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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路加福音》裡記載了一個故事，耶穌醫好了十個痲瘋病人，在他們得醫治後，只有一位回去找耶穌表達感謝。

當時耶穌問：「潔淨了的不是十個人嗎？那九個在哪裏呢？」

    為甚麼這九個人沒有感謝耶穌呢？我猜可能他們認為耶穌是一位醫治者，醫治有病的人是天經地義的事，這是他的本

份，沒有甚麼值得特別感謝；又可能因他們被疾病折磨太久，

抱怨上天虧欠了他們，縱然他們得醫治，仍覺得上天不公平；

亦有可能他們得醫治後，忙於與家人、朋友會面，忘記了幫助

他們的主。不論原因為何，這事跡告訴我們，懂得感恩的人是

少數。

    同學們，在過去這學期，你可能有不少的成就、突破，又

可能有很多的困難要面對，但在經歷這些事的過程中，我相信

總有不少人曾經幫助你、關心你、協助你。他們可能是你的老

師、同學、家人等等，你有感謝他們嗎？

    做一個感恩的人或做一個抱怨的人，是我們自己的選擇。

同學們，你選擇做一個怎樣的人呢？現代的研究告訴我們，懂

得感恩的人更快樂、更健康、更有滿足感。同學們，讓我們學

習懷感恩的心，做感恩的人，今天就向身邊的人表達感謝！

  Our English debate team has once again won the championship in the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Debating Competition’. Kowloon and New 
Territories Division I Senior (2017-2018 Term1)

  Established for merely 5 years, our team has grabbed the champion 
title for 5 times in a row. In the Final Round, our opponent was a renowned 
EMI secondary school. In face of the challenge, our debaters still staged an 
exceptional performance. Their elaborated analysis and sharp rebuttals were 
highly appreciated by the adjudicator.

  Many fresh debaters have joined our team this year. They are keen to 
take part in training sessions and learn from competitions. Not only have they 
polished their debating skills, but also their English proficiency.

Debaters:
Round 1: Hong Kong should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use of robots to help look after the young and the elderly here
Peony Chan (4E), Yola Lai (4E), Zachery Wong (4E)

Round 2: E-Cigarettes should be banned in Hong 
Kong
Yola Lai (4E), Louise Lau (4E), Zachery Wong (4E)

Final Round: Hong Kong consumers should buy more 
Fair Trade products
Yola Lai (4E), Jim Wong (4E) and Zachery Wong (4E) 

感恩的心

5  Successive Championships in Debating Compet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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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通訊
校長的話

英文辯論5連冠
畢業生於校友日帶同子女回校感謝老師，亦讓子女認識自己
成長的地方

Winning the Champion for the 5th times

All final round debaters and coaching teachers 1



  2017年11月3日，本校人文學科（通識、中史、歷史、地理、經公及宗教科）多位老師，利用試後活動

時間，帶領中三級30位學生，到中、上環實地考察，利用iPad搜集數據，訪問遊客及店鋪職員，了解該區的

歷史文化，從經濟、地理、歷史、中史、宗教和通識角度，認識香港的商業中心區和舊城區面貌。

  本校再次參與由和富社會企業與香港公開大學合作，並得到滙豐銀行慷慨贊助舉辦「水資友」計劃（Adopt a 

Water Buddy Program）（下稱「計劃」）。計劃設計配合STEM教育、中學化學科及地理科課程需要，內容包括集體

課堂、溪流考察、溪水化驗及校內分享活動等，希望藉著不同的體驗學習，增進學生對本港溪流生態的認識，及提

高其環保意識。經過四次的活動，本校同學於12月15日（五）早會將學習成果分享給予其他同學。科學科未來會繼

續邀請中三同學參與此活動。

早會報告

同學以生動方式匯報分析結果

中、上環人文學科實地考察

和富社會企業與香港公開大學合作之－「水資友」計劃

搜集水樣本

利用科學儀器分析水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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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5位初中學生於2017年7月4日至7月7日與香港10間中

學的同學前往深圳參加由香港中文中學聯會及中國科學院「創客

學院」舉辦的第一屆「聯校創科營」。

  這「聯校創科營」的目的是聯繫港深澳的力量，建立科創教

育平台及推展青少年STEM學習。「創科營」中的活動包括參觀

實驗室、科普講座、參觀科技企業、創客課程、團建活動、創造

力課程、機器人課程及參加小型機器人比賽等，十分豐富，同學

獲益良多。

科普講座

參觀科技企業

參觀實驗室

創科課程

開幕禮

機器人課程

聯校創科營

創造力課程

小型機器人比賽

  本校英語大使於2017年11月參加由RTHK Radio 3主辦

的Campus Radio Workshop Series，在‘Teen time’主播

侯嘉明（Alyson Han）引領下，到香港電台實地參觀，了解

電台節目製作的廣播技巧、技術支援等，並通過米高峰學

習英語說話技巧。

Campus Radio Workshop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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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1月25日（六）早上為我校首次舉辦的資訊

日，當日內容豐富包括、課程簡介、入學須知、學科展覽 

、攤位遊戲、科學實驗。區內數百名小學生及家長到校參

觀，親身了解我校辦學理念及設施，為升中選擇作準備。

活動名稱 簡介
Speak Up, Step Up! 唱吧﹗跳吧﹗與來賓一同玩英語遊戲及說英語。

生命讚歌 透過小手工與來賓分享大喜的訊息。

追求成長 以投籃方式，向來賓介紹追求成長的方法。

AFS Cultural Activities 本校外籍交流生介紹自己家鄉的傳統文化。

星空漫遊 透過數碼立體星象館，讓來賓體驗觀星的樂趣。

Future City 來賓進入智能課室，並試玩VR，Google Expedition，Hologram， HTC VIVE.

歷史科學習成果 展示學生學習的心得和成果。

辛亥革命與香港 了解辛亥革命與香港的關係。

老闆的理論與實踐 展示上年度「真老闆」營商比賽的學習成果。

智能水耕種 水耕種植是一種無土栽培方法，同學嘗試將水耕種與microbit結合優化耕種。

「有心計劃」 齊來拍照！透過不同行動向家人朋友鄰舍轉達關愛信息。

手工花小擺設 齊齊一起製作手工花，點綴家具全靠它。

3D打印 示範3D打印技術，有機會取得製成品﹗

機械人短跑比賽 來賓一同參加機械人短跑比賽。

辯論表演賽 堅樂中學、華英中學及協恩中學在大禮堂進行友誼辯論表演賽。

電腦科學習成果 展示同學的學習成果及比賽作品。

遊戲中學習 來賓可試玩由本校同學設計的遊戲程式。

高度機密 體驗本校英文辯論訓練，同學示範如何進行英文辯論比賽。

音樂萬花筒 透過遊戲及立體投影器技術，讓來賓及認識本校音樂文化。

數學趣味多 透過參與數學趣味遊戲，增加對學習數學的興趣。

電子學堂 利用iPad學習數學，來賓一同參與有趣的數學比賽。

3D生物探索 利用3D打印筆，AR探索動物的特性。

中文薈萃 透過書法、書籤製作等的活動，讓來賓認識中國文化。

地理與生活科技 利用不同科技 (如VR、AR)學習地理課題。

物理趣探 來賓一同參與物理小遊戲，也可觀賞有趣的物理裝置。

Science is Fun 一起參與科學小實驗，共同體驗學習科學的樂趣。

學校資訊日-STEM之體驗

手鈴隊掀開序幕水火箭啟動禮

水耕作成品

主持

全體老師大合照

池牧師頒發司務道教士基督徒學生獎

物理室能量轉移模型

麥皮蟲實驗

富豪雪糕作獎品

意大利交流生之美食交流 機械人比賽

VR體驗

參觀小學生留影

星空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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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2017年12月22日（五）學校舉行聖誕崇拜，為讓學生學習關心有需

要的人，學習效法耶穌基督的榜樣，故在當日舉行慈善籌款日，共籌得港

幣2610元，善款轉交「香港世界宣明會」，援助貧窮社羣。當天崇拜由同

心圓青年敬拜平台同工帶領詩歌及分享信息，主題是不一樣的生命。

前往香港福音盛會會場

詩歌敬拜 同心圓敬拜隊

師生一起用膳

手鈴隊掀起序幕

聖誕崇拜暨慈善籌款日

  本 校 全 體 師 生 於 2 0 1 7 年 1 2 月 1 日

（五）下午前往香港大球場參加香港福音

盛會，透過各種表演、見證及信息分享，

讓學生明白在神裏面有真正豐盛的生命。

當天沈祖堯教授分享見證，羅祖澄牧師分

享信息。當天更有20多位堅中堂及恩臨堂

的義工協助帶隊。

香港福音盛會2017

香港大球場

站立決志

在校門口宣傳香港福音盛會

校長指示學生本校座位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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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辯論隊於比賽屢獲佳績，以下為比賽的賽果︰
第十七屆《基本法》多面體    全港中學生辯論賽（基本法盃）粵語組分區決賽

日期: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日（星期六）

辯題：本港就國歌法進行本地立法利大於弊

反方：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中學

賽果：1：2 反方勝

最佳辯論員：反方第一副辯 5E 吳籽欣

出賽同學：3D 李啟銓、3E 劉家亨、3E 楊靖琳、5E 吳籽欣

第十七屆《基本法》多面體    全港中學生辯論賽（基本法盃）粵語組分區複賽

日期: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星期六）

辯題：運動商業化對運動發展利大於弊

正方：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中學

賽果：3：0  正方勝

最佳辯論員：正方主辯 3E楊靖琳

出賽同學：3B 區嘉敏、3E 劉家亨、3E 楊靖琳、5E 吳籽欣 

第十七屆《基本法》多面體    全港中學生辯論賽（基本法盃）粵語組分區初賽

日期: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四日（星期六）

辯題：本港鐵路為幹政策對公共運輸利大於弊

正方：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中學

賽果：2：1 正方勝

最佳辯論員：正方第一副辯 5E 吳籽欣

出賽同學：2D 陳梓瑩、3D 李啟銓、3E 劉家亨、5E 吳籽欣

第五屆觀塘區聯校辯論盃賽 初賽賽果

日期：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一日（星期六）

辯題：文憑試中文科不應重設範文

正方：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中學

賽果：2：1 正方勝

最佳辯論員：正方第一副辯 3E 楊靖琳

出賽同學：3D 李啟銓、3E 劉家亨、3E 楊靖琳、5E 吳籽欣

「成功在望」獎勵計劃 2017
  本校賴倩韻同學（6E）、潘詩億同學（6E）、葉素

麗同學（6E）參加香港青年協會與保誠保險有限公司合辦

的「成功在望」獎勵計劃2017，獲嘉許為最後20名參加

者表現優異獎。另外，賴倩韻同學更獲得銅獎，並獲港幣

$2,000獎勵金。

英國大學手鈴考試優異証書
  本校手鈴隊於12月9日參加英國西倫敦大學（UNIVERSITY 

OF WEST LONDON）主辦的手鈴考試（LONDON COLLEGE OF 

MUSIC HANDBELL EXAMINATIONS），獲94分優異成績，獲頒

DISTINCTION證書，可喜可賀。

中文辯論隊多場比賽獲勝

最佳交互答問辯論員獎
  本校英文辯論隊參加了「星島第33屆全港校際辯論比賽

(英文組)」，於11月11日的初賽雖然不敵友校，未能出線，

但本校辯論員黃宇恒（4E）獲「最佳交互答問辯論員獎」。

  Our English Debate Team participated in "The 33rd 
Sing Tao Inter-School Debating Competition" (English) 
on 11th November, 2017. Though we did not win the 
debate, our student Wong Yu Hang (4E) won "The Best 
Interrogative Speaker" award.

中文辯論隊四連勝

優秀學生

The Best Interrogative Speaker (LEFT 1)

Handbell Team

33rd Sing Tao Inter-School Debating Competition

  6E班麥寧馨同學

獲選為2016/17年度

觀塘區優秀學生，於

2017年9月29日頒獎

典禮留影。

觀塘區優秀學生（2016/17）

九龍（二組）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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