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HOW TIME

 陸運會班際接力比賽男子組冠軍   

 科學探究學習  降落傘比賽亞軍及季軍

班際歌唱比賽 享用美食

陳健彬 張籽恩 廖佳文 劉家傑 唐浩維 廖振靈 鄭梓聰 陳順勤 曾智忠 姚灝軒 何世洛 黃俊傑 鍾澤華
陳芍瑩 梅詠兒 林依琪 竇李月娟老師 王錦琨老師 林映嵐 杜佩芬 曾艾瑩

  1A同學活潑好動，精力充沛。同學好
發問，既團結，又主動關心別人。在這幾個
月，老師見到大家同心協力在陸運會上揮灑
汗水，勇奪男子班際接力比賽冠軍及一面又
一面的獎牌；合力完成課室壁報設計；在旅
行日中一同享受勝利的果實。

  老師期望你們能夠以這種堅持不懈的精
神面對學業、面對人生的挑戰，面對將來。
願我們在未來的日子中，能一起創造更多美
好的回憶。請把握時間，培養自己成為一
個有愛心、樂助人、常喜樂、有堅持、誠
實又正直的人，更能獲得人生中最好的福
氣—「認識主耶穌基督」。

班主任心聲

15-16年度得獎項目

陸運會精英 中一班際籃球比賽

男子班際接力比賽勇奪冠軍

中一降落傘比賽

陳健彬 張籽恩 廖佳文 劉家傑 唐浩維 廖振靈 鄭梓聰 陳順勤 曾智忠 姚灝軒 何世洛 黃俊傑 鍾澤華

1A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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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譚老師生日

專注 + 專心 = ？

1B⋯⋯重回古埃及

 班際男子籃球比賽冠軍

 陸運會班際接力比賽男子季軍

 中一級「午膳之星」獎勵計劃獲獎班別

 科學探究學習－降落傘比賽冠軍

 班際壁報設計比賽亞軍

  1B班同學中臥虎藏龍、潛質優厚，從
得獎項目便知道你們活力十足，精力充沛。
雖然你們對將來暫時沒有明確的目標，以致
學業上未盡全力。但盡責是大部份同學都擁
有的特質，你們會努力完成指定任務。盼你
們能早日找到方向，奮發圖強。

  所謂「年少輕狂」，難免有犯錯、冒犯
別人的時候。但謹記此經文：「若有人在基
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
新的了。」（哥林哥多後書5:17）盼你們
早日相信基督，積極向前，不斷進步。我們
對你們寄予厚望。

班主任心聲

15-16年度得獎項目

1B1B
何世楠 吳嘉俊 陳駿諾 黎昊靝 陳皓然 林稼倫 馮源森

連俊熙 黃駿熙 鄧值維 黃子楠 藍朗 施偉嵐
陳心儀 高頌沂 李苡珊 譚麗明老師 曹金銘老師 王雪文 朱美怡 王詠恩

虛擬劍擊對戰中⋯⋯

專注 + 專心 = ？專注 + 專心 = ？

陳心儀 高頌沂 李苡珊 譚麗明老師 曹金銘老師 王雪文 朱美怡 王詠恩

專心製作壁報

班會活動

科學降落傘比賽冠軍

齊來BBQ
齊齊行山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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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契活動—全副軍裝

中文周會問答比賽勝出接受頒獎

英文周會歌唱比賽

我們也來自拍吧^^

 班際女子籃球比賽亞軍

 班際男子籃球比賽亞軍

 班際女子羽毛球比賽亞軍

 班際男子羽毛球比賽亞軍

 中文周會問答比賽冠軍

 歷史圍村模型比賽亞軍

 陸運會班際接力比賽男子季軍

 英文周會歌唱比賽—Best articulation 
and delivery award

梁穎超 屈皓朗 葉承毅 莫明志 尹澤謙 吳國希
林良鋒 劉軒成 曾浩霖 劉恆源 鄭朗健 陸秉枝 陳嘉麟
李凱琳 陳雅唯 陳嘉華 羅寶玉 温景彤 李曉琳 高樂怡

黃雅欣 余丹楓 徐曉嵐 李栢倡老師 鄧施鴻程老師 林彩雯 梁敬之 李碧萱

  一個學年過去，拿起一些當初1C班的
集體照，驚覺二十多個娃娃面的小孩子外表
已成熟了不少。他們真的長大了嗎？

  是的，身量是長高了一點點，臉上的
「嬰兒肥」減退了少許，一些男生的聲線變
得低沉了⋯⋯但他們真的「長大」了麼？知
識有增長了麼？處事會多一點顧及他人麼？

  教人安慰的是個別同學是進步了，有
些會主動接替去了 ICU的同學清潔課室，
當科長的盡忠職守地每朝早收集同學的功
課點算，有些會在下課後仍留在課室做功
課和溫習⋯⋯

  不過「慢熱的」也不少，仍是那麼愛嬉
戲搗蛋，仍是那麼未聽罷問題便急著發問，
仍是愛火速做完當天的功課便塞回抽屜（接
著趕忙飛奔玩耍去了）⋯⋯

  二十六個少年人在一個陌生的課室裏共
同經歷了「中一」這個需要適應、摸索、跌
跌碰碰的階段後，又會有什麼在前面等待著
他們呢？

班主任心聲

15-16年度得獎項目

1C1C

旅行大合照

中文周會問答比賽勝出接受頒獎
中文周會問答比賽勝出接受頒獎 我們也來自拍吧^^我們也來自拍吧^^

旅行留影—
好味道

中文周會問答比賽勝出接受頒獎
中文周會問答比賽勝出接受頒獎
中文周會問答比賽勝出接受頒獎
中文周會問答比賽勝出接受頒獎

旅行留影—友誼永固

48 THE MISSION COVENANT CHURCH HOLM GLAD COLLEGE 

生活篇



同學親自制作的食物，
好好味

團契活動團結

祝福你^^

謝謝你們的驚喜

生日快樂聖誕聯歡一點也不冷

齊慶新春—毛筆書法樂

 English Assembly The Most Cooperative 
Award and The Best Presentation Award

 歷史科圍村模型大賽 最符合史實獎

 時事常識問答比賽冠軍

 小書蟲龍虎榜上學期及下學期 第一名

 班際歌唱比賽 最佳演繹獎

 班際羽毛球比賽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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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際壁報設計比賽冠軍

 中文周會問答比賽亞軍

  「彭老師、洪老師，早晨！」、「謝謝
老師的教導。」我們的第一次見面和認識，
便從這一聲開展；明明仍縈迴在耳際，倏忽
間，我們便已經來到學期的末了。

  乍看下，1D班非常平凡，毫不起眼，
但和你們相處過後，箇中滋味盡在不言中。
你們良善、忠心、可靠、充滿熱誠、這其實
就是主看為善和美的特質。更重要的是，和
你們共同經歷了許許多多的事情、大大小小
的比賽，老師看着你們慢慢成長，變得成
熟，在課室一起同唱「青春頌」、分享愛筵
等的逸事，無不讓老師莞爾一笑。謝謝你們
這群可愛的小天使。

  回憶總是令人回味；而成長卻是令人痛
苦的，唯有經歷過痛苦，我們才能綻放；才
能盛開；才能破繭。所以升上中二後，願你
們繼續迎難而上。謹記時間如白駒過隙，你
們要好好珍惜光陰。

班主任心聲

15-16年度得獎項目

1D1D
鄺文希 柯漢洋 杜肇熙 李嘉賦 葉健浩 楊卓曦 陳浩軒 陳章軒 洪家哲

賴宇飛 林凱鋆 謝子泰 李嘉明 陳雯靜 連詠瑤 練穎怡 邱嘉敏 黃家澍 何羽峰 謝景浩 温恩賜 李啓銓
黃樂瑤 馬希盈 何慧妍 施鈿新 吳洪珊珊老師 彭偉興老師 林嘉寶 馮紫迎 魏凱婷 黃靖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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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運會不忘發揮1E精神

活潑的1E班

一同佈置，一同準備食物，一
同玩樂的

1E聖誕聯歡會！

兄弟同心，其利斷金！ 全情投入，互相配合跨越挑戰無難度！

一起積極參與團契，
一起獲獎！ Yeah！

 陸運會班際接力比賽女子組亞軍

 中一級「午膳之星」獎勵計劃五期冠軍
 （全年六期）

 班際女子籃球比賽冠軍

 S.1 English Assembly The Most Creative 
Award

 歷史科圍村模型比賽金獎

 班際歌唱比賽最佳投入獎

 中一數學周會比賽冠軍

周笑晨 曾浩賢 任銘政 郭勝添 陳澧淳 李峻灝 程偉軒 劉家亨 陳靖朗 詹藝華 簡朗傑 劉業威 
陳熙勻 楊靖琳 蕭珮文 黃靖嵐 曾林烽 蘇學柔 紀欣善 關紫晴 陳卓盈 林麗桐 郭文如 梁穎詩 

劉建寧 鄧穎晴 蔡鑫鑫 曾巧兒 黃詠莎老師 蔡開華老師 梁恩祈 葉婷 梁暐琦 劉咏芯

  1E同學活潑好動，喜歡表達己見，在
課堂常常主動回答問題。同學重視彼此友
誼，重視在群體中學習。同學讀書時認真，
比賽時投入，在各項班際比賽中表現拼搏，
為班爭光。

  班主任很高興看到同學的成長，從學期
初同學尚未掌握中學學習要求，功課小測也
有改善空間，到現在同學不單功課小測有進
步，更能主動學習，自己尋找課外知識，一
直成長。

  班主任盼望同學認識上帝，認識福音，
明白上帝的愛。我們亦盼望同學善用上帝賜
予的恩賜才幹，為上帝在生命中發揮，為上
帝作恩賜的好管家。

班主任心聲

15-16年度得獎項目

周笑晨 曾浩賢 任銘政 郭勝添 陳澧淳 李峻灝 程偉軒 劉家亨 陳靖朗 詹藝華 簡朗傑 劉業威 

1E1E

聯歡會中又玩又吃，
加深認識

1E齊齊去旅行

在一片歡樂的團契遊戲中學會「團結就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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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運會班際接力比賽男子組冠
軍

 陸運會班際接力比賽男子組冠軍

 班際排球比賽冠軍

 班際男子籃球比賽亞軍

 綠色聖誕環保班際比賽：
 最環保班別

  F.2A是一群友善並善待別人的同學，即
使原本不熟悉的插班同學也不用花時間，便
能融洽相處，打成一片。老師看著他們快快
樂樂地在課室生活，洋溢著歡笑聲，實在快
慰。同學能夠在少年時多多儲蓄這些正能
量，相信有助日後面對人生中的挑戰。

  他們本是一群資質尚佳的同學，但可惜
他們未懂發揮潛能，以致表現一般。寶玉待
磨，老師盼望他們多作反思，明白上帝在他
們身上的作為，並能將自己的恩賜盡展。

班主任心聲

15-16年度得獎項目

2A2A2A
黃衍競 楊民齊 黃梓滺 蔡浩賢 曾浩榮 伍世洛 黃昊曦 黃榮遠

鄧家豪 王樂希 朱沛謙 施嘉瑩 雷伊琳 李瑋禧 羅天碩
陳倩怡 雷綽盈 歐陽蘇曉娟老師 蔡耀權老師 彭思晴 鄧凱琦 葉家喬

旅行日的點點滴滴

班際排球比賽冠軍

班際男子籃球比賽亞軍

羽毛球比賽，War Game及團契生活的的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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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聯歡會

陸運會2B班接力隊

陸運會2B全班合照

老師與同學在茶樓共進午饍

留校班會活動，全班在唱詩歌

全校旅行

 S.2 English Assembly The Best Articulation 
and Delivery Award

 中二級「午膳之星」獎勵計劃獲獎班別
 （10月份）

 班際壁報設計比賽冠軍

 「綠色聖誕環保班別比賽」最環保班別

黃棋浩 歐陽家滿 林耀峰 劉俊杰 廖瑞龍 黃天喜 彭梓深 賴俊榮 蔡博文 李浩賢 劉家亨
陳海澄 何嘉慧 顏芊彤 余新儀 何智偉老師 王美玲老師 黃琳 張茵儀 黃懿婷 鄺芷平

  2B班同學充滿愛心，遇到有需要，同
學都願意互相幫忙。他們積極投入參與班會
活動，在學校旅行的集體遊戲，同學都很投
入，嚷著要繼續遊戲，大家都樂而忘返。在
班際英文朗誦比賽及班際歌唱比賽，他們都
認真準備，對自己的表現有要求。

班主任心聲

15-16年度得獎項目

2B2B

班際英文朗誦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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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學年第一個生日會

男女子班際接力隊合照 學校旅行留影

聖誕節聯歡會合照

為班主任慶祝生日

班際歌唱比賽

齊來輕輕鬆鬆e-learning

e-learning 學習中⋯⋯

蘇老師臨盆在即⋯⋯

Fashion Show@2C

 中二級「午膳之星」獎勵計劃冠軍

 S.1 – S.2 English Assembly The Most 
Cooperative Class Award

 中文周會（問答）比賽亞軍

 數學周會（問答）比賽冠軍

 通識民主周會（問答）比賽冠軍

 小書蟲龍虎榜優勝班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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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軍

 班際歌唱比賽 最佳演繹獎

 班際羽毛球比賽冠軍

  2C 班是一班朝氣蓬勃、團結互助、溫
暖和諧、有情有義的班別，三十張笑臉，
三十個不同的個性支撐起了這個班級課室！
過去的日子，2 C班堅持做好班級內部工
作，同時也在不斷加強班級的互助精神及自
律性，逐步將班級打造成一個學習、文藝、
體育、品格各方面均全面發展的整體。

  在班主任們心目中，2 C班是「最好
的」。我們都享受著相處的每一個時刻。
盼望2C 班的每一個天使在待人處事上都能
盡忠，面對困難挫折時，能迎難而上，擁
抱挑戰。

  在此送上一段經文以作勉勵：「耶和華
已經指示你甚麼是善，他向你所要的又是甚
麼；無非是要你行公義，好憐憫，謙虛謹慎
與你的　神同行。」（彌迦書6：8）

班主任心聲

15-16年度得獎項目

2C2C
鍾家誠 何鈺澎 藍灝 黃子霖 許賢傑 藍柏熙 張家俊 虞駿文 馬海鈞

陳嘉霖 熊家樂 梁智誠 莊承興 梁桓曦 孔嘉琳 潘嘉詠 林頌軒 董心亮 譚詠祺 洪忠銳 廖柏熙
陳詠珊 柯芷晴 馮寶葶 蘇俊梅 吳紫恩 利俊賢老師 翁蘇傑莉老師 黎家寶 馬嘉欣 蘇嘉玲 李懿

Big Boys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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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聯歡 We are 2D

我們都是堅樂人

中秋BBQ 大尾督的晴朗天氣

潘太請食冰淇淋

班際4×100男女子皆奪獎 水火箭比賽冠軍

探訪老人院

 科學探究學習—水火箭比賽冠軍及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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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軍
 班際羽毛球比賽亞軍
 英文周會Best Presentation
 事時周會問答比賽全級第二名
 「綠色聖誕環保班別比賽」最環保班別
 班際男子籃球比賽冠軍
 班際女子籃球比賽亞軍

張智皓 郭意豪 周俊榮 李領慶 王得焜 林嘉駿 陳耿軒 朱浩賢
區嘉敏 郭海銚 余詩琪 林詩童 陳佩藍 劉樂儀 李嘉賢 關晴心
洪煒晉 周政賢 方家強 馮浩良 黃鎮熹 鄧穎竣 陳敬源 梁思宇

陳勵瑩 謝思琦 余思琳 吳浩昌老師 潘黃惠珠老師 尹頌賢 張靖瑤 杜心絃

  2D班在班際比賽囊括多個獎項，在科
學科的水火箭專題研習中努力嘗試，失敗後
又再嘗試，不但體驗到探究的精神，更找到
學習的樂趣。同學在全級水火箭比賽囊括冠
軍及亞軍，更代表學校參加全港水火箭比賽
2016奪得優異獎。在班際羽毛球及陸運會
接力賽事前，同學缺乏信心，但他們應班主
任的安排去練習，更主動於週末繼續練習，
結果效果出乎意料，連奪三銀。

  班主任相信你們來年會更進一步。孩
子，我們要跟你說：「世上沒難事，只怕有
心人。」你們每天都會面對困難，或許是學
習、或許是與人相處，只要肯去做、肯去嘗
試，過程中你已學會如何克服困難。你們沒
有什麼好怕，不要因怕失敗、怕輸而不去
做，最重要是失敗後你能站起來，那麼，最
終你會得到獎賞。

班主任心聲

15-16年度得獎項目

2D2D

歌唱比賽盡力唱

我跳得好嗎^.^我跳得好嗎^.^我跳得好嗎^.^我跳得好嗎^.^我跳得好嗎^.^我跳得好嗎^.^我跳得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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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聯歡

全情投入唱歌

學校旅行

 班際壁報設計比賽中二級亞軍

 陸運會班際接力比賽女子組季軍

 班際歌唱比賽最合拍投入獎

 中文週會問答比賽冠軍

 S.1 – S.2 English Assembly The Most 
Creative Class Award

 班際女子籃球比賽中二級冠軍

 班際排球比賽中二級亞軍

  中二戊班這班小伙子讀書亦算勤奮、學
習態度較往年認真、留心聽講聽教。他們雖
各有自己相熟友伴，然而每當班際比賽臨
近，他們都會團結一致，齊心努力準備。每
位同學都各具天賦，猶如一顆美鑽，不過尚
需細意琢磨，才會綻放耀眼光芒。記著致勝
之道在於勤，加上放膽提問，成績定會百尺
竿頭，更進一步。但願各同學自勉自勵，傚
法基督，承傳耶穌「非以役人、乃役於人」
的服侍精神。

班主任心聲

15-16年度得獎項目

2E2E
梁傑銓 謝家信 魯家安 林建一 黃宇恒 盧俊傑 黃俊傑 林德銘 楊國威 吳榮鋒 黃立行 黃科榮
梁偉倫 陳舜鈞 蕭詠淇 林錦瀅 陳琬賢 楊嘉寶 李卓玟 陳嘉怡 龔梓晴 劉樂怡 黎欣童 馬利力
陳慧群 黃慧雯 鄭嘉兒 李敏瑤 胡磊裕 何樹康老師 鍾雅玲老師 勞翠珊 鍾曉妍 魏嘉晴 廖穎琪

齊賀中秋（賞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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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毛球比賽羽毛球比賽羽毛球比賽

專心上課 導修學習

洛軒做指揮

團契唱詩

服務及學習

全班食米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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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軍
 數學周會(問答)比賽亞軍
 S.1 – S.2 English Assembly The Most Cooperative Class Award

張家宜 劉嘉慧 黃芷諾 陳曉彤 鄺安琦 黃淑欣 陳沛茵
衛宏錡 陳廷軒 陳智宏 羅錦豪 張祖軒 何世熙 黃洛軒
葉恩俊 鄭奕熙 陳式豪老師 林慧琛老師 林雅曦 唐萬雄

親愛的3A同學：

  你們的特點是尊師愛友、和藹可親，良善和包容，時常
給同學掌聲和鼓勵，又樂於幫助有需要的同學，老師十分欣
賞。然而，你們未夠決心去將目標化作行動，要學習藉每一
小步建立信心和能力，未來要加倍努力啊！3A班很愛唱歌，
你們甜美的歌聲將常在彼此的生命中迴響，還有林老師的笑
聲、陳老師的爛gag⋯⋯面對成長的挑戰，願主耶穌成為你們
生命的主，引領你們的人生。

兩位愛笑的班主任

班主任心聲

15-16年度得獎項目

3A3A3A

周會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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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歌唱比賽獲獎

旅行日

探訪老友記 陸運會

 「綠色聖誕環保班別比賽」最環保班別

  3 B是一班天真爛漫，活潑好動的同
學，有善於藝術的，有運算能力優越的，也
有溝通能力優秀的。不知不覺，初中的生活
來到最後一年了，三年的相處，令我們的感
情增進了很多。

  還記得在練習英文周的歌唱比賽，縱使
真的很疲倦，但大家仍很團結，努力練習，
希望可以唱出繞樑三日的歌聲。在旅行日時
互相幫助，在考試後一起檢討，力求上進。
我們雖然不是每一個都優秀，但卻願意努
力讀書，正所謂「以耕讀為本，以勤儉為
德」。即使我們要分離，但卻擁有最美好的
回憶。

班主任心聲

15-16年度得獎項目

3B3B
楊展岳 蘇曉添 葉國鋒 盧炬丰 魏永康 林立峰 吳焯榮 胡子銘 何子謙 陳嘉樂 鄧子聰
朱蔓婷 楊 敏 陳嘉玲 嚴昭愉 余許雲秀老師 陳樹仁老師 羅逸星 黃國邦 羅婉儀 王詠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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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屯門蝴蝶灣留下我們珍貴的旅行回憶

我們的冠軍

3C女將威風八面

探訪老人院前的最後綵排，大家唱得十分落力

中三服務表演周會
，3C同學以生動

有趣方式重演當天
的軼事 同學抱恙，大家送暖慰問

中三義工服務—大家都認真預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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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色聖誕環保班別比賽」最環保班別
 中文周會（問答）比賽冠軍
 全方位習日二數學研習活動亞軍
 中三服務學習計劃「最佳演繹獎」亞軍
 小書蟲龍虎榜閱讀周冠軍
 小書蟲龍虎榜上學期及下學期 第一名
 水果日急口令比賽冠軍

趙俊昇 潘健濠 葉嘉雄 廖穎燊 彭浚熙 廖千霆 郭勝濤 張成軒 陳諾汶 邱文浩 呂嘉禧
許妤穎 周靜樂 古曉峰 梁洪輝 張天豪 呂裕權 李俊軒 張俊軒 羅貴文 王潤康 徐君婷
許妤悅 杜昕穎 鍾敏 陳安然 陳澤生老師 陳景龍老師 關之霖 叶彤 洪嘉寶 蔡迎迎

  3C的同學給老師的印象是活潑，有主
見，上課總是充滿歡樂氣氛。

  三年的相處，看著他們由天真小孩，變
為今天的成熟及有抱負的小伙子，實在令我
們感到安慰。

  盼望3C班的同學能繼續為自己的理想
努力，在高中生活更上一層樓。

班主任心聲

15-16年度得獎項目

3C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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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日整裝待發

團契聚會：同心協力

再向難度挑戰

齊心準備探訪老人院
齊齊摺紙，樂也融融

用心獻唱予老人家

社群活動的周會，各組施展混身解數！ 嘩！長毛出現？！

 班際壁報設計比賽亞軍

 陸運會班際接力比賽男子組亞軍

 「綠色聖誕環保班別比賽」最環保班別

 班際羽毛球比賽亞軍

 中文周會（問答）比賽冠軍

 社群服務周會比賽亞軍

 班際男子籃球球比賽亞軍

 班際女子籃球球比賽亞軍

  自結緣始，共渡三載，見證同學的成
長，有喜樂有眼淚，有歡笑有吵鬧。

  不少同學都有很大的改變，希望你們持
守良好的素質，待升上中四後好好發揮。期
望你們更大的成長。

班主任心聲

15-16年度得獎項目

3D3D
劉振賢 劉嘉明 曾憲亨 陳翰揚 黃天祐 李榮基 黃日華 曾弘裕 袁業成 廖俊凱 羅諾希 吳港東

利玟  黃婉瑩 王海恩 鄭秀麗 黃慧儀 楊學思 鄧凱琳 王紫晴 龔詠心 林沛豪 黎耀寶
羅 琳 趙凱儀 賴凱儀 陳思蕙 林華榮老師 劉邱婉菁老師 林慧琪 謝紫琳 顏芊禧 李頴珊

用心獻唱予老人家用心獻唱予老人家

林SIR，你想點？

59

生活篇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中學  2015-2016



學生與老師共渡生日

 陸運會班際接力比賽女子組冠軍

 English Assembly The Most Cooperative 
Class Award

 班際壁報設計比賽冠軍
 班際羽毛球比賽冠軍
 班際排球比賽亞軍
 女子班際籃球比賽冠軍

杜凌志 蕭明基 賴志聰 梁家肇 陳澤聰 陳子熙 鄺文暢 蘇俊明 黃茲皓 陳家浩
廖嘉謙 黎子瑄 邱卓恩 庾恩晴 趙明慧 李詩韻 陳曉琳 何盈盈 葉詠蒽 馮靖琳 陳韋行

潘可蓉 吳籽欣 蘇麗津 陳映悅 黃靖惠 劉昭儀 何潁筠 王君儀
鄭樂恩 譚靜妍 簡健儀 吳黃笑霞老師 陸文青老師 鍾玟樂 詹詠恩 黃俏兒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眨眼間已經跟
3E相處了3年。他們從蒙昧無知的中一學
生，變成一班較成熟穩重的學生。雖然他們
一直都吵吵鬧鬧，令老師煩心，但在這三
年，大家都學會節制、學會適可而止，在適
當時候作適當的事情。大家來自不同的班
別，組成了一個3E的大家庭。在這班，無
論在甚麼時候都充滿了歡笑聲。同學們談
笑風生、囅然而笑、更如山澗清泉，咚咚歡
暢。他們愛上英文課，令老師上課非常愉
快。再見3E little tigers。 祝你們展開新的
一頁，過著充實愉快的高中生活。

班主任心聲

15-16年度得獎項目

3E3E

笑風生、囅然而笑、更如山澗清泉，咚咚歡
暢。他們愛上英文課，令老師上課非常愉
快。再見3E little tigers。 祝你們展開新的

探訪老人院

探訪老人院

用心獻唱

歡樂時光

60 THE MISSION COVENANT CHURCH HOLM GLAD COLLEGE 

生活篇



全校大旅行@大埔涌背

旅行人人都
變花臉貓

殺出個程咬金

 數學周會牛頭大賽（中四級）冠軍

 「綠色聖誕環保班別比賽」最環保班別

 中文周會中文（問答）比賽亞軍

 班際羽毛球比賽冠軍

 班際歌唱比賽「最佳演繹獎」

 班際歌唱比賽「創意橫溢獎」

  你們當中有一位同學曾問我：「阿Sir，你喜
歡我們叫你做余Sir，還是大師兄？」不知為何，
與4A同學相處，總是不能擺出一副老師的樣子
來，你們對我的尊重和愛護，早就超越一般師生
關係，你們會來我家中作客，在我失聲之時送上
喉糖、枇杷膏，一起打羽毛球，一起追逐⋯⋯

  神要奪走你心愛的東西，祂一定會給予你們
更寶貴的。部份同學的童年並不完美，但願你們
知道，神要在你們的身上顯作為。人生路漫長，
我們不必因一時的失意而否定自我，也不要因一
時的順境而目空一切。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請
不要將自己的價值定位在別人的言語上，享受成
長過程中的樂趣，看自己是有待實現的過程，不
是完成了的產品。

  期待5A和6A，能與你們一起創造更多回憶！

班主任心聲

15-16年度得獎項目

4A4A
官俊賢 方嘉杰 邱偉鴻 杜思維 梁瑋光 李銘燊 張中瀚

林秀明 葉珀豪 潘國政 李澤軒 吳振宗 張健銘 方俊賢 倫堃睿
吳紫晴 庾家寶 張嘉麗 洪紫欣 何詩尉 孫綺淇 李曉清 胡文茺 陳筠蓉

黃淑婷 徐日倩 譚碧琦 楊婷雅 余健祥老師 林燕莉 黃靖怡 蔡曉霖 孫翠儀

陸運會大合照超愛錫班主任的一班同學

班會活動日：大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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