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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中校長

   舊學年結束，暑假的沉澱中，新學年又展開了。新舊學年之間
的暑假，學校有新的突破!

文憑試再創佳績
   2016年文憑試放榜日，學生、家長及老師也十分緊張。接過
成績單，老師逐一檢視同學的成績，氣氛凝重，忽然傳來歡呼聲，
是老師的驚呼：「某某同學得咗呀! ……某某同學又得咗呀!.....嘩!
加拿大 TRU 英語夏令營
某某好多5**呀!」老師十分著緊同學的放榜結果，看見同學突破自己，成績大進，
忍不住大聲歡呼，見證不同學生在文憑試取得成
果，歡呼聲、驚喜聲不絕，亦有老師感動落淚，場
面感人。
   同學接過成績單後，情緒還未平復，老師又立
即展開JUPAS選校輔導，幫助學生有策略地選擇自
己的心儀學系。8月底，學校收到大學聯合招生辦
事處的統計資料，點算完畢，原來這屆畢業生透過
JUPAS入讀大學的比率創了新高，可喜可賀！
日本 保育 文化 考察

境外學習新突破
   近來有關心教育的人士提出，希望香港的教
文憑試再創佳績
育加強體驗式的學習。其實堅樂的學
與教，早已走出課室，所謂「讀萬卷
書不如行萬里路」，短短幾星期的暑
假，我校已有五個境外學習活動，分
別前往了新加坡、南韓、加拿大、上
海及台灣。加上於學期中的日本、山
西、湖北及海上郵輪生涯規劃考察，
台灣 歷史 考察
本年度共有9次境外學習活動，創了
湖北通識大學堂
新高。我校學生部份並不富裕，要走出香港，資金是最大的困難。我
們實在要感謝不少愛護學校的善長，透過聖約教會教育基金、梁庭初校長紀念獎學
金、全方位學習基金等，讓基層學生得到資助，能夠將學習平台延伸到香港以外。
   希望新的一年，眾同學也繼續奮鬥努力，在不同範疇突破自己。

韓國大 學世界 領袖訓 練之旅
山西 服務 學習

新加坡亞洲手鈴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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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憑試再創佳績
   文憑試成績穩步上揚，中文及英文科合格率、獲升讀大學及大專資格比率及JUPAS獲派學士學位的
比率均創新高。以下是部份在中學文憑試獲取優異成績同學的分享：
潘文榮同學，在中學文憑試獲32分，其中中文、數學、通識、化學、物理和數學
延伸均獲5級至5**級的成績，並獲香港中文大學取錄，修讀保險、金融與精算學 / 計
量金融學學士學位課程。
   「也許，許多人會想像大學生活為一幅色彩繽紛，多姿多彩的圖畫，但我認為大學生活是
一張白紙。活得平庸，活得精彩；活得輕鬆，活得充實，全憑持筆人的態度。大學，少了中學
時學校和老師的約束，一切都要自己發掘。有人選擇埋頭苦幹，有人選擇增廣見聞，有人選擇
平常度日，但不論是哪種態度，都無對錯之分，只要自己活得快樂即可，因為大學是只屬於自
己的樂章。師弟師妹們，願你們入讀心儀學系，願你們繪畫出屬於自己的大學生活。」

何德健同學，在中學文憑試獲33分，數理科目全取5級或以上，其中數學及數學延
伸更得5**。並獲香港科技大學取錄，修讀科學，希望在科學研究有進一步發展。
   「入讀科大才一個月左右，就已能感受到大學生活與中學的差別。大學雖比中學自由，可以
選擇報讀不同課程和參加各式活動，但亦比中學更着重獨立自主，例如需要自己編排時間表、準
備課堂筆記等。另外，有時我找不着課室，或者缺少身邊一班一同上課的同學，都會令我感到迷
失，有幸能交到幾位「同病相憐」的朋友，互相排解疑難，至今已頗為適應大學生活了。」

陳嘉敏同學各科表現亮麗，並獲香港理工大學取錄，修讀護理學。
   「 大學和中學的生活真是大相逕庭。學業方面，不再像以往中學有老師用心教
好每課細節，課程進度不但急速，而且要適應全英語的教學環境。不過大學生活自
由，可以自行選擇住宿舍﹑參加屬會，一定能夠廣交朋友。」

林聰穎同學在語文及人文學科表現亮麗，並獲香港中文大學取錄，修讀語文教
育，希望薪火相傳，作育英才。

林聰穎同學獲公開考
試成績優異獎

   「堅樂的老師給予我無限的心靈支持。每當我頹廢和心散時，他們總會語重深長的與我聊
天，讓我有力繼續走下去。另外，老師們總是很樂意給予學生支援，使我知道在我背後的老師
們與我一起奮鬥，我不能放棄。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提
摩太前書4:12) 各位學弟學妹，要對自己有信心，努力能扭轉一切，在面對任何逆境下，不要
怕，要用心面對。」

何紫杰
梁倩儀
吳凱琪
於香港大學修讀社會科學 於城市大學修讀中國歷史 於嶺南大學修讀翻譯

譚淑琪
於樹仁大學修讀文學 2

美國交流獎學金「原來我得架」
   本校麥嘉敏、潘心儀及張嘉瑩同學為「原來我得架」第四屆得獎者，獲全費贊助於2015-2016年度
到美國交流，她們已完成10個月的學習，並已回港。而吳紫穎同學從三百多名申請人當中脫穎而出，成
為第五屆美國中學交流計劃獎學金得獎者，獲贊助港幣115,000，於2016-2017年度到美國交流。

麥嘉敏同學美國生活分享
   我在這裡參加了cross country，這是一項長跑的活動，對於不善
於跑長跑的我來說，突然要跑一個多小時，真是顯得有點吃力，但
我相信只要我堅持，一切也會好起來的，在每一次訓練中我總是跑
在最後的一個，也是最後一個完成。然而，我的隊員並沒有埋怨，
也沒 有取笑我，他們反而是鼓勵我，每當我完成後，他們總會說一
句："Good Job, Carmen!",這使我更有動力堅持下去，感謝他們對我
的支持。每一次4公里的cross country 比賽都是一個很大的
挑戰，這考驗我的耐力和堅持，在長跑的途中正能量是十
分重要，我總是提醒自己 "You can do it!","You've almost
done"，要不斷提醒自己可以做到，靠著這些信念就讓我跑
到終點，隊友也會在旁支持著。這裡的人重視的是"Try your
best"，他們為求盡力完成比賽，有些隊伍在比賽中也會鼓勵
別的隊伍，他們的比賽精神很值得我學習。

張嘉瑩、麥嘉敏、潘心儀已交流回歸，吳紫穎
（右三）現正負笈美國

麥家敏同學的 Host Family

學校長跑隊

潘心儀同學美國生活分享

潘心儀萬聖節裝扮

   我住的地方是一個小鎮，只有3000多人，大家都熟悉對方，所有同學
均讀著同一間幼兒園，小學和中學。他們對我這個交流學生不太感興趣，如
果我不主動找他們聊天，難以認識到新的朋友。因此，我 學 會 了 主 動 打 開
話閘子，偶然說下今天的學習、昨天我家的貓咬我，話題便慢慢打開，
友 誼 也 漸 漸 滋 長。
   我的寄宿家庭是基督徒，每個禮拜都會上教會，甚至領唱詩歌。我享受
跟他們上教會的時候，從一開始睡眠聽道法，到現在開始可以明白所說的內
容，真的是很大的進步!
   在開初，我的寄宿妹妹和我有些衝突，例如她會不穿鞋子出門，之後返
回屋子後又立即跳上我的床，惹我生氣。開始時我忍耐著，沒有把事情告
訴寄宿媽媽，最後當她知道事情後，反而感到難過，指出我的沉默是很幼稚
的，應該早溝通才能解決問題。美國人是很熱情和大方的，他們不喜歡冷漠
的回應或者撒謊，他們覺得心中有什麼不爽就說出來，大家一起解決。我愛
我的寄宿爸媽，他們的熱情感染了我，讓我更加主動和坦誠。

潘心 儀的 美國 同窗

張嘉瑩同學美國生活分享
   美國的學校和香港很不同，每個老師都有自己的教室。你有歷史課，就去
歷史老師的課室。科目的選擇很多，從體育到攝影，德文到駕駛，總能找到自
己喜歡的科目。 雖然常聽人說美國學習很輕鬆，但對於新來的交流生，每天的
學習都很重要，字典成了我重要的課堂工具之一。學校沒有太多關於儀容的管
制，所有的學生都有自己的特色。
   口語方面，一個月過去，我總算開始習慣聆聽美國人說話的語調，開始聽
得懂他們之間的對話。一開始真的很困難，在香港聽的都是正統的官方英文。
但這裡，每個人說話的速度，口音都成了我和別人交流的阻礙。但是只要主動
一點，積極和別人聊天，他們都很有耐性聽你說話，希望日後我的英文能更進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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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嘉瑩同學參與的學校長跑隊

Exchange at Handong Global University
From 17 th July to 28 th July, 16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an unforgettable programme-the Handong Global
Leadership Programme. It was organized by Handong Global University. They planned a lot of activities
for us, including Korean language classes, lectures, industrial excursions, etc. The staff and group leaders
were friendly and caring and they were responsible for taking care of us in these 12 days.

T e a m m e e ti n g

Hanbok
We treasured the team
meeting a lot. It is always
nice to have someone
you can share your ideas
with.

ce
tr a d it io n a l d a n

It was such a harsh thing that
we h a d l e a r n e d a t ra d i t i o n a l
dance in around five hours
before we gave a performance.
But we did it! Even though all
o f u s fe l t ex h a u ste d , we st i l l
tried our best. We all loved this
fascinating dance.

We learnt a lot about the culture
of Korea. For instance, we wore
Hanbok (한복), a traditional
clothing of Korea. It was colorful
and pretty.

J u k d o m a rk e t

K -p o p d a n c e
K-pop dance is energetic and lively. We
danced to a song entitled Bang Bang
Bang' from a famous Korean boy bandBigbang. We all enjoyed it very much.

d d in g
T ra d it io n a l w e

We went to Gyeungju to experience a traditional wedding. Some students
pretended to be a bride and a bridegroom.

Chomsongdae

We v i s i t e d J u kd o M a r ke t fo r
s o m e gro u p a c t i vi t i es . I t wa 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ones in
Hong Kong. We could also find a
lot of Korean food and souvenirs
there.

in G y e o n g ju
This building is called Chomsongdae.
People enjoyed star gazing there
thousand years ago. It is maintained
well. We also watched a spectacular
sunset in the evening and went to Anapji
Pond and caught an amazing night view.
What a beautiful place!
Holm Glad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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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全國中學生領導力展示會
本校6位同學於2016年7月21至28日遠赴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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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 周致因
4E 李瑜瑛
4E 陸賢明
4E 伍佑生
4A 胡文茺
3C 趙俊昇

最佳改進公共政策項目獎
最佳環境保護項目獎
最佳組織社區與校園服務項目獎

叮叮守衛隊

伍佑生 ( 左五 ) 於第二輪展示

團體獎：優秀學校一等獎及最美紫荊公益獎
支援組
3C 洪嘉寶
3D 羅 琳

3D 黃慧儀
3E 陳子熙

3D 鄭秀麗
4E 杜振宇
周致因 ( 右二 ) 於第三輪展示

啟程

趙俊昇 ( 右二 ) 於第二輪展示

最後綵排

首輪展示

高歌「活著就是祭」

橫掃五獎

新加坡手鈴交流之旅
本校手鈴隊獲亞洲國際手鈴協會（香港）邀請，於2016年7月13日至18日前往新加坡與當地學生
進行手鈴交流活動。章佩麗老師與本校的手鈴隊學生，一行17人前往新加坡參加 Singapore Handbell
Festival，又分別與當地學校CHIJ Toa Payoh Primary School、Sengkang Primary School、Tampines
Primary School匯演及交流，亦於Toa Payoh Methodist Church 獻奏。 同學除了進行手鈴交流活動外，
亦有機會參觀當地名勝，品嚐當地美食。此行行程緊湊，豐富精彩。

新加 坡手 鈴交 流 20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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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Fe sti va l
Si ng ap ore Ha nd be ll
我們 準備 出發 了 !
與當 地學 生交 流 , 操練 英文 會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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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當 地學 校匯 演

於 Toa Payoh Methodist
Chu rch 與不 同學 校的 手鈴 隊
演奏

同學 參觀 當地 名勝 ，行 程豐 富精

彩

Canada Culture and English Summer Camp
This was the second time that we had taken part in the Canada Culture & English Summer Camp organized by
CCCEA. Ten of us participated in it and we all enjoyed the programmes. We attended English lessons at Thompson
Rivers University every day and various activities after school such as kayaking, horseback riding, indoor rock
climbing and bowling. More importantly, our homestay experience in Kamloops left us an unforgettable memory!

We were involved in
different class activities
including pair work and
group presentations.

There were different levels We enjoyed kayaking in
of indoor rock climbing. North Barriere Lake. It
We challenged ourselves was relaxing!
by attempting all levels!

We tried 5-pin bowling in Canada.
The ball is smaller and lighter
than the one in Hong Kong. It was
harder to be controlled!

Horseback riding was much more exciting than
we thought. Look! How enjoyable it was!

It was comfortable to lie on the grass and watch the
blue sky. We loved the beautiful campus!

Our host families were very caring
and hospitable! We learnt a lot about
Canadian's culture throughout our
stay.

台北歷史考察團
個考察
   「讀萬卷 書，行萬 里路。」 中史科的 同學們走 出課室， 於暑假一 同到台灣 進行實地 考察。這
的關係。
團沒有導 遊，同學 們需要準 備各建築 和考察地 點的資料 ，介紹該 地方與台 灣或中國 歷史發展
5E 盧曼盈

5E 張穎欣

   八月十五日，兩位老師率領我們十六
位同學，一行十八人前往台北交流。我們
的行程是由老師編排，而我們則負責搜集
資料，到了景點進行匯報。四天的旅程很
快就過去了，對台灣歷史的認識加深了，
對老師和同學的認識也加深了。很難忘和
朋友老師同房的那三個晚上，四個人在一
個房間暢談心事。

在整個旅程，我最強烈的感受就是台灣對於歷史古蹟
與文物的保護與保育非常到位。在台灣，很多歷史古蹟
與文物，都以最好的姿態呈現給世界各地的遊客。我們到
訪時，有兩個地方要進行維修，足以表明台灣政府重視歷
史古蹟的保育。再者，台灣對於土地的運用，能夠配合土
地的發展需要而轉變，達到最好的實用價值，比如漁人碼
頭。我想，香港和中國大陸對於歷史古蹟與文物的保護和
保育，都可以借鏡台灣。

5D鄺映桐
我想用這次交流的經歷，日後與學弟
學妹分享，引發他們的興趣，帶領他們認
識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與歷史的悠久，以
延續中國文化為己任。今次的旅途雖然
短，但是我們深入認識和了解中國及台灣
的歷史與文化。

西門紅樓之源由

捷運任我行

介紹故宮

5D 譚暐衡
   在這一次的交流團中，我體驗到當地的文化。當地人
民都有禮貌，很少有大吵大鬧的場面出現。還記得有一次
在捷運上，其中一個同學掉下了耳機，一位熱心的男孩子
馬上幫他撿起，然後面露笑容交回我的同學。另外，一個
寧靜的早上，我甫踏進228和平記念碑，得知它的歷史由
來後，發覺台灣政府勇於承認錯誤，所以記念碑面對著總
統府，提醒執政者過往曾犯的過錯，切不可重蹈覆轍。

四四南村一聚

饒河夜市食食食

準備出發往台北

台北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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