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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通訊

    學校以「發揮恩腸、追求卓越」為主題，今年已是第三

年。同學們，回顧三年，你有沒有發揮自己的恩賜呢？你有

沒有追求卓越呢？

    本學年，不少同學努力追求卓越，在不同範疇上突破自己，在校外比

賽屢獲佳績。本校成立不足兩年的英文辯論隊於「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  Debating  Competition」中奪得九龍區冠軍寶座；中文辯論隊於

「觀塘區聯校辯論盃賽」奪得冠軍；英文集誦奪得香港校際朗誦節季軍；

中文朗誦奪1冠1季及18項優良獎狀；英文朗誦奪2項季軍及34項優良獎

狀。另外，同學亦於「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比賽中獲一等、二等及

三等獎共12項；又於「第三十二屆香港數學競賽」中成為優勝隊伍；亦有

同學於澳洲國家級化學測試（Australian  National  Chemistry  Quiz）以全

港99%百分位獲特優秀證書；又有同學於全港中學生生物科奧林匹克比賽

獲一級榮譽；本校手鈴隊於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2015再榮獲金獎……

獎項眾多，未能一一盡錄。

    其實以上獲獎的同學在參加活動時從未預計自己可獲如此佳績，喜見

他們發揮恩賜，追求卓越。希望每一位同學也能找到自己的恩賜，不斷突

破自己。

校外比賽屢獲佳績

校長（右一）跟數學科所有得獎同學大合照

澳洲國家化學測試獲特優

生物科奧林匹克比賽一級榮譽

粵語冠軍、季軍及榮譽得獎者

Speech Festival Award Winners

英文辯論再奪冠

3rd Place in Choral Spe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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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4月7日（二）至4月11日（六），20位學生及4位老師遠赴柬埔寨開展
五日四夜的學習之旅。此行以服務及學習為主，觀光為次。行程包括探訪金邊學
校、參加義教、小組活動、探訪兒童中心與當地孩子交流、探訪聖約教會宣教工塲
及參觀著名景點等，行程的溝通以英語為主。

活動目的： 

1. 藉探訪當地學校和服務活動，讓學生學習無私付出、發揮恩賜、服務他人。

2. 藉探訪、遊歷和交流活動，讓學生拓闊視野，珍惜現有的學習機會和資源。

3. 讓學生發揮基督精神，培養自愛自重、尊重生命的可貴情操。

4. 讓學生思考基督大愛如何在不完美的世界實踐，並延續服務和學習。

45柬埔寨服務學習之旅

柬國服務團   一趟成長之旅

周年校慶

                              陳景龍老師
    「柬埔寨服務學習之旅」以服務為主，義教活動和探訪村落的環節，學生參

與度高，由構思到實踐，學生一手包辦，老師只作輔助。柬國孩童相當享受這群

哥哥姊姊準備的活動，也感激隨團帶來的物資。表面看來，當地兒童獲益良多，

但事實上，一行二十位堅樂學生反而是得著更多的一方。

    當日出發探村，天氣有如火爐壓頂，入到村內發現進行活動的地方是一片全無遮擋的泥

地，但每組學生各帶領一群小孩遊戲，在烈日當空、塵土飛揚下，堅樂的學生將那簡陋的泥

地變為樂園：那邊樹下一大群小孩啍著歌玩「火車穿山洞」、這邊則有些在離牆邊不遠處玩

「紅綠燈」、有些在扮鷹追趕著掛著笑臉的「小雞」、有些則在興高采烈跳著繩、踢皮球，歡笑聲此起彼落……

    教育不只是教授書本知識，更是啟導青年人心智的過程。我想，當天在村內，我們堅樂的學生應該對「快樂」的

定義改觀了，更體會到，自己所付出的力量可以為被遺忘的一群小孩帶來歡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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窩心旅程                          5A 楊錦琦

    我們探訪金邊迦密國際學校，孩子非常

的熱情、有禮貌，當我們經過課室，他們會主

動的與我們揮手說好，更會以親切天真的笑容迎

接。活動過後，有兩個小朋友特意畫畫給我，令

人窩心，我真的很不捨得他們。

    這一次旅程我得著了非常多，柬埔寨與香港

很不同，濃濃的人情味，簡單的生活，容易滿足

的心，很多很多。無論是人和事都讓我很不捨，

小孩子可愛的臉孔、人們的熱情、真誠的笑容，

我都會記在心中。

細味幸福                                
    香港人每日的生活異常忙碌，根本沒有時間

停下來，感受一下這個世界，或是漫無目的地打

拼，結果常帶著負面情緒生活。這一趟旅程，我

們看見人們生活縱使勞苦，但他們毫無怨言，而

且待人友善，性格樂觀，這都是我們需要學習

的。我們要好好珍惜現有的幸福，不該埋怨，也

不應追求太多物質上的滿足。

5E 黃小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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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ambassador - Visiting HKIA

Peter Chan of 2E received a 
souvenir from the HKIA 
representative for answering a 
question correctly at the 
seminar.

Students had fun while practicing 
their English at the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Students enjoyed conversing 
in English with the international 
travelers.

Students happily interacted and 
talked with the foreigners. 

Students were eager and quite 
interested to speak in English 
and learn more about other 
foreigners. 

Our group photo - a day well 
spent at HKIA!

Students Reflections.

  The knowledge gained from the Airport trip was quite 
valuable. Until today I’d never known that the airport is 
involved in over a half of the total GDP of our city and that 
close to 1%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Hong Kong works for 
the Airport. But out of everything, the opportunity to view 
the departure and arrival of the airplanes was the best. It 
made me wonder what it was like to live near Kai Tak in the 
last century- even though I’d have deafening noise to bear, 
the sensation of a gigantic aircraft slashing though the air 
above my head would definitely be an awesome sight to 
behold. 

Peter Ho, 5F

  During the visit to the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I learned a lot. There were two office workers – Mr. Adrian 
and Mr. Stephen who talked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irport. They talked about building the third runway, and 
Mr. Adrian analyzed the good and the bad of this. Although 
building the third runway will have bad effects, the builders 
will try to keep the problems to the minimum.
  Also, Mr. Stephen talked about the awareness of the 
environment at the airport. For example, to reduce the food 
waste from the airplane flights, he said they recycle the 
food waste into fish feed, fertilizer and diesel fuel. I think 
this is important. After the visit, we went to the airport to 
have interviews with the travelers. The interview upgrades 
my English skills. All in all, the outing was a great success 
and I enjoyed it so much!

Kristine Wong, 2E

培正數學邀請賽
    「培正數學邀請賽」由香港培正中學主辦、培正專業書院及數學資料庫協辦。參加

學校數目超過二百間。

    本校5F班何德健同學及潘文榮同學於六百多名來自各校的中五及中六級數學精英中

突圍而出，取得首一百名成績殺入決賽。決賽前，他們用心鑽研歷年試題，將知識和經

驗累積以提高水平。

    何德健同學發揮高水平表現，力壓不少傳統名校精英，取得首三十名，勇奪銅獎。

培正數學邀請賽銅獎得主何德健

「第三十二屆香港數學競賽」
    本年，我校首次挑戰由教育局數學教育組及香港教

育學院數學與資訊科技學系聯合舉辦 「第三十二屆香港

數學競賽」（HKMO）。九龍一區共有四十多

間實力非凡的學校參賽，我校代表發揮出色，

成功得到分區團體獎項（top10%），這是堅樂

學生在數學科比賽的一大突破。

左起5A馬光昶，5F陳樂恒，5F何德健
5F潘文榮，5A盧德俊

最後綵排

香港數學
競賽獎盃

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2015金獎
    本校手鈴隊參加亞洲國際手鈴協會（香港）主辦之

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2015，榮獲金

獎！比賽於2015年4月24日假香港文

化中心舉行，參賽學校眾多，本校能

獲金獎，實在可喜！

校外比賽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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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觀塘區聯校辯論盃賽冠軍及決賽最佳辯論員
    古人云：「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手沂，風手舞

雲，詠而歸。」            

    經過多日的努力，老師的殷勤指導，以及上帝的帶領，披荊斬棘

下，我們終在觀塘辯論杯賽取得冠軍寶座，印證了老師和同學的汗水和

努力是沒有白費的。我們不會自傲，定當載欣載奔，戰戰兢兢，沉著迎

向下一次的挑戰。

隊      員：3D 張嘉麗、3D 洪紫欣、3E 周致因、3E 鄺曉彤、3E 李瑜瑛

            3E 麥寧馨、3E 伍佑生、3E 杜振宇、3E 胡嘉豪、4A 容苡澄

            4E 郭傑超、4E 麥家敏、4E 吳紫穎

最佳辯論員：3D 洪紫欣

2014-2015 第66屆中文朗誦
比賽成績

2015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暨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獲獎

港澳盃金獎得主

港澳盃銀獎得主

港澳盃銅獎得主

班別 姓名 獎項

5F 何德健 金獎

2D 陳諾汶 銀獎

2D 梁洪輝 銀獎

5A 盧德俊 銀獎

1C 鍾家誠 銅獎

1D 方家強 銅獎

1E 林建一 銅獎

1E 魯家安 銅獎

2D 劉嘉明 銅獎

2E 廖嘉謙 銅獎

3D 張中瀚 銅獎

3D 杜思維 銅獎

3E 李俊賢 銅獎

3E 李偉力 銅獎

3E 李瑜瑛 銅獎

3E 胡嘉豪 銅獎

4A 盧志坤 銅獎

4A 莫家豪 銅獎

4E 匡雪蓮 銅獎

4E 郭兆洋 銅獎

4E 劉梓譽 銅獎

5A 馬光昶 銅獎

5F 陳樂恒 銅獎

5F 梁啟樂 銅獎

5F 梁倩儀 銅獎

5F 潘文榮 銅獎

2015新加坡數學競賽獲獎

新加坡數學競賽銅獎得主

新加坡數學競賽銀獎得主

班別 姓名 獎項

2D 陳諾汶 銀獎

3E 李偉力 銀獎

3E 胡嘉豪 銀獎

2D 劉嘉明 銅獎

2E 賴志聰 銅獎

2E 劉振賢 銅獎

2E 廖嘉謙 銅獎

2E 譚靜妍 銅獎

3D 方嘉杰 銅獎

3E 周致因 銅獎

3E 李俊賢 銅獎

3E 謝仟華 銅獎

3E 胡文茺 銅獎

冠軍（粵語二人對話）
5A 林珈汶、5A 薛皓軒

季軍（粵語二人對話）
5A 楊錦琦、5A 梁嘉燕

榮譽（粵語二人對話）
5D 羅卓儀、5D 朱美玲

優良（粵語二人對話）
2C 關之霖、2C 鍾  敏、3E 李嘉宜、3E 鄺曉彤

4E 蔡青慧、4E 賴倩韻、4E 梁思捷、4E 潘心儀

4E 吳紫穎、4E 李綺雪、5D 彭慧怡、5D 王翠雯

5D 吳紫琼

5D 金仲儀

優良（粵語個人獨誦）
1E 馬利力、1E 劉樂怡、1E 陳舜鈞、2E 陳映悅

2E 邱卓恩、2E 梁家肇、3D 姚嘉蕙、3D 黃韻婷

3D 黃淑婷

5A 鄧唯茵 

優良（普通話個人獨誦）
5F 黃艷君、5F 林穎欣

5F 梁鈺茵、3E 周致因

3E 李瑜瑛、3C 張健銘

2C 羅  琳

良好（普通話個人獨誦）
5F 陳嘉敏、3C 張靖敏

3D 李曉清

良好（粵語二人對話及個人獨誦）
5E 董曉恩、5A 張潁桐

5A 鄧唯琪

普通話優良、良好（個人獨誦）

粵語優良（二人對話）

粵語冠軍、季軍及榮譽

粵語優良（個人獨誦）

雄辯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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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商務印書館

2015年3月26日

升就組「恆
生社聯青年

職業探索計
劃」參觀商

務印書館（
香港）有限

公司 

同學積極提問 與陳方安生女士大合照

2015年4 月23日

    前政務司司
長、香港2020

召集人陳方安生
女

士為中四、五同
學進行演講，探

討香港民主進程

發展，及2017
普選方案的利與

弊。

與劉進圖先生大合照

呂秉權先生通識講堂

2015年3月25日    

    前無線電
視和有線電視

中國組首席記

者呂秉權先生
以豐富的中國

內地新聞採訪

經驗，探討傳媒
於中國社會發展

的角色。

登機中

    本組希
望透過生涯

規劃教育及
與工作相

關的活動，
如參觀工作

體驗計劃，
讓學生更

了解個人長
處、探索繼

續升學及就
業的各種

機會，訂定
個人的目標

和抱負。

2015年3月23日

升就組「恆
生社聯青年

職業探索計
劃」參觀香

港機場管理
局 

參觀停機坪

參觀機場控制中心 國泰城模擬機艙

候機室

2015年5月9日

參觀國泰城
 

反光安全製備

升就組 生涯規劃教育

呂秉權先生與李校長 明報營運總監劉進圖先生講堂

飛機模型

2015年5月5日

    明報營
運總監劉進

圖先生於20
14

年曾遭持刀
男子襲擊，

身中三刀受
傷

送院，事件
引起香港社

會對新聞自
由

的關注，今
以第一身經

歷探討「新
聞

自由與香港
政治發展」

的關係。45通識名人講堂系列周年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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