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討大計 投水彈，會中嗎？

旅行大合照

一群充滿活力的同學

潘志雄 李文希 談錦鴻 鄺文傑 黃澤隆 邵冠樑 楊藝朗 黃嘉榮
曾敏傑 嚴 旭 許英財 陳文俊 胡文傑 陳栢宏 周世倫 蔡子健

吳紫晴 劉彩霞 鄧欣桐 游林菀筠老師 吳凱安老師 梁潔瑩 陳嘉穎 譚伊琦

  曾有人說：「成功不屬於跑最快的人，
而是不斷在跑的人；第一不是爭來的，而是
一步步慢慢做起來的。」

  4B班同學在今年都認真地思考自己的
方向，他們願意一步步慢慢向前走，走屬於
自己的路，人生的無悔就是曾經努力向前走
過。不跟別人爭，卻和自己爭，仍能看到廣
闊的康莊大道。

  勇敢的你們，未來是靠自己開創的，
加油！

班主任心聲

4B4B

接力前加力！

我很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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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際英文朗誦比賽最有創意大獎

我愛4C班

4C大旅行

4C運動健將 4C聖誕派對

 陸運會班際接力比賽男子組季軍

 陸運會班際接力比賽女子組季軍

 班際英文朗誦比賽最有創意大獎

 領袖才能展現大獎

  我們的班歌《前程錦繡》，歌詞所說互
相勉勵，只要有毅力，總會達成，正是4C
精神！

  4C班每個同學的性格都很獨特，有的
很喜歡沉靜思考、有的活潑好動、有的很關
心別人，但你們各人都很願意接納及包容對
方，令整班都很融洽。看到你們在班際比賽
中，為比賽的同學打氣的吶喊聲；為歌唱比
賽而創作的舞步；為學習路途受到挫折所流
的眼淚。我們也知道4C班是一群重情、團
結、流露真性情及願意表達自己的年青人，
程SIR和Miss楊很愉悅可以與你們一起經歷
及成長。

  期望你們不要放棄，努力堅持走下去，
相信你們一定可以發掘自己的潛能，最終會
找到方向和得著成果！我們兩位班主任會無
時無刻愛你們！支持你們！記掛你們！不會
放棄你們！

班主任心聲

15-16年度得獎項目

4C4C
林文希 熊文愷 盧家淳 張嘉熹 張樂新 梁懿哲 盧國龍 趙冠東
譚錦濤 伍志謙 洪兆豐 譚暐衡 張浩輝 李浩泰 霍文熙 余浩輝

屈卓嵐 劉海盈 陳思憓 程德智老師 楊桂珍老師 張凱晴 梁燕玲 陳映雪

4C大旅行

4C生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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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來大合照
向高山舉目—祂是我們的膀臂

齊與談太慶生辰！ 難忘的一天！

可愛的一群

聖誕聯歡會

齊齊整整—好溫馨！

Yeah! We are the best!

 英文周會“閱讀劇場最佳合作獎”及“最佳
表現獎”

 陸運會班際接力比賽男子組季軍

蔡凱明 吳煜庭 莊浚鋮 彭程軒 盧嘉希 李子揚 黃永賢 馮俊琳 陳裕鏗
梁啓賢 黃子充 林鑫志 田瀚林 葉家朗 羅鈞禧 陳樂傳 馮志鋒 梁嘉豪

黃韻婷 姚嘉蕙 黃凱儀 鄺映桐 林澤慧 談潘佩嫺老師 林寶豐老師 劉凱珊 黎凱恩 葉紫晴 譚守晴

  很感恩能夠遇見4D每一個小伙子，在
他們成長過程中，成為他們其中的一位人生
導師，陪伴他們踏進人生的新階段，這實屬
上帝的恩典。

  回望過去這一年確實過得很快。在我們
的課室裡有很多歡笑聲，我們經歷多次的班
際活動及比賽，一同經歷上帝的祝福、保守
及帶領。作為班主任，我也見證你們的成
長，從當初毫無頭緒的、進展到能夠自律地
搜集資料、彼此配搭將事情做好。當然，在
過程中也必定有指責及眼淚，這可能也是你
們成長課程中最難忘的學習。

  盼望在未來的歲月裡，我們能夠忘記背
後，努力面前，彼此共勉，互相扶持，緊握
上帝的應許，因祂承諾陪伴我們一起走前面
的人生路！

班主任心聲

15-16年度得獎項目

4D4D

誰是真英雄？Our Year End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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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的後裔

Practice makes perfect! Time to Say Goodbye⋯

相約在文化中心
無限美 這班有我也有你

齊齊整班飾
Happy Birthday to our Dear 
Mrs. Barry!

 陸運會班際接力比賽男子組冠軍

 陸運會班際接力比賽女子組冠軍

 班際歌唱比賽 最合拍投入獎

 班際壁報設計比賽亞軍

 班際羽毛球比賽亞軍

 中文周會問答比賽冠軍

  4 E  Yo u  a r e  w o n d e r f u l ,  s m a r t 
and ta lented individuals ,  I  therefore 
encourage you to strive to be the best 
that you can be. Whatever your dreams 
and aspirations in life, believe in yourself 
and achieve it. 

  I  t reasure the memories  and the 
time spent with you. From our English 
oral  lessons,  reading periods,  to our 
class picnic, to sports day and even the 
farewell party. I will surely miss you and 
I leave you with these blessings: 

May the friendships you make,
Be those which endure,
And all of your grey clouds
Be small ones for sure.
And trusting in Him
To Whom we all pray,
May a song fill your heart,
Every step of the way.

Sincerely,
Mrs. Barry

班主任心聲

15-16年度得獎項目

4E4E
黃智麟 杜振宇 伍佑生 李俊賢 袁嘉明 巫廸 胡嘉豪 李偉力 盧裕豐 陳庭曦

陸賢明 黃鍵淘 盧曼盈 高樂宜 張穎欣 張靖敏 李瑜瑛 李嘉宜 呂穎妍 黃綽瑤 蘇焯輝 盧德傑
謝仟華 麥寧馨 關海儀 葉素麗 周致因 葉嘉燕老師 貝麗琪老師 羅嘉穎 潘詩億 梁卿婷 王美怡 鄺曉彤

聖經堂處境劇精彩演出

認真‧投入 就在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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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的歌唱比賽

未懼怕山高遠路幾多彎，
萬眾齊心莫怨路難⋯⋯

美女

 班際羽毛球比賽冠軍

 陸運會班際接力比賽男女子混合組冠軍
 陸運會班際接力比賽男子組季軍
 S.5 – S.6 English Assembly The Most 

Creative Class Award
 班際壁報設計比賽冠軍
 班際歌唱比賽最佳演繹獎
 班際攝影比賽最有風格大獎

鄭卓賢 盧柯廷 黃健朗 劉晉文 盧錦達 黃學軒 黎卓浩 張偉熙 盧志坤
陳栢蓉 陳思恩 林嘉麗 許怡咏 梁靜焮 袁偉麟 黃立 陸雅詠 陳泳銦 梁諾宜 陳嘉欣

譚巧兒 韓嘉儀 陳映翹 曾天慧 吳漢基老師 佘劉穎思老師 傅遂心 容苡澄 陸嘉怡 梁巧晴

  5A是一班活潑可愛，動靜皆宜的小火
箭。這一年，我們見證了大家的成長。由漫
不經心到事事關心，由四分五裂到團結一
致，點點滴滴，或喜或悲，或晴或雨，滿
是成長足印。明年，大家就要應考DSE了，
願你們帶著夢想，背水一戰，創造佳績。
5A，請記著，當你們失落無助時，不要放
棄，因為在你們身邊，總有兩位守望著你們
的班主任，支持著你，愛著你。

班主任心聲

15-16年度得獎項目

5A5A

We are 5A. Smile  

難忘的歌唱比賽難忘的歌唱比賽

Cheers!!

DSE，READY?

美女美女

型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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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比南山

你我同行

Super 5B

Give Me 5

 中五級通識科班際辯論比賽冠軍

  《禮記》「學記」有云：「獨學而無友，則
孤陋而寡聞。」為學之道並不是靠一己之力能達
成，而是需要持之以恒、抱著自謙的心態，不斷
探究。  
  過去，如有犯過，學習回轉；如有遺憾，無
須彌補，學習去愛。你們初中和高中的老師、同
學、朋友、及所有身邊人，都是你們生命的師
傅，曾一起同行、琢磨，甚至提攜，才能成就今
日的你。  
  今天，大家有緣相聚，笑中有淚，淚中有笑，
感恩滿載。大家在歡笑聲中跨過學業和不同比賽的
難關，實在難能可貴！你們流下的一點一滴汗水，
不單讓自己成長，也帶動身邊的同學成長。
  未來，每一位同學要努力，繼續寫下你們富生
命力、創造力、感染力的人生故事。究竟誰知道故
事的終結呢？答案是上帝！大家鼓起勇氣，踏前一
步，回到上帝面前，尋找上帝給我們的召命。
  中五乙班是一班給人信心、 快樂、溫暖及祝
福的同學。

班主任心聲

15-16年度得獎項目

5B5B
羅子桐 關家裕 莫子健 李劍方 黃君澄 冼澤浩 許錦哲

盧嘉本 陳振達 李栩文 蘇文傑 楊樂謙 陳國輝 黃彥銘 馮振華
簡健全 梁恩僮 黃任靜儀老師 曾兆基老師 胡美恩 趙文慧

中五級通識科班際辯論比賽冠軍

人頭湧湧

你我同行你我同行你我同行

群雄獻技

全因有祢

我是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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瞓覺中？

 陸運會班際接力比賽男子組亞軍

 陸運會班際接力比賽女子組季軍

 「綠色聖誕環保班別比賽」最環保班別

 班際歌唱比賽創意橫溢獎

 班際攝影比賽「最甜美笑容獎」

何天樂 陳梓軒 鄭梓鍵 張韶軍 董心誠 邵信文 莊文豪 廖錦宏 劉質義 趙兆麟 林家駿 何嘉威
資娸甄 黎雅汶 趙曦 葉亭老師 何耀基老師 陸雯芳 梁曦允 孫玉玲

  踏入高中生活的第二年，5C班同學確
實成長了不少。他們變得更有責任感，更投
入參與各項活動。明年是最後一年高中生活
了，期望同學珍惜餘下校園生活的日子。

班主任心聲

15-16年度得獎項目

5C5C

BB焦

咖啡灣沙灘樂日落人不散

期望大家都能成為明日之星！

秋季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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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去旅行

男子組

得獎照片「
5D教主」

人頭湧湧

甜美笑容

 陸運會班際接力比賽男子組冠軍

 英文周會班際朗誦比賽最佳演繹獎

 班際歌唱比賽最合拍投入獎

 班際攝影比賽「香港小姐風範獎」

 班際攝影比賽「至有型格大獎」

  能夠遇上5D是一種恩賜，能夠成為5D
的班主任更是一種福氣。

  5 D這一班，是我們見過最真、最友
愛、最有人情味的一班。他們的真在於忠於
自己的感受，會用愛心說誠實的話，他們總
能用生命去擁抱自己喜歡的事和相信的事。
他們對喜歡的事和人，都能夠展現出包容與
忍耐，仁慈與謙卑。他們那份濃濃的人情
味，讓你置身於5D班房的時候，總能由衷
地會心微笑。

  「以生命影響生命」此言非虛，在5D
的每一位同學身上，班主任都學會了很多。
我們學會了「有心不怕遲」的精神，也學會
了「活在當下」的哲理。

  謝謝你們，讓我們有機會參與你們的成
長，讓我們能在你們的人生演出「園丁甲」
的角色，分享彼此的喜，分擔彼此的憂。

  DSE在即，你們或許會感到壓力或迷
惘，期望你們能學會依靠上帝，「沿途來行
天梯不用忌諱」，希望大家能夠盡早找到自
己的目標，無後顧之憂地努力前進，挽手邁
向更光明的前途。

班主任心聲

15-16年度得獎項目

5D5D
蔡明德 呂堯鋒 譚景謙 任子健 潘敬文 吳梓軒 譚偉傑 羅嘉榮 楊浩偉

陳俊桂 區國銳 黃俊源 李浩賢 葉慶輝 鍾煒恒 鄺俊達 梁飛勇 江定賓 黃俊軒
楊敏怡 何嘉慧 陳蔚姍 方許奕偲老師 盧建誠老師 黃家欣 鍾景琳 盧詩韵 楊雪彤楊敏怡 何嘉慧 陳蔚姍 方許奕偲老師 盧建誠老師 黃家欣 鍾景琳 盧詩韵 楊雪彤楊敏怡 何嘉慧 陳蔚姍 方許奕偲老師 盧建誠老師 黃家欣 鍾景琳 盧詩韵 楊雪彤

談太的功課，不可拖欠

同心同行熱死人

甜美笑容甜美笑容

旅行大合照

溫馨合照

班主任們生日快樂

最佳演繹—5D

小息樂趣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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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爆棚的5E

開開心心過聖誕

充滿溫情的一班，同學從外地帶回來的手信

 班際羽毛球比賽亞軍

 陸運會班際接力比賽男女子混合組亞軍

 班際辯論比賽亞軍

 2015-2016 English Assembly The Most 
Cooperative Award

黎曉田 關俊斌 黃梓成 陳澤富 郭兆洋 陳焯華 郭傑超 陸義國 劉梓譽 李泳釗 羅子豐 
蔡青慧 梁泳欣 林建卿 匡雪蓮 林佩君 余上偉 莫家豪 李兆康 吳紫穎 劉洛儀 李綺雪 溫景芳
黃曉玲 黃銘雅 陳詠虹 梁思捷 黃明暉老師 何張詠琛老師 尹潁儀 劉嘉善 李詩敏 劉家麗

  在高中第二年的生活裡，5E同學已適
應繁忙的學習生活，大家努力不懈，為了未
來的目標進發。同學間友愛互勉，在各項班
際比賽中，同學全情投入，合力預備，不斷
練習，無分彼此，儘管比賽的結果有時未如
預期，同學也是笑容滿面，因大家在過程中
得到的友誼已勝過一切。我們兩位班主任很
高興看到你們已達成了開學時給你們的目
標⋯⋯「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
人的事。」（腓立比書2:4）

  在課業上，5E同學都是十分努力的，
但在課業外，老師勉勵你們多去發掘自己的
潛能和興趣，展現不一樣的你，現在雖是潛
藏的東西，但未來卻可能讓你發光發熱、為
主作鹽作光。

班主任心聲

15-16年度得獎項目

5E5E

2015-2016 English Assembly The Most 

笑容燦爛的陽光
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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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運會班際接力比賽男女子混合組冠軍

 陸運會班際接力比賽男子組季軍

  6 Aers 即是甲級人類，特徵是上學準
時，盡責守禮；功課、Projects、通告回條
樣樣交齊；做好本份，爭取滿分。他們當中
不乏四、五優生。6A 同學性格各異，琴棋
書畫，各有所能。有些口齒伶俐，朗誦得冠
軍。有些於辯論比賽，氣勢逼人。只要找到
目標，他們就會全力發憤。他們年紀輕輕，
獨立獨行。如此聰明的好學生，老師希望你
們有美滿人生，在此，勉勵你們：

  你們要學做一個感恩的人。當你們成
功的時侯，不要把所有事情當作理所當
然。畢業後，不論你們會繼續升學或是選
擇工作，少不免會遇上不如意的事。不論
發生什麼事，不要埋怨，不妨多欣賞身邊
的人和事，你會發現每件大事、小事，總
有其意義或價值。日後，希望你們能找到
人生目標，懷著6Aers精神，在所有事情都
能做到「搏盡無悔」！

  最後，要抓緊以下原則：

  （一）不偏離耶和華你的神

  （二）常存感恩

  （三）追求有永恆價值的目標

  珍重！珍重！

班主任心聲

15-16年度得獎項目

6A6A
4排：陳燕楣 黃素燕 伍慧嘉 陳靜怡 梁芳玲 陳樹城 譚曜曦 馬志浩 許均楊 馬光昶 林珈汶 胡磊芯 張靖妍 楊錦琦 梁嘉燕
3排：張雅雯 林彩虹 李若虹 張潁桐 彭嘉瑩 薛皓軒 陳睿堅 何紫杰 余子聰 陳耿鋒 韓焯樂 盧德俊 鄧唯茵 鄧唯琪 黎曉嵐 余詠怡 余詠欣
2排：楊桂珍老師 林慧琛老師 譚麗明老師 陳廖智慧老師 曹金銘老師 談永亮老師 曾兆基老師 蔡開華老師 何智偉老師 王美玲老師 胡周敏芝老師
1排：吳凱安老師 貝麗琪老師 李楊利雅老師 余許雲秀老師 王劉婉玲老師 陳蕭靜儀副校長 楊立人校監 李立中校長 黃仕恩副校長 黃綽珩老師
 陳澤生老師 盧建誠老師 馬孫沛君老師

向
理
想
直
奔

美麗的沙灘只屬我們

搏盡最後一年陸運會
搏盡最後一年陸運會
搏盡最後一年陸運會

感
恩
樂
觀
面
對
未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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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灘樂，樂也融融 Buddies團結一致

跟實習老師韓老師
餞別

聖誕聯歡會的愉快合照

最後一個上課天，很不捨喔！

我們的畢業禮

6B6B
3排：姚鏗誼 莊美栩 黃民樂 曾天佑 杜浚輝 周俊成 黃冠雄 羅煒杰 羅嘉富 梁 濤 陳恩臨 吳紫茵 劉蕊嘉
2排：楊桂珍老師 陳廖智慧老師 林慧琛老師 佘劉穎思老師 盧建誠老師 吳浩昌老師 吳凱安老師 曾兆基老師 蔡開華老師
 何張詠琛老師 譚麗明老師
1排：王美玲老師 胡周敏芝老師 貝麗琪老師 伍陳穎雯老師 黃封樂敏老師 陳蕭靜儀副校長 楊立人校監 李立中校長
 黃仕恩副校長 梁達明老師 蔡耀權老師 彭偉興老師 曹金銘老師

  Buddies是好朋友、好夥伴的意思。6Buddies有一種很難能可貴的
特質，就是團結友愛。他們明白到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群體才是力
量。他們領悟到與同伴之間的互相扶持和同行，步調是齊一的。

  6Buddies 能包容同學的弱點和過失。哪怕同學與自己的想法不一
樣，不符合自己的判斷標準，也盡量接受和適應。以自己的真誠善意，
去理解和體會。

  6Buddies勇於嘗試，在過往幾年經歷過的各項比賽，都盡力作出嘗
試，並以一份勇毅的態度迎接所有的挑戰。

  有一個印象較深刻的片段，是發生在中六上學期，當時同學要面對
排山倒海的功課、補課、校本評核等，同學們討論大家怎樣捱下去之
時，其中一位男同學回應：「只有一共20劃的兩個字—堅持」而這種
精神是互相影響的。作為班主任，感到很安慰。

  畢業不是學習的結束，而是另一個新開始。其實Buddies各有不同
的夢想，冀望同學緊記的是比實現夢想的瞬間還要珍貴的，是同學堅持
夢想的過程。

  請同學相信上帝會與你們一直同在，陪伴你們面對一切挑戰，也會
造就你們的生命。盼望同學能運用無論在課堂內外，在靈性上、在知識
上的得著，對事物反思，對生命感恩，對世界珍惜。並以這個「20劃」
的錦囊—「堅持」一直植根在心中。祝願同學鵬程萬里、主恩常伴。

班主任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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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加油

我們的最後上課天

我們校慶的得獎對聯

6C畢業皮革“你”

都是獨特的個體！

6C畢業生及家長滿載歡樂！

我們畢業了！

 陸運會班際接力比賽男女子混合組季軍

在此，謹以畢業典禮上的臨別贈言，勉勵各位6C同學：

  請各位6C同學謹守三件事，令你一生受惠！

第一：要確立目標。同學要知道自己的目標，要知道達成目
標的條件，要知道自己的限制，然後，你才可以裝備自己，
為達成目標而奮鬥。你們切不可空言理想，因為你們要為理
想流血、流汗。所以要知彼，要知己。

第二：要讀書。離開學校，你們要讀書，讀專業發展的書，
讀人生的書，讀社會的書，讀生活知識的書。你們的父母用
他們的生命寫成的書，你們讀了多少？我們每一個老師也是
書，你們讀了多少？神創造這個世界，有星宿，有山川，有
各種生物，有各種自然現象，有各種自然規律，這本書你們
讀了多少？各位6C同學，畢業後，你們仍要寫讀書報告，
你們的讀書報告要刻在心版上，一生受用！

第三：要保守自己的心。聖經說你們要保守自己的心，勝過
保守一切，所以你們要保守自己的心思意念。心靈的真善
美，你們要追求；人性的善端，你們要堅持。請謹記「惻
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是人之所以
別於禽獸的特質；「知其不可而為之」，是對真理堅持的情
操⋯⋯各位6C同學，這些不再是你應考的知識，而是保守
你一生的心思意念！

班主任心聲

15-16年度得獎項目

6C6C
4排：何文賢 施冠全 鄭兆民 呂裕榮 何柏霆 范文俊 麥浩銘
3排：呂志遠 蘇倬鋒 曾曉晴 蘇曉彤 林芷岐 林彥君 郭施妍 陳彥博 徐家熙
2排：楊桂珍老師 林慧琛老師 蔡開華老師 盧建誠老師 吳浩昌老師 吳凱安老師 曹金銘老師 佘劉穎思老師
 胡周敏芝老師 王美玲老師
1排：何智偉老師 貝麗琪老師 何張詠琛老師 彭偉興老師 周章佩麗老師 陳蕭靜儀副校長 楊立人校監
 李立中校長 黃仕恩副校長 馬周淑英老師 何耀基老師 談永亮老師 曾兆基老師

恭賀每一位畢業生及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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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拍一張漂亮照片我們
可以全班契合

預備開餐！

嘩！你猜我發現到
甚麼？

請注意我們的髮型

6D6D
4排： 蔡德邦 王建橋 連啟智 孫卓然 葉永強 游浩文 譚慶麟 郭天寶 高嘉樂 黎惠民 司徒嘉豪 葉季誠 李耀麟 江相軍 
3排： 林美玲 徐漪雯 黃翠桐 金仲儀 王翠雯 彭慧怡 吳紫琼 文嘉嵐 羅卓儀 朱美玲   
2排： 何張詠琛老師 胡周敏芝老師 陳廖智慧老師 何智偉老師 佘劉穎思老師 譚麗明老師 王美玲老師 盧建誠老師 
 吳凱安老師 吳浩昌老師 曹金銘老師 蔡開華老師
1排： 貝麗琪老師 曾兆基老師 林慧琛老師 黃任靜儀老師 黃聶素珊老師 陳蕭靜儀副校長 楊立人校監 李立中校長
 黃仕恩副校長 談永亮老師 馬周淑英老師 程德智老師 楊桂珍老師

 陸運會班際男子組接力冠軍

 陸運會班際接力比賽男女子混合組亞軍

 班際壁報比賽亞軍

  三年前的九月，一班帶著不同性格，不
同背景和不同期望的學生來到同一個課室。
看著一張張陌生的面孔，我不禁問，這班同
學會如何渡過這三年呢？

  答案是，在這三年中，我看他們的關
係由路人變成家人。這班學生會為班際比
賽全力以赴，甚至不眠不休。他們會為勝
出比賽而欣喜若狂，為失落獎項而抱頭痛
哭。曾經，為了達到更好的效果，同學
出現爭拗。但令班主任欣賞的是從爭拗當
中，他們學會坦誠，學會包容。每位同學
的生日，我們都會一齊慶祝。簡簡單單的
一張書籤，一包飲品，一張合照，都成為
我們珍貴回憶的一部份。

  各位6D同學，日後當你們繼續追尋夢
想的同時，別忘記要依靠上帝，存知足感恩
的心，並持守堅強喜樂精神，用愛去服侍身
邊每一個有需要的人。

班主任心聲

15-16年度得獎項目

班際壁報比賽亞軍

Haha⋯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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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愛圍圈唱詩分享

與同月同日生的
班主任慶祝！

同心‧同行

 陸運會班際接力比賽男子組亞軍

  常云「託物言志」，也就是藉周遭的事物表達個人
志向。離情依依之際，為師給大家送上應試文房四寶，
讓同學戰無不勝，遇敵殺敵。

鉛筆
  還記得第一個教你執筆寫字的人是誰？爸爸？媽
媽？祖父母？孩子，做人要飲水思源。你的盡力付出也
是為要報答生你育你的人，讓他們可以放心。別因為擁
有很多美麗新穎的筆，就捨棄鉛筆。無論走到哪裡，也
要記得2014年秋天每個早上相約對面足球場所抱持的信
念，莫忘初衷。

橡皮擦
  是誰每天犧牲付出，堅持要糾正自己的錯誤？我們
總是把橡皮擦弄得黑漆漆的，然後又不知丟往哪裡去
了。偽善的謊言定是甜蜜的，忠言逆耳，要有接受別人
指正的勇氣。6E不少同學說自己曾經走錯，雖迷途知
返，但又怕為時已晚。孩子們，改過從沒有太遲。敢於
反省、敢於承擔、敢於改過，每天也可以是新的開始。

螢光筆
  在你生命中最要畫上顏色的重點會是甚麼？世上會
有很多不同的事物日復日地衝擊你的價值觀，人來人
往，唯一能持守到永遠的，是你對神的倚靠和信心。孩
子們，你要切切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
果效，是由心發出。終此一生，你也常在老師的禱告
中。

  公開試的難關，你們已經跨過了，但人生尚有數之
不盡的考試，在你們跟前。願你們抓緊手中的文具，迎
接生命中的每項挑戰。

班主任心聲

15-16年度得獎項目

6E6E
4排： 許其鋮 余建歡 袁翊晞 馮建雄 陳文傑 蔡仁傑 林聰穎 梁浩雋 李家俊 廖健成 葉裕勤
3排： 李曉嵐 孔詩穎 謝希文 吳建見 陳穎鍬 李詩衡 史詠琪 劉芷晴 馬愷彤 董曉恩 陳淑儀 黃小欣 鄧愷瑜 何嘉惠
2排： 林慧琛老師 佘劉穎思老師 盧建誠老師 曹金銘老師 談永亮老師 吳浩昌老師 吳凱安老師 何智偉老師 譚麗明老師 
 胡周敏芝老師 王美玲老師 何張詠琛老師
1排： 蔡開華老師 貝麗琪老師 黃任靜儀老師 黃聶素珊老師 陳廖智慧老師 陳蕭靜儀副校長 楊立人校監 李立中校長
 黃仕恩副校長 伍陳穎雯老師 梁達明老師 楊桂珍老師 曾兆基老師 黃仕恩副校長 伍陳穎雯老師 梁達明老師 楊桂珍老師 曾兆基老師

感謝神讓我們在這校園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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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運會場展活力

最後一年的班會旅行

6F6F
4排： 許善祺 陳秀鴻 鄒東儒 梁啟樂 潘文榮 何德健 蔡浚亨 陳常至 周子鵠 陳樂恒 曾憲㦡 梁俊輝 邱明進 鄭朗怡
3排： 莊雅歌 黎靜森 霍奕靈 陳慧珊 梁倩儀 羅慧玲 黃 藝 吳凱祺 陳港儀 羅詠洳 梁鈺茵 梁暐彤
2排： 譚淑琪 梁曉晴 陳嘉敏 楊桂珍老師 胡周敏芝老師 蔡耀權老師 陳澤生老師 吳凱安老師 曹金銘老師 王美玲老師
 林慧琛老師 黃艷君 曾曉恩 林穎欣
1排： 盧建誠老師 陳廖智慧老師 曾兆基老師 貝麗琪老師 李楊利雅老師 陳蕭靜儀副校長 楊立人校監 李立中校長
 黃仕恩副校長 馬孫沛君老師 陳式豪老師 談永亮老師 蔡開華老師

 「綠色聖誕環保班別比賽」最環保班別

  6F班同學走到中學階段最後一年，每
天都珍惜彼此的相處，更努力為公開試備
戰。在課室內總有讀書聲、歡笑聲；在生活
裡滿有壓力、挑戰。預備考試的過程中，每
日都有大大小小、不同科目的練習卷、小
測、考試等，大家會積極預備應付。一到小
息午膳，大家不忘耍樂歡唱。我們永遠都是
走廊上最嘈吵的一班，這反映著我們就是享
受著無限青春，散發活力的一群！

班主任心聲

15-16年度得獎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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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景龍老師 余健祥老師 何耀基老師 陳澤生老師 談永亮老師 吳浩昌老師 何樹康老師 
陳樹仁老師 吳凱安老師 盧建誠老師 林華榮老師

鍾雅玲老師 胡周敏芝老師 何智偉老師 彭偉興老師 曹金銘老師 利俊賢老師 蔡開華老師 
王錦琨老師 李栢倡老師 葉嘉燕老師 鄧梁嘉穎老師 方許奕偲老師

游林菀筠老師 楊桂珍老師 馬孫沛君老師 王劉婉玲老師 鄧施鴻程老師 葉 亭老師 鄭景沁老師 
陳廖智慧老師 馬周淑英老師 黃封樂敏老師 談潘佩嫻老師 張林家燕老師 周章佩麗老師

黃任靜儀老師 王美玲老師 林慧琛老師 譚麗明老師 黃詠莎老師 潘黃惠珠老師

佘劉穎思老師 貝麗琪老師 翁蘇傑莉老師 伍陳穎雯老師 黃黃綽珩老師 黃聶素珊老師 陸文青老師 
竇李月娟老師 吳黃笑霞老師 李楊利雅老師

程德智老師 余許雲秀老師 陳式豪老師 蔡耀權老師 黃明暉老師 曾兆基老師

陳蕭靜儀副校長 楊立人校監 李立中校長 黃仕恩副校長 林寶豐老師 陸永成老師 吳漢基老師 
何張詠琛老師 梁達明老師

楊春華 黃燕媚 鄭桂玲 伍志明
李惠英 馮雪華 周素真 張碩桓

莊文晞 趙本謙 羅浩球
林偉濤 陳笑薇 樊凱琪 胡思南 陸緻雯
鄭慧珊 陳 鴻 梁佩施 葉桂珍 孫惠玲

劉 冬 陳三妹 李思敏 余世良 紀健民

教職員合照

職工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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