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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明天如何，你們還不知道。你們的生命是甚麼呢？你們原來是一片雲霧，出現少時就不見了。
你們只當說：『主若願意，我們就可以活著，也可以作這事，或作那事。』

雅各書4:14-15
  執筆之際，上學期考試剛順利完成，疫情第五波開始爆發，我們又要
回到網課的日子，令下學期充滿不確定性！

不可掌握的未來
  我們希望掌握未來，預知明天，讓我們有所規劃，好讓自己有安全感。但
事實是我們沒有人可以預知未來，只有上帝才知道。
  雖然現況艱難，但當回望過去，我們會發覺每天也充滿恩典。回顧上學
期，可以每天回校上課，縱然隔著口罩，可能從未有機會見到同學老師的真面
目，但彼此已建立情誼，每天在校園相處，關係密切，實在美好。讓我們一起
回顧上學期幾個特別的活動：

社際競技日
  運動會原是學校的大日子，但因疫情無法舉行。老師們想盡辦法希望維持運動會的精髓，
所以在原定運動會的日子在校內舉行社際競技日，希望保留社際比賽及體能競技的元素。第一天
活動十分順利，同學老師非常投入，社員投入打氣、師生積極參與、比賽有聲有色，大家非常滿
足！但第二天遇上八號風球，臨時取消，希望可以日後補辦，讓初中學生也有機會參與體驗。

師生漫遊家樂徑
  學校大旅行是另一個師生熱切期待的大日子，當時疫情緩
和，我們將這日改為精簡的「師生漫遊家樂徑」半天活動，讓同
學有機會接觸大自然，舒展身心。當天各級前往不同的自然教育
徑。雖然時間不長，又沒有聚餐、遊戲等，但我見到不少同
學「未出發，先興奮」，似乎大家真的困住了很久，能夠大
家一起去大自然環境走一趟，已是難能可貴的事。

各團隊順利交職
  上學期大部份課外活動順利展開，學生領袖順利交職，各團隊的立願、宣誓等如期進
行，部份活動更可以實體進行。在過去兩年不斷停止面授課後，這些校園生活已不是理所當
然，盼同學珍惜每一次的機會，每一天回校的日子，全情投入每一項目。
  疫情將會如何，我們並不知道。讓我們珍惜每一天，活好今天！

李立中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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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手鈴隊聖誕表演

團契晨禱會

師生漫遊花海

英語慶中秋活動

全方位日賽車製
作

紅十字會宣誓立願

紅十字會宣誓

社際競技日—繩上行

社際競技日—
打氣與運動會無

異

全方位日花籃製作

風紀交職禮

師生漫遊千島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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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ad 足球比賽

地理科VR體驗

堅中堂活動介紹

堅樂小學學生及家長
一同體驗懸浮的魔法

學科展覽及導賞
科目 / 組別 活動名稱

中文科 語文薈萃

英文科 English is fun

數學科 數學魔法

數學科 數學趣味多

科學科 智能水耕種

化學科 CHEM IS FUN

物理科 物理趣探

設計與科技科 學生作品展覽

地理科 地理與生活科技

宗教科 小羊加油站

基督少年軍 BB281巧手小作

視藝科 視藝科展覽

音樂科 自在聽、隨意玩

歷史科 校史展覽

堅樂小學堅樂中學

  2021年11月27日（星期六）上午分兩場舉行升中資訊
講座，介紹本校課程、學校特色及入學資訊等，亦舉行學

科展覽，逾700名區內家長、小學生參觀校園，了解學校
設施及學生學習的情況，盛況空前！堅樂小學及第二小學

更有不少學生及家長參與升中科學體驗課！

堅樂小學同學提取士多啤梨基因

Live Band Show基督少年軍281分隊巧手小作

初嚐敲擊樂

3D  立體筆

2021 升中資訊講座暨學科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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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樂小學科學體驗課

小學科學體驗課

弦樂演奏

書法體驗
水耕種菜

堅樂小學堅樂中學

堅樂第二小學科學體驗課

外籍老師 Mr Miles 高人一等

手鈴表演

淵藪齋留影
漢字演變跳飛機

英語閣

小靈羊祝福咭

機械人取球及射球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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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英語閣

學生代表分享校園生活

手鈴揭開序幕

李校長與家長領隊合照

觀塘區中學巡禮2021暨學校開放日

  觀塘區中學巡禮2021暨
學校開放日於2021年11月14
日（星期日）順利舉行。百多
名觀塘區小六學生及家長親身
到訪，認識本校、獲取選讀本
校資訊、了解辦學抱負。 李校長致歡迎辭

堅樂小學堅樂中學4



堅樂小學堅樂中學

李嘉賦（左二）香港理工大學  工商業系 
郭勝添（左三）香港大學 工程系 

程偉軒（左四）香港浸會大學 傳理系

梁暐琦  香港教育大學 
 小學通識教育系

 一眾成績優異的同學

蘇學柔  香港理工大學 
酒店管理系

  本年度中學文憑試於2021年7月21日放榜，應屆文憑試學生在高中階段的面授課時
大幅減少，他們在疫情影響下經歷了不一樣的學習，大家對本年度的放榜也特別緊張，
因為這次放榜是學校在疫情下進行網課/面授混合式教學的成績表，究竟教學是否有效？
結果令人喜出望外！應屆文憑試成績竟然創三年新高，多有成績優異的學生，縱然佩戴
口罩，亦難掩喜悅之情。
  在教育局最新的增值指標，本校中學文憑試的最佳5科更被評為第8級(最高是第9
級)，屬全港最高約10%的增值學校，令人振奮。證明學生在疫情下減少了課時，亦可以
有效學習。

文憑試再創佳績

梁暐琦同學  各科總積點共31分

程偉軒同學  各科總積點共29分

李嘉賦同學  各科總積點共29分

蘇學柔同學  各科總積點共2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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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當選

聖誕留影

堅樂小學堅樂中學

就職典禮

聲嘶力竭拉票
師生同心

  Lumières指光源及照亮者，希望我們令光芒不是被動地等
待散發，而是主動的讓光芒從自身中散發出來，為同學指引前
進方向，成為黑暗中的一道明光，為同學發光發亮！

  過去一年大家飽受疫情煎熬，令同學未能享受美好的校園
時光。

  但我們疫境自強，在接下來的日子，我們將盡最大的努力
為同學爭取更多的權益，令同學們的校園生活增添更多色彩。

  為此，我們將盡己所能帶領同學，代表同學向校方表達意
見，爭取不同福利和提供各種活動，各司其職，來年將以四大
目標為實踐基礎。

政
綱

²	主席：5E 傅曜霖
²	外務副主席：5B 黎芯妍／5E 伍嘉欣
²	內務副主席：5E林泓與
²	財政：5E 林芷蕾
²	文書：5E 鄧鈺晶
²	秘書：5A 溫芷晴
²	總務：4A 謝樂源
²	美術：4E 彭靖嵐／5E 王詠欣
²	宣傳：5A 麥穎珊／5A 陳泳棋
²	行政：4D 陳 添
²	福利：3D 勞翠童／4A 劉美佳
²	內務委員：5C 顏芊悅

成
員

拍攝宣傳片

²	提升同學對學校的歸屬感
²	校園生活多元化
²	增強人與人之間的聯繫感
²	致力於解決學生需求，促進學生與學校的溝通

四
大
目
標

校長打氣

374票
當選

2021-2022學生會內閣Lumiè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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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 the winter holidays, Chatteris provided our students with an opportunity to visit 
Lamma Island to participate in a 2 day environmental day camp. Each day, students 

woke up early and travelled by bus from school to Central ferry piers with Ms Caeti. After 
arriving at the pier, students were split into 2 groups and let by a 
group of S/CNETs in activities such as beach cleaning, beach olympics 
and field sketching. Students really enjoyed exploring Lamma Island, 
some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The students got to see the impact that 
humans have on the environment and how even the smallest act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can really go a long way to helping animals 
and plants grow.

On  S a t u r d a y  6 t h  N o v e m b e r  M r  M i l e s 
accompanied a  group of  students  on 

a  h i k e  a c r o s s  t h e  D r a g o n’s  B a c k  H i k i n g 
Tra i l  on  Hong Kong is land with  students 
from another local  secondar y school,  SKH 
Holy  Tr inity  Church Secondar y School,  S/
CNETs and volunteers from Goldman Sachs. 
This  was a wonder ful  oppor tunity for  our 
students  to  speak Engl ish  in  an infor mal 
setting with native speakers and to chat with 
students of a similar age that they had never 
met before. The students really enjoyed their 
time on the hike and gained a lot of valuable 
knowledge from the volunteers of Goldman 
Sachs all  about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working in finance. 

On Wednesday 22nd December, our S/CNETs Ms Caeti and Mr Miles organised 
an English fun fair for the S2 life-wide learning day. We had volunteers from 

Chatteris come in and assist on some of the game booths to enrich the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environment of the fair.  Students had to visit the different 
booths and successfully complete the game in order 
to get a stamp. They could then redeem their stamps 
at our fully stocked English Cafe and get prizes.  One 
of the challenges Ms Caeti set for the students was to 
try and remember all  of the new teachers'  names in 
order to get a bonus prize. The students really enjoyed 
chatting with all the new teachers that were there and 
were very excited to see Mr Tommy had come back to 
visit.

Chatteris and Goldman Sachs hiking trip

Winter Day Camps

Here is what one of our students, Joseph (5E07) said about his experience:

"We had such a delightful day. The weather was sunny and comfortable. I was 
so excited to go hiking with my friends. We really engaged in the hiking activities 
and the beautiful view on the top of the mountain. Mr Tommy is an excellent 
and talkative teacher. We shared a lot about life in Hong Kong . Also, I appreciate 
the organisation provided a special opportunity for us to learn English and relax. 
I wish we can participate in more events from your organisation."

堅樂小學堅樂中學

S2 Christmas Funf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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