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我執筆撰寫這段文字時，正是本年度最後一天上課天。我在想，大家這一年有進步嗎？能達成學期初定下的目標嗎？
  在過去一年，不少同學在校際比賽方面獲佳績，例如在辯論、朗誦、科技、數學、營商、音樂比賽等，奪得不少冠、亞、季軍獎項，
成績令人鼓舞！

  另外，同學本年度繼續積極參與義工服務，學習服務社區，探訪拾荒者、獨居長者，參與環境保育服務、義賣籌款等。義工服
務參與的學生數目超過 150位，其中約 50位學生更獲社會服務金、銀、銅及優異的嘉許，實在可喜！
  不但如此，今年更有老師分別獲關愛教師獎、優秀教師獎、司徒華基金好老師獎及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嘉許，證明老師與學生
也不斷進步。

  我希望大家繼續努力，忘記背後，努力向前，向著標杆直跑。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中學
THE MISSION COVENANT CHURCH HOLM GLAD COLLEGE

地址：九龍觀塘曉明街26號      電話：2727 4311    傳真：2347 3916

電郵：contact@holmglad.edu.hk     網址：http://www.holmglad.edu.hk

2016-2017年度 第3期

學校通訊
校長的話

2016-17年度
第68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文粵語）成績

2016-17年度第68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文普通話）成績

國際學科評估成績優良
  本校部份同學於3月份參加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主辦的2017國際學科評估，
測試英文、數學及科學的國際水平。本校多名學生成績優良，特此恭賀。

成績優異學生名單 成績良好學生名單

粵語朗誦優良獎狀獲獎者

普通話朗誦優良獎狀獲獎者

粵語朗誦冠、季軍獲獎者

粵語朗誦良好獎狀獲獎者

班 別 學生姓名 比賽組別 獎 狀
1D 雷曉晴 詩詞獨誦 良好

4E 黃俏兒 詩詞獨誦 良好

1D
1D

洪焯楹

劉美怡
二人對話 良好

3E
3E

黎欣童

楊嘉寶
二人對話 優良

4A
4E

黃慧儀

鄭秀麗
二人對話 優良

4A
4A

羅 琳
邱卓恩

二人對話 優良

4D
4A

王海恩

黃婉瑩
二人對話 優良

4D
4D

關之霖

鍾 敏
二人對話 優良

4D
4D

黃芷諾

陳安然
二人對話 優良

4D
4D

顏芊禧

鄧凱琳
二人對話 季軍

1D 羅詩薇 詩詞獨誦 冠軍

班 別 學生姓名 比賽組別 獎 狀
4A 洪嘉寶 女 散文 優良
4E 葉 彤 女 散文 優良
4A 羅 琳 女 散文 優良
2E 陳卓盈 女 散文 優良
4E 譚靜妍 女 散文 優良
5A 張健銘 男 散文 優良
5E 張靖敏 女 散文 優良
3E 黃子霖 男 散文 優良
3E 馬利力 男 散文 優良
4A 巫雅淇 女 散文 優良

班別 學號 姓名 科目 成績
世界排名
百分位數

1C 10 黎佩怡 數學 優異 83%

2A 15 温恩賜 數學 優異 89%

1E 7 朱君彥 科學 優異 92%

3D 15 關晴心 科學 優異 95%

班別 學號 姓名 科目 成績
1C 3 陳紫兒 數學 良好
1D 20 巫錦榮 數學 良好
1E 7 朱君彥 數學 良好
1E 19 李文傑 數學 良好
1E 28 黃瀚泓 數學 良好
2E 2 陳靖朗 數學 良好
2E 12 劉家亨 數學 良好
3D 25 杜心絃 數學 良好
3E 30 黃子霖 科學 良好

  本校高級手鈴隊於於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2017榮獲金獎，而初級手鈴隊逾
級挑戰中級組比賽，喜獲銀獎！另，手鈴隊於「The Milestone」作手鈴音樂會畢
業演出，餘音裊裊，造詣有目共睹！

初級組畢業演出初級組奪銀獎

高級組畢業演出高級組喜獲金獎

章佩麗老師
（右一）留影

2D 紀欣善 2E 郭文如 2E 蘇學柔 3B 劉家亨
3B 李浩賢 3C 馬嘉欣 3D 區嘉敏 3D 陳勵瑩
3D 尹頌賢 3E 廖穎琪 4C 陳曉彤 4D 關之霖

初級

手鈴隊

隊員

國際手鈴奧林匹克金、銀獎

  「準備發射，5⋯4⋯3⋯2⋯1⋯發射！」

  本校五位中二同學參加2017年5月28日香港小童群益會主辦之全港水火箭
比賽2017，雖然參賽學校眾多，但同學仍在130位參賽者中榮獲公開組冠軍及
中學組亞軍！

2A 温恩賜（右一）獲
公開組冠軍及最佳記錄

2E 郭勝添（中間）獲
中學組亞軍及最佳記錄

雜誌「兒童的科學」將於7月刊登本校獲得這獎項的報
導，家長亦可參以下報導  【STEM．多圖】全港水火箭
比賽設公開組學生家長老師聯手發射

全港水火箭比賽2017

同學即場製作
參賽的水火箭 我們是一組合作的團隊專注的時刻

公開組冠軍 2A 温恩賜（公開組最佳記錄）及楊民齊
中學組亞軍 2E 郭勝添（中學組最佳記錄）陳靖朗及葉健浩

得獎
同學
名單

高級

手鈴隊

隊員

3C 董心亮 5A 蔡曉霖 5A 李澤軒 5A 吳振宗
5B 陳紫瑜 5C 趙冠東 5E 葉素麗 5E 高樂宜
5E 李俊賢 5E 謝仟華

全港水火箭比賽獲公開組冠軍及中學組亞軍

1



  本校 3 C黃遠宇同學
日前參加由李錦記家族基

金及香港青年協會舉辦的

《代代有愛動畫動心》數

碼心意卡設計比賽，在公

開組奪得金獎。除了獲得

由大會頒發的獎盃及獎狀

外，還獲得$15000獎金。

  本校四位中二同學（何世
楠、劉軒成，林嘉寶及高樂

怡）參加 2 0 1 7年 5月 3 0日香
港航模協會有限公司主辦之第

十九屆「飛北全國賽」香港區

選拔賽  水火箭3 0米定點打靶
賽表現出色，分別勇奪亞軍、

兩個一等獎（第 4及 7名）及
三等獎！

  當中何世楠及劉軒成同學
更獲推薦參與第十九屆「飛向

北京飛向太空」全國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競賽（下稱飛北全國賽），成

為香港代表隊隊員。飛北全國賽將於 2017 年 8 月 12 日至 8 月 18 日（共
七天）在中國海南省三亞舉行。學生此行可代表香港區參賽，與來自中國各

省各市共千多名青少年進行觀摩、切磋及交流，行程更安排 STEAM 交流學
習活動，讓學生加深對海南省航天科技發展及文化承傳的認識。

  我校十三位中四及中五同學日前參加了由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工程學
科、香港大學工程學院和香港建造商會主辦的2017第十四屆中學基建模型
創作比賽，並在是次比賽中獲得佳績。

  在一番備戰工作和幾回比賽中，我校同學均表現出色，並奪得「最高
荷載獎亞軍」、「最佳承托效益獎殿軍」和「最佳設計獎殿軍」，特此恭

賀。盼望經過是次比賽，同學對工程學能夠有初步的體會和實踐，並繼續

發揮反覆研究、不怕失敗和勇於創新的精神。

（左起）高樂怡（三等獎）林嘉寶及

劉軒成（一等獎）何世楠（亞軍）

大合照

最佳承托效益獎殿軍

最佳設計獎殿軍

最高荷載獎亞軍黃遠宇同學（左一）

第一隊
4A 廖嘉謙（隊長） 4A 賴志聰 4A 巫雅淇 4D 王紫晴 4E 李詩韻

榮獲最佳設計獎殿軍

得獎同學名單：

水火箭30米定點打靶賽亞軍 2B 何世楠
一等獎 2C 劉軒成 2D 林嘉寶
三等獎 2C 高樂怡

參賽同學：

第三隊 5B 楊藝朗（隊長） 5B 談錦鴻 5B 黃嘉榮

基建模型賽獲亞軍及殿軍

代代有愛動畫動心金獎

第十九屆「飛向北京飛向太空」
全國青少年航空航天

模型教育競賽進級全國賽

2017港澳盃賽獲獎

  本校中一及中二同學於上學期參加數學思維培訓課程，部份同學於2017
年1月1日參加由中國教育學會教育機制研究分會主辦，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
會協辦的2017「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比賽，並取得優異的成績如下：

港澳盃銀獎得主

港澳盃銅獎得主

2017「華夏盃」數學賽獲獎

班 別 學 號 姓 名 獎 項
1D 19 雷曉晴 二等獎

1D 20 巫錦榮 二等獎

3D 10 方家強 二等獎

3E 23 魯家安 二等獎

3E 30 黃子霖 二等獎

1D 14 李憬雲 三等獎

1D 22 彭欣嵐 三等獎

1E 3 陳奕綸 三等獎

1E 7 朱君彥 三等獎

1E 9 馮 敬 三等獎

1E 24 鄧榮鍵 三等獎

1E 25 曾穎欣 三等獎

1E 26 謝希兒 三等獎

2C 19 杜肇熙 三等獎

2D 12 賴宇飛 三等獎

2D 18 李嘉賦 三等獎

2E 12 劉家亨 三等獎

2E 14 劉業威 三等獎

2E 16 梁穎詩 三等獎

2E 31 葉健浩 三等獎

3D 15 關晴心 三等獎

3D 32 許賢杰 三等獎

3E 14 林建一 三等獎

3E 18 梁傑銓 三等獎

  本校同學2017年3月11日參加由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主辦的2017
「港澳盃」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暨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並取得優

異的成績如下：

華夏盃二等獎得獎同學

華夏盃三等獎得獎同學

班 別 學 號 姓 名 獎 項
2A 15  恩賜 銀獎

2D 18 李嘉賦 銀獎

3D 10 方家強 銀獎

5E 14 李偉力 銀獎

5E 32 胡嘉豪 銀獎

1D 14 李憬雲 銅獎

1E 25 曾穎欣 銅獎

1E 26 謝希兒 銅獎

2C 19 杜肇熙 銅獎

2D 9 洪家哲 銅獎

2E 14 劉業威 銅獎

3D 15 關晴心 銅獎

3D 32 許賢杰 銅獎

3E 14 林建一 銅獎

3E 23 魯家安 銅獎

3E 30 黃子霖 銅獎

4A 10 賴志聰 銅獎

4A 13 劉嘉明 銅獎

4A 16 廖嘉謙 銅獎

4A 23 曾憲亨 銅獎

4A 31 張嘉嬋 銅獎

4D 2 陳諾汶 銅獎

4E 22 譚靜妍 銅獎

4E 28 叶 彤 銅獎

5A 2 張中瀚 銅獎

5E 2 張穎欣 銅獎

5E 23 伍佑生 銅獎

5A 方俊賢（隊長） 5A 杜思維 5C 田瀚林 5E 謝仟華 5E 官俊言
榮獲最高荷載獎亞軍及最佳承托效益獎殿軍

第二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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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從不局限於書本，離開課本，
走近同伴，走進社區正是全方位學習日

（三）的目的。2017年5月2日全方位學
習日當日活動豐富，有各式各樣以班、以

社為單位的比賽，包括班際歌唱、籃球、

降落傘比賽，社際有啦啦隊、跳繩比賽，

同學施展渾身解數，為團隊爭勝！中三級

同學更走進社區，到區內的老人院探訪，

為社區注入快樂氣氛。

全方位學習

受苦節祟拜

之

喜獲社跳繩比賽大獎

為社打氣 !!!

班際歌唱比賽
外籍交流生一同演出

用心分享歌聲

  2017年4月13 日為受苦節祟拜，由
加略團團契職員帶領唱詩歌，進入敬拜，

所有團契職員及老師手持一點燭光，口唱

心和「立志擺上」，以燭光明志。同日邀

得視障作家鄺頌安（本校校友）蒞臨分享

信息，於生命跌宕起伏中體昧神的同在，

在跟從神的軛中得享平安。

視障作家鄺頌安校友
分享見證

視障體驗：嘗試只用觸感拍籃球

梁達明老師以音樂敬拜

陳式豪老師主持

林華榮老師體驗視障人士行走方法

團職領詩

以一點燭光立志擺上

跳出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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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tudents and teachers from 
Ansgar College, Norway visited Holm 
Glad College on 22nd March 2017. Being 
the host, eighteen students of our school 
introduced the campus and the students’ 
school life to the guests. The students 

even let the guests experience the Chinese culture by bringing in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for them to try, such as practising Chinese calligraphy, making 
Chinese knotting, kicking jianzi, etc. In the afternoon, the students brought the 
guests to Kwun Tong to visit the vibrant, bustling city life of Hong Kong.

  Our students enjoyed the time being with the students in Norway. Let’s see 
how our students felt about the program me:

  The intercultural  exchange 
programme was great! The 
Norwegian students loved to 
know more about our traditions. 
We did share a lot with them. It 
was an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for our school’s students.

Queenie Choi 5A

  On the day of hosting the 
students at Ansgar College, I 
felt so grateful because I could 
share the culture of Hong 
Kong with my groupmates. 
Also, it wa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communicate  wi th  the 
foreigners from Norway.

Michael Yeung 5B

  It was quite an interesting experience. 
The Norwegian students were very kind 
and patient. They shared a lot about 
their country and about their travelling 
experiences. It wa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practise English.

Levente Farkas 4A
(Exchange Student from Hnngary)

  I enjoyed such an great experience. 
I’ve learnt that Norwegians usually 
move out of their parents’ home when 
they reach 18. During the programme, 
I spoke English fluently and confidently 
with the Norwegian students. It was 
really a great chance for me to practise 
spoken English. If I am offered another 
opportunity to join a similar programme, 
I will definitely join it again.

Houston Choi 5C

  I learnt a lot about the Norwegian 
culture and life after spending time with 
the Norwegian other students. Although 
we hadn’t met each other before, we 
could get along with each other so well. 
It’s just like as if we had been friends 
for a long time. It was definitely a 
memorable experience for me.

Allyson Kwong 5D

  It is such a memorable experience 
for me to participate in this programme. 
It gave me an opportunity to speak 
English in front of a group of people. 
I was also happy to learn more about 
Norwegian culture. It was a great 
chance to interact with the foreigners.

Michael Lo 5E

Intercultural Exchange with
 Ansgar Col lege, Nor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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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15th May, our English Ambassadors visited Colliers International 
HK Office, conveniently located on the 57th floor of Central Plaza. This 
community programme was co-organized by 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with the help of Scholastic Hong Kong. The mission of this 
school outreach programme was to inspire students from local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to seek personally satisfying career paths and a 
socially productive future as well as to have a more global outlook.

  It was such a pleasure for our students to listen to a talk delivered by 
Mr Nigel Smith, Managing Director at Colliers International HK and find 
out more about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in Hong Kong. With over 28 years 
of experience, Mr Nigel shared his extensive Hong Kong and global experience as he has been working in HK since 1990. The 
key take-away point from the talk was the fact that anyone can become successful in life. It doesn't matter what the present 
state of a person is. If he really wants to make a change, eventually he can achieve success. For that you have to follow 
some principles such as the methods followed by successful people, entrepreneurs and famous legends. Success won't come 
quickly. It is the end result of working for your dream and learning lessons from failures.

Gaining a global perspective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Fascinated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EU

Fruitful workshop for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Creative and interactive 
learning process

EU Officers' visit to our school

Secret to Success

Students attending the talk 'Secrets to Success'

  On 25th May, the English Ambassadors from our school participated in an 
iPad Workshop organized by the EDB NET Section team. The workshop took 
place in the English Corner and was facilitated by Phillip Weber and Peter Broe, 
Regional NET Coordinators. The English teachers were also invited to join the 
workshop so they could observe the lesson and reflect on different ways how 
technology enhances learning and interaction in English lessons. This workshop 
was highly practical and demonstrated a range of ways iPads could be integrated 
into the curriculum to develop students' speaking, listening, reading and writing 
skills through communicative and creative activities. The students were drawn to 
the technology quickly and were able to interact with one another in English while 
using the apps (Nearpod & Adobe Spark Video) and creating a short video.

Students learnt to describe what 
they saw on the screen

Interaction with native speakers 
sharpened students' language skills

iPAD Workshop

Students were highly engaged in trying 
new functions on learning applications

Students were motivated to discuss 

and create new ideas

  On 16th March, two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Office to Hong Kong and Macau visited our school, which was 
organized as part of Clipit 2017 Student Film Competition. Laura 
Marshall, one of the EU Officers, talked about what the European 
Union is, its history and its twenty-eight member countries. They 
also provided our English Ambassadors with the current facts and 
figures about living and studying in the EU. At the end of the talk, 
the students were given the chance to ask questions about the EU 
and its maritim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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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是最大收穫！

秀茂坪天主教小學榮獲季軍

坪石天主教小學周凱恩校長及其參賽團隊

星級校友評判：浸會大學歷史學系黃文江教授（右一）、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李綺琼校長（右二）、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顧問陳偉倫博士（左一）

小學生領袖解難大賽2017

堅樂小學榮獲亞軍

坪石天主教小學榮獲冠軍、團隊合作獎及最具創意獎

秀茂坪天主教小學同學正全神貫注報告 堅樂小學學生認真報告

  滿臉稚氣的小學生可以如何貢獻社區呢？為培養小學生
的批判性思維、了解社區需要、增加公民承擔責任，本年度

本校與秀茂坪天主教小學、坪石天主教小學、堅樂小學合

作，歷經半年的訓練，由選題、策劃、提出解決方案、檢

討、報告，由學生角度出發，發揮微少、而堅定的力量，為

所屬團體、學校、社區帶來一點改變。

  當日決賽更邀得星級校友評判：黃文江教授、陳偉倫博
士、李綺琼校長，撥冗蒞臨，點評指教。

各校研究題目如下：

堅樂小學 校園環保

秀茂坪天主教小學 無家者

坪石天主教小學 鄉村學校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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