男子4×400亞軍
師生接力冠軍 16×200冠軍
女子甲組全場總冠 社際跳繩亞軍

負責老師： 陳樹仁老師 彭偉興老師

社長： 5B 蘇文傑

副社長： 5A 陳嘉欣 5B 梁巧晴 4B 劉彩霞

文書： 5A 博遂心

財政： 5A 盧志坤

美術： 5A 陳映翹 5E 溫景芳

總務： 5B 李栩文 5C 何家威 5D 黃俊軒

啦啦隊隊長： 4B 孫翠儀

學會簡介：

  「忠」指為人正直、誠懇厚道、盡心盡力、堅持真理及
修正謬誤，故我們不論是社職還是社員均盡心盡力，歇盡所

能發揮恩賜。儘管我們人力單薄，力量雖少亦不甘示弱，為

社博盡無悔。

  忠社力量，震撼全場！唯我忠社至灑家，要做全場大
贏家！

全年活動：

社員大會，四社壁報設計比賽

陸運會：社際接力比賽，社際跳繩比賽

曾參與比賽：四社壁報設計比賽

陸運會：社際接力比賽，社際跳繩比賽

獲獎紀錄：

社際跳繩比賽  全場總排名冠軍

陸運會：社際接力比賽 全場總排名亞軍

負責老師： 吳漢基老師 歐陽蘇曉娟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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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鈴隊序樂 驪歌高唱

嘉賓熱切期盼薪火相傳 頒獎領受祝福

  5月27日第五屆中六畢業典禮，主禮嘉賓李
綺琼校長，身兼本校畢業生，以學長身份訓勉

一眾畢業生，情詞懇切，令人感動。當晚，眾

多嘉賓、家長、校友、同聚堅樂禮堂，誠心為

各畢業生送上祝福。

畢業典禮

6C

6F

6A

6D

6E

嘉 賓 李 綺 琼 校 長
（校友）訓勉畢業生

6B

 6D 朱美玲（畢業生代表）

  曾經，「畢業」是遙不可及的兩個字，但今天，當我代表畢業
生致詞時，才驚覺時間過得如此的快。

  過去六年，我們在堅樂校園留下了不少足跡。在課室，我們曾
經為學到新知識而歡呼雀躍，為應付小測大考而埋首苦幹；在操

場，我們為班、為學校揮灑汗水和淚水；在禮堂，

我們踏出很多成長的第一步：第一次唱校歌、第

一次演講、讀經、領詩、表演。令我印象最深

刻的就是每年的班際歌唱比賽，初中的我們戰

戰兢兢，不敢直視評判，到高中我們為自己班

創作音樂劇，每一個同學都全情投入、一往無

懼。這種精神，正是使我們能越戰越勇、不怕失

敗、敢於拍翼展翅的推動力。

  堅樂的學生是幸福的，因為我們在成長路上，有一群疼愛我們
的老師。當我們未盡本分，他們總是認真的督促管教；當我們遇到

挫折，他們總是從旁鼓舞安慰，為我們切切禱告；當我們有成就的

時候，他們總是第一個為我們歡呼拍掌。

  今天，雛鳥準備拍動漸長的翅膀，迎向無垠的天空，我深信
神會掌管我們的明天。也許我們在未來不會有父母提點，不會有

老師護航，但我深信我們懷着這份感激之情，帶著摯親的期許，

可以開展新的旅程。願我們在天際翱翔的同時，毋忘堅中點滴，

更要秉承堅樂人的精神，堅強喜樂、榮神益人，如鷹展翅上騰。

（節錄原稿）

讓我高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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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2016年度陸運會於
2015年11月16及17日，在九
龍灣運動場順利完成。首天，

天色時晴時雨，賽程需要不斷

改動或延遲。最後，經過各方

的群策群力，終能完成首天的

賽事。次日的天氣十分理想。

兩天賽事能順利完成，有賴天

父的保守帶領、師生裁判及工

作人員的鼎力協助。

陸運會陸運會陸運會陸運會陸運會陸運會陸運會陸運會陸運會陸運會陸運會陸運會陸運會陸運會陸運會陸運會

校長勉勵同學努力 紅十字會隊員引領同學進場 運動員代表宣誓

開幕禮

比賽篇

全場團體總冠軍：信社    閉幕禮啦啦隊表演冠軍：愛社
 

啦啦隊全場總冠軍：愛社
作人員的鼎力協助。作人員的鼎力協助。 全場團體總冠軍：信社    閉幕禮啦啦隊表演冠軍：愛社

 

啦啦隊全場總冠軍：愛社

陸運會以祈禱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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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獎篇

看台競技

啦啦隊表演

主禮嘉賓賴希聖醫師
王天佑傳道感恩祝福校長宣佈陸運會圓滿結束

閉幕禮

同心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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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學生會學生會學生會學生會學生會學生會學生會學生會學生會學生會學生會學生會學生會學生會
第二十六屆學生會Destiny內閣成員︰
會 長：5A 容苡澄
內 務 副 會 長：5E 黃梓成
外 務 副 會 長：5D 鄺俊達／5E 郭傑超
秘 書：5A 陸嘉怡
行 政 幹 事：5A 韓嘉儀
財 政 幹 事：5A 傅遂心
福 利 幹 事：5E 尹潁儀
宣 傳 幹 事：5A 陳思恩／5A 黃健朗
資 訊 科 技：5A 黃學軒
美 術：5E 梁泳欣
總 務：5E 陸義國
內 務 委 員 會：4A 徐日倩 3E 吳籽欣
 3C 趙進昇 3E 邱卓恩

學生會歌唱比賽學生會內閣成員與校長及老師合照

聖誕晚會合照

2016年度校規評議會名單 
簡介：
  為鼓勵學生及家長多參與學校的事務，本校每年均召開校規評議
會，同學及家長就校規進行討論並提出建議。校方將按照原本製定校

規之原則及執行的可行性為基礎，考慮各項建議；另一方面校方亦會

對不被採納之建議作出解釋，使校規的製定更具民主，校政更透明及

切合現今需要。另外對參與評議會的學生代表而言，亦是一個寶貴的

學習機會，同學可從收集及聆聽其他同學意見以至議事過程中獲得寶

貴的經驗。

全年活動：
本會在本年4月至5月期間舉行了六次會議，在4月21及22日進行了全
校學生問卷，由班代表收集同學意見，作為最後一次會議中与家長及

校友商討內容。主席把最後一次會議內容及同學對校規的意見草擬為

對校規改動的建議書，並在2016年5月23日把建議書呈交校長。主席
亦在5及25日的早會上向全校學生公告問卷結果。

1A 廖振靈

1B 李苡珊

1C 葉承毅

1D 葉健浩

1E 曾林烽

風紀代表

5E 莫家豪 4E 盧德傑 4E 伍佑生

公教組

5E 吳紫穎 5E 李綺雪

學生會

5A 容苡澄（文書） 5E 郭傑超（主席） 5E 黃梓成

2016年度校規評議會名單：
2A 朱沛謙

2B 彭梓深

2C 蘇嘉玲

2D 張智皓

2E 吳榮鋒

3A 劉嘉慧

3B 黃國邦

3C 關之霖

3D 楊學思

3E 吳籽欣

4A 張嘉麗

4B 蔡子健

4C 洪兆豐

4D 梁嘉豪

4E 麥寧馨（副主席）

5A 黃學軒

5B 蘇文傑

5C 張韶軍

5D 潘敬文

5E 李詩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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