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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 WE CAN!
羅燦輝校長

校長的
話

                                           

早前看了一些卡通片和電影，發覺無論是《光之美少女》、《美樂天使》、《足球小將》、《忍

者龜》、《變形金剛》，還是《銀河守護隊》、《速度與激情》、《沙灘拯救隊》等都有一

個共通點，就是強調「團隊」。

    現今社會資訊日新月異，我們每天面對的問題也越來越複雜，以前只靠個人或一門專業知識便

可解決的問題，今天則需要由團隊一起參與解決。我認識一位生物化學的教授，他在「沙士」肆虐

期間曾參與研究病毒的基因排序。有一次他分享，當時他的團隊的確找到了病毒的部份基因排序，

但整個排序卻是由來自世界不同地區的研究人員共同合作而成。因為當時世界上多個研究團隊互相

合作，才能化解這個影響世界的危機。

    本校今年中學文憑考試的成績優異，有 20位同學獲派本地的大學學士學位課程，我檢視背後

的原因，相信與同學願意一起溫習有關。本校去年為同學開放自修室直到晚上，同學們留校一起溫

習，現在能一起進入本港的最高學府。我也從新聞中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每年文憑試成績優異的

同學大多來自同一所學校，甚至同一班（因他們修讀的學科相同）。我相信同學之間的互相勉勵，

共同建立溫習文化，是造就這批優異生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

       《聖經》對團隊也有一些教導，如「那人獨居不好」(創2:18)、「三股合成的繩子不容易折斷」

( 傳 4:12)、耶穌差遣門徒也是兩個一組 ( 可 6:7) 等。由此可見，團隊的重要性，因隊員之間可互

相幫助、互補不足。

    根據同學每年所填報的APASO問卷，本校同學在「社群的認同感」中比全港的分數為高，這

表示同學在本校感覺被認同、被鼓勵，同學們覺得自己能融入本校的學習環境。這正是今年學校

主題的基礎，我們希望同學間能發揮互助精神。

    我在暑假裏認識了一位參與長跑的朋友，她跟我分享：能堅持長跑其實是需要別人的鼓勵。長

跑固然要靠自己的努力，但當她知道身邊的運動員與她目標一致，在途中得到參加者的鼓勵，那份

堅持的心會更持久。

    學校今年的主題是：YES, WE CAN ﹗我們希望同學能彼此勉勵，互相提醒，在學習、待人接

物上能有更好的表現。



今期焦點

螢火蟲獎勵
計劃獎狀

學習優異小獎狀

提升同學的學習技巧：運用圖像組織

回 顧   前 瞻與
回顧過去

回顧過去兩年，本校在教與學方面作出了不少的改變。首
先，本校教師著重以「提問」作為教學策略。教師透過

在課堂上提問不同層次的問題，提高同學參與課堂學習的興
趣，增長知識。另外，在課堂上老師能恰當地讓同學以小組
形式學習，加強師生之間的互動。其次，為了提升同學的學
習技巧，本校教師在課堂上透過教導同學運用圖像組織、做
筆記等，讓同學能快速掌握簡明扼要的內容。而圖像組織能
有助於記憶，培養邏輯思考與歸納整理重點的能力。

鄭紫筠學長
( 左二，畢業

於中大新

聞及傳播系，
現擔任企業諮

詢‧首

席分析師 )
早前於本校

與同學分享

其經歷。

初見成果

本校於 2017 年香港中學文憑試中，共有 20 名中六
畢業生獲「大學聯招」取錄修讀學士學位課程。此外，

尚有 10 位同學升讀內地及台灣的學士學位課程，1 位同
學升讀英國劍橋大學的學位先修課程。同學的表現實在令
人鼓舞，我們深信只要同學不放棄，堅持到底，一定獲得
豐碩的成果，實踐本校今年主題：「Yes!We Can!」

展望將來

本校致力推動同學在課室以外學習英語，本年度將推出一連串的
活動，為同學營造一個英語學習的環境，希望同學們有更多機

會接觸及運用英語，增強同學們用英語溝通的信心。本校今年其中
一個計劃為「English Beyond Lessons」，希望透過逢星期五於午膳
或放學舉辦的「English Friday」，讓同學們從不同的遊戲中，輕鬆

愉快地學習，從而增強對英語的信心。每位同學都擁有一本護照 (English 
Passport)，同學可透過與老師以英語交談，收集印章。此外，為了配合學生生
涯規劃，本校於本學年開展「生命傳承計劃」。透過連繫本校已畢業的同學，
與學弟學妹分享他們在成長路上的困難及人生經驗，增強同學對前路的信心。

為了培養同學力學不倦的態度和自律的精神，本校學務部設
計「螢火蟲獎勵計劃」，獲得 90% 或以上交齊功課的班別

均可獲得獎狀一張，張貼於班房的壁報上以茲鼓勵。而獲得 90%
或以上交齊功課班別中比率最高者，可獲得全班出外午膳一次。
由於活動是以班際的形式進行，故此希望同學能向著目標團結努
力，也期望同學能夠如螢火蟲般發放亮光，照亮他人成為同學之
間的模範。本校亦設有「學習優異小獎狀計劃」，從學業表現、
課堂表現、學習態度、閱讀習慣四方面鼓勵同學，目的是嘉許
同學的優良學習成果、提升同學的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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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賓參觀歷史長
廊

林岳明牧師為小
禮堂奉獻禮祈禱 張德明校監（左）致送紀念品予陳國垣校董

眾嘉賓為歷史長廊剪綵

「蒙神恩  春風化雨  經歷五十五載
  藉主愛  樂育菁莪  邁進五十六年」

―― 55周年校慶活動

校友聚餐全場大合照

2  017年 5月 28日為本校
55周年校慶，當日校慶

活動包括有小禮堂奉獻禮、

歷史長廊剪綵禮及校友晚

宴聚餐。當日由張德明校

監及陳國垣校董分別為本

校小禮堂奉獻禮及歷史長廊

剪綵禮致詞；而林岳明牧師則

為奉獻禮祈禱，其後由一眾嘉賓

於本校禮堂進行剪綵禮，剪綵禮完畢

後，嘉賓們經歷史長廊移步到小禮堂參觀。

    而當晚 6時半於本校禮堂亦進行校友晚宴聚餐，
當晚歷屆康樂校友、已離職的同工、一眾師生均能聚

首一堂，於晚宴上回憶於康樂中學往日的點滴。當晚

的節目非常豐富，包括短片回顧、中樂團表演、享用

佳餚，最後還有歷屆校友大合照及抽獎環節。校友晚

宴聚餐能順利舉行實在要感謝嘉賓們、已離職的同

工、歷屆校友與師生們在忙碌中撥冗出席，踴躍支

持，讓我們一起重溫當天部分的花絮。

今期焦點55周年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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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周年校慶

銀樂隊在小禮堂獻樂

中樂團在演出前來一張合照

學生會幹事也一同參與晚宴

校友與陳國垣校董 ( 後排左五 ) 合照

同學們能參與晚宴也
感興奮

一眾嘉賓聚首一堂

今期焦點

4



Hi everyone! My name is Mr. Stephen Chiu. I am happy 
to be one of AOG Hebron’s new teachers and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teaching Computer and Mathematics.

  Besides teaching computers, I enjoy taking 360 VR 
videos, 3D printing, Apps design, game design and aerial 
photography (航拍 ). Do you like robots? For many people 
it is a machine that imitates a human—like the androids 
in Star Wars, Terminator and Star Trek: The Next 

Generation. But actually, 
robots have become a 
subject of great interest 
nowadays. In this year, 
I will teach you robots 
in Robots Club. I am sure 
that you will enjoy building 
robots in the club.

今期焦點

Ms Stephanie Guo

Mr Stephen Chiu

康樂新鮮人

現職與已離職的同工
在展板前合照

鄧英良老師與潘詠棠老師喜相逢

Hello  eve r yo n e !  I  am 
extremely excited and 

genuinely happy that I 
have been promoted to 
be a professional English 
teacher here.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I worked as 
a diligent and dedicated 
English teaching assistant, 
tailoring teaching materials, 
preparing teaching aids and 
teach ing supplementar y 
lessons. Having been a part-

time PGDE (Postgraduate Diploma of Education) student for 
the past two years, I owe a deep debt of gratitude to this 
school for giving the green light to my teaching practicum. 
Without the great support of the school, it would not have 

been possible for me to complete this programme with flying 
colours. All in all, it has always been my great honour to 
work here and be a member of the big AOG Hebron family.
  Apart from teaching, I enjoy reading English novels. 
When I was young, I devoured pages after pages of books so 
I could immerse myself in the great wonders portrayed by 
C.S. Lewis, in the imaginative world created by J.K. Rowling, 
and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depicted by Charles Dickens.  
My favorite hobby is travelling. It is indispensible in my life, 
as I love exploring the world and communicating with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in English.   

  If you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me, come to talk to 
me. I truly look forward to chatting with you in English face 
to face. Don't be shy! English is not as hard as you think.  
Practice makes perfect. I strongly believe that you can. Yes, 
we can. 

康樂新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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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前年開始，康樂中學的
環境已有不少的轉變，

包括本校的接待處、校務處
外的歷史長廊、小食部旁的
小禮堂等。去年本校接待處
左面的牆壁，更有一幅由本校
師生的相片拼湊而成的地圖，
配合本校辦學的精神：為家
國育良才，為基督練精兵。盼
望康樂中學的精神，師生的情
誼能薪火相傳。

    自 2015-2016 開始，本校
於每一個班房設置儲物櫃，為
同學們減輕上學的負擔，訓練學
生的自理及自律能力。本校今年
亦更換全校電腦、投影機。

    為了給同學們一個寧靜、舒
適的溫習環境，本校於去年的九
月初至公開試期間，開放自修室予中六同學，讓他們能作好準備
面對即將來臨的公開試。

寬敞的自修室

色彩繽紛的儲物櫃

今期焦點

校內新氣象

    盼望同學們能察覺到校
園大大小小的轉變，好好享
受校園生活，在學業上全力
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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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Day  2017

English
Day  2017English

Day  2017
English
Day  2017English

Day  2017

English
Day  2017
English
Day  2017English

Day  2017English
Day  2017

English
Day  2017

英語校園

English Day took place on the 26th Apr il th is year. 
The day starte d br ight an d ear ly w ith our NET 

teacher Mr. Dowler an d Engli sh teachers,  g reet ing 
stu dents at the scho ol gate. The f ir st 50 stu dents 
who spoke act ively to teachers in English receive d 
a free carton of dr ink an d also the f ir st stamp in 
their English passport!

  Du r ing Eng li sh  le sso ns,  teache r s  an d stu dents 
played fun- team based games inclu ding ‘Hot Seat’ , 
“Board Race’ and “Sentence Whisper race’ , etc.

  Afte r scho o l,  jun io r  fo rm stu dents  p laye d fun 
games designed by the English Society in the school 
hall. They received stamps in their English passports 
f o r  p la y i n g  g a m e s .  A l l  t h e  g a m e s  e n c o u ra g e d 
stu dents to use English in an interesting way. At the 
same t ime,  sen io r fo rm stu dents to ok part in  an d 
watched ‘Hebron Got Talent’ in the school tuck shop, allow ing them to perform any 
talent they have. They intro duced themselves and the content of their performance 
in English. The performances were sing ing English songs and role-play. 

Morning speaking practice

Classroom games
School hall games

Talent show

Students' comments about English Day:

I love English Day because 
I can improve my English 
with teachers anytime 
anywhere.  

Rex Ng from 4D

English Day is so fun ! 
I can use my English to 
talk to others and make 
friends. 

Ken Choi from 2D

English Day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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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summer of 2017, 
30 students and 3 teachers 

from our school went to the Gold Coast 
in Australia and spent two memorable weeks 

there with local host families and students from 
various countries. During the trip, students had 

the opportunity to enjoy a farm stay doing various 
activities such as horse riding, milking cows and camp 
fire cooking. Integrated into different groups composed 
of students with multiple nationalities, students learnt 
and practised their English in an authentic manner. On 
behalf of our school, our group also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have a cultural exchange with a local school, Miami 
High School, as well as paying a visit to a famous 

local university,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It was a very successful trip and more 

oversea study tours are to be held 
in the coming years.

Making Afternoon Tea

 by Mr Vincent Wen

Australia
Study Tour  

Cultural Exchange

Cultural Exchange

Beach Jumping

英語校園 澳洲遊學團

Selfi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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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July 12, 2017, I was lucky that I had a chance to get 
on board a plane flying to another beautiful continent, 

Australia.
 
  In Brisbane, which is a famous city in Australia by 
the beach, we experienced plenty of fascinating activities 
which broadened my horizons. In my opinion, the activity 
I enjoyed the most was stars gazing in the Mystery 
Mountain farm stay. Although it might sound boring, 
I was deeply attracted by those dazzling stars in the 
universe. I was overwhelmed by the large amount of stars, 
not to mention that I was even able to see the Milky Way! 
The founder of the farm Garth told us that the brightest 
stars in the sky at that moment were Jupiter and the Big 
Dipper. “Learning from nature is the best way to study 
about the world. Trust your eyes, not your phone” he said.  
 
  I stayed with my host family for about 10 days. They 
were really nice and helpful . They had many friends 
and we had parties together all the time. I chatted with 
their friends coming from all over the city and I couldn’t 
remember when I had ever had more fun. The person I 
can’t forget about is ‘Granny’ who was a kind lady. She 
thought walking would keep her healthy. So she would 
walk for hours every day. Besides, she liked complimenting 
people. The last few words she said to me were, “You are a 
nice, smart girl, Nancy. And all you need is hard work.” 
After the trip, as a Hongkonger, I learnt that besides being 
able to go to bed really early, Australians are also good at 
praising people.
 
  There are two things I have learnt from this trip – 
always stay in touch with nature and always compliment 
people. Last but not least, I think I will study overseas if 
I have the chance. But of course that will depend on my 
Academic results and the economic situation of my family. 
In conclusion, this trip has not only widened my horizons, 
but also taught me a lot. It has been such a rewarding 
experience.

 by Tong Wing-huen (4C-13)

Student’s reflection

Studying

Mystery Mountain Farm Stay

Hanging out with Kangaroos

Going up to the Mountain
Campfire Cooking

澳洲遊學團 英語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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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在台上表現不同的造型

校內生活展繽紛校園快訊

模特兒聚精匯神地
步出舞台

雲裳麗影領風騷: 

同學們在台上
表現專業

組員們為模特兒
上妝

陳頴欣同學獲頒《最
佳舞台演繹獎》

男同學也參與時
裝展，作模特兒

模特兒在天橋上展
示

晚裝的設計

    雖然只是一場只有兩個小時的時裝設計比賽，

但是參與比賽的同學由開始構思主題、挑選布料、

裁剪縫製、再到為模特兒構思髮型、化妝，表演時

的音樂、燈光，至最後表演順利完成，籌備時間超

過三個月。希望透過這次時裝設計比賽，讓學生更

了解時裝設計的整個流程，為有志投身時裝行業的

學生，贏得一次寶貴的經驗。
顏翠瑜老師

白色會令你聯想到甚麼呢？白雲？白衣天使？

純潔和正義的象徵？白色，這個往往被人忽

略的顏色卻讓今年參與時裝設計比賽的中三級學生

聯想到很多事物。一年一度的中三級時裝設計比賽

於2017年7月4日順利舉行，是次比賽以《白》

為設計主題，讓同學發揮創意和想像，設計一件能

反映主題的時裝。當日一共展出約四十件的作品，

亦同時頒發四個獎項，包括《最佳服裝造型設計》、

《最佳舞台演繹》等。       

 白
的迷思

辛曉儀獲觀眾投票贏得
《最具人氣獎》

李善美同學獲頒
《最佳舞台演繹獎》

模特兒在天
橋上走貓步

同學們拍攝造型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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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生活展繽紛 校園快訊

中五同學於北市永續環境教育中心前合照

「走出課室」展視野

本校除了注重同學們在課堂的學習外，每

年皆為中一至中五的同學安排「走出課

室」的活動，期望同學透過參與其他學習經驗

的活動，增加多元體驗、擴闊視野並強化溝通

和協作能力。

    去年，本校十一月三十至十二月二日為

「全方位學習週」，各級的同學分別參與福音

營、參觀本地不同的地方，甚至「走出香港」，

到上海、台灣進行交流和考察。參與活動的同

學須於參觀後完成老師指定的課業。

同學於海洋公園內留心聽職員
講解

於祠堂內進行觀察

於迪士尼內，寓遊戲於學習

於福音營內，師生們合力
完成挑戰

同學於活動中分享感受

11



校內生活展繽紛校園快訊

2016-2017年度
學務部統籌／協辦的學術活動

項目 級別 活動

全方位學習日

中一
香港濕地公園

屏山文物徑導賞

中二

科學館

中西文物徑電子學習及小組匯報

蕉坑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

中三 海洋公園教育活動

中四 迪士尼教室

境外考察團 中五
上海經濟發展與城市規劃考察團

台灣地理文化保育考察團

同學參觀鄧氏宗祠

中五同學參觀台灣淡江大學

同學在老師指導下欣賞自然生態

同學放天燈許下心願

同學在科學館
內進行體驗

師生們在中西文物徑合照

12



校園快訊校外見聞擴視野

上海之行  始於足下：

師生到南京步行街蹓躂

師生品嚐地道小食，十分愜意

在繁華的上海外灘留影

到著名的復旦大學上課，
當地學生熱情款待

水鄉朱家角的四大美人

師生們認真聆聽復旦大學的講座

2 016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3 日，本校中五
級 76 位師生親臨上海參觀交流，並作經濟

和城市規劃的考察。師生們先後到訪復旦大學，
體驗上海大城市的風情，又到陸家嘴金融區 ( 上
海證券交易所和上海清算所 )，了解上海金融發
展，例如︰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措施、推行金融
的改革，以及對貿易市場交易管制與監察等，此
行令同學大開眼界，增廣見聞。

    同學們順帶遊覽上海外灘及舊城區、朱家角
水鄉、南京路步行街和上海汽車博物館等地，從
中了解上海在新舊交替之間的變化，如何經歷時
間的洗禮，同學們此行也能比對上海歷史痕跡和
近年經濟和城市規劃的重大轉變，更關心祖國發
展，了解國情。

陳翠玲教學助理

內地交流計劃
規劃探索之旅」

「同行萬里高中學生 

 ──上海經濟發展與城市

13



本
校於去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3 日舉辦「台灣四天地理文化

科學保育考察團」。透過參觀及訪問台北內湖科技園發展

協會、野柳地質公園、士林夜市等景點，同學了解到當地的科技

發展、環境保育及社會面貌，更發掘了寶島之「最」：

最淒美的女王：
   在寶島的北海岸，有一位女王在海邊凝視遠方。飽歷萬年
風霜的她屹立不倒，亦因此而聞名於世。她就是野柳地質公園
的「女王頭」。

最狂野時速：
    遊走於士林夜市商舖林立、香氣繚繞的街道中，同
學們目不暇給，心花怒放。到底應嚐盡寶島的地道美食
或是血拼精品？「老師，請多給我們一點時間，好嗎？」

最以假亂真的教室：
   只不過是大學教室而已，有何特別？想不到銘傳
大學的學生能在日式和室學習日文、美國國會學習歷
史、飛機機艙學習航空服務！在這裡上學，真是幸福！

最耐熱的長頸鹿：
   生活在非洲的長頸鹿為何會出現在台北的近郊？
原來這長頸鹿是繪畫在木柵垃圾焚化廠煙囪上的壁
畫！這令處理垃圾的工作都變得可愛極了！

最懾人心弦的水簾：
  深入山谷，尋覓寶島的「尼加拉」實在不容易！人未走
近，已聽到隆隆水聲。靠近瀑布，更親身體驗它的氣勢磅礡。
澎湃飛濺的水花，讓同學仿如置身於仙境的迷濛中。

女王你好！真是聞名不如見面！

來！看鏡頭！一、二、三，茄子！

寶島的地道美食當前，
我們要開動了！

康樂的師兄（前排左一）與我們分享他在銘傳大
學的生活點滴

十分瀑布波瀾跌宕，我們
都因它的氣勢而驚呆！

校園快訊 校外見聞擴視野

陶醉綠悠保育仙境  邁
進創新科技領域：

  「台灣地理文化科學保育
考察團」

參訪過後，謝副校長與
內湖科技園代表合照。

謝惠芬副校長、潘翠華老師14



管樂團整裝待發

管樂團導師們交換紀念品

活動結束後的反思
會

參與皇家雪蘭莪錫器工作坊

校外見聞擴視野 校園快訊

馬來西亞管樂交流團 2017

知音匯聚  樂韻悠揚：

同學們於音樂交流會上
得益不少

在馬六甲世界文
化遺產前留影

本校管樂團於 2017

年 7 月 3 日至 7 日參

與了『馬來西亞管樂交流團 2017』

的活動，本校共有 33 位銀樂隊師生到

達吉隆坡及馬六甲，作五日四夜的音樂交

流；透過這次音樂會的交流，本校團員的音

樂水準得以提升。團員們亦到訪馬六甲世界

文化遺產古城區，包括聖保羅教堂、荷蘭

紅屋和古堡，見證昔日馬六甲的繁華景

象，擴闊眼界。
岑漢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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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學習根底不太好，尤其是英文（在中三之前從未及格）和中文，但我卻有一個大學夢，所以我在中三時已為
DSE 準備。英文方面，我下了不少功夫，如每天串五十個英文生字，中四、中五每星期寫兩篇英文文章和一篇中
文文章（感謝甄華輝老師的幫助）。雖然起初有點吃力，但我堅信只要肯付出便有收穫。中五下學期我便全力進
入備戰狀態，每天與自修室作伴；星期日則休息。我的溫習心得是：首先要放下遊戲機（中四下學期我已戒掉 )；
其次，要編制一個合理的時間表，為每天訂立溫習目標，完成目標便要休息，因為書本永遠溫習不完。

我在中六的 9 月份才開始準備 DSE，雖然我在學校以外也報讀不同的
補習班，但補習不是越多越好，因為也要花時間，因此大家應該考慮
自己的需要，不要人補我補，否則會得不償失。其次做歷屆試題也十
分重要，做卷一定要計時，讓自己有更好的時間管理，故我買了一個
計時器。另外，要開一本「錯題簿」，把自己做錯的題目抄下，再
寫上正確的答案，這樣不但可以避免犯同樣的錯誤，溫習時能更得
心應手。做完歷屆試題後只溫「錯題簿」，讓自己明白所犯的錯誤。
在中英文方面，我會有一本「vocab book」，累積一些詞彙和句子以

及一些寫作構思。

追
訪康樂校友
 ――張文杰、胡易如、余曼

琪

問：首先恭喜你們能在公開試獲取好成績，順利入讀大學。面對公開試，你們怎樣作準備？

問：面對學習上的困難，例如學習上遇到

    壓力時，你們會如何面對？

在公開試前我曾經數度崩潰，完全失去動力，同學們此時應
立即放下手上的書本休息一天。我想在此送給同學們一首
歌  《無盡》，這首歌在我準備 DSE 時一直鼓勵我。

教與學

張文杰 ( 後排右二 )
與同學們

最後一年參與陸運會

6D 張文杰

考獲：25 分 ( 6 科 )

入讀：香港中文大學 ( 工程學系 )

6C 胡易如

考獲：27 分 ( 6 科 )

入讀：浸會大學 ( 傳理系 )

6C 余曼琪

考獲：25 分 ( 6 科 )

入讀：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

本校於「2017中學文憑考試」中，
共有 20 名中六畢業生獲「大學

聯招」取錄修讀學士學位。本期校訊，
我們分別訪問了 6D 張文杰、6C 胡
易如、6C 余曼琪，而 6D 張文杰剛
榮獲領展「第一代大學生獎學金」。
昐望他們面對公開試的經歷能夠成為
各位同學的鼓勵   YES!WE CAN!

 問：周淑玲老師   答：張文杰同學、胡易如同學、余曼琪同學 

前
言
：

我認真看待 DSE 是中六的 11 月，我在電話裏輸入了文
憑試第一科的開考日期，讓它在手機桌面像計時炸彈般
一天天的倒數，令自己因為緊張而硬着頭皮到自修室溫
習。另外也開始報讀補習班，但我的策略是只報讀那些
成績較好的科目，以達到「5 級」；至於表現遜色的科目，
則會向老師和同學請教。其餘時間我必定會在學校自修
室，因為在家溫習實在太多誘惑，公共圖書館的自修室
亦往往供不應求，我就是這樣度過了文憑試的前夕。

胡

張文杰 ( 右一 )
參與大學迎新營

張

張

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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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給自己一個小休。在預備考 DSE 前不論身心都十分重要，睡覺不是逃避現實，而是讓自己有

休息和緩衝的時間，如有壓力時應該讓自己停下來、重新調整自己，不斷強逼自己會適得其反。在

study leave 期間，每一天我都會小睡一片再繼續衝刺。其次，我每天都會訂立 to do list，寫下要溫

習的內容作為一天的目標，盡力完成，不要計較時間。因為「質」絕對比「量」更重要。最後，給自

己適當的獎勵，有時候溫習得太累，一杯天仁絕對能讓我起死回生。當我感到疲憊、缺乏動力時也會

聽歌，如《差一點我們會飛》、《沙燕之歌》等。

我會約朋友一起打羽毛球，而前往自修室溫習之前的吃飯時

間便是大家的 happy hour，我們三五成群邊吃邊聊。此外，信

仰也給予我很大的支持，當時每個星期六我都會和組員在小

食部一起祈禱再溫習，等到三時進入學校禮堂敬拜，唱到幾

首很有共鳴的歌時也會哭個不停，我祈求上帝讓我有力量面

對各種壓力。

問：為什麼你們會在大學選讀這個學系？未來四年的

    大學生活，你們有什麼目標？

我對機械的運作一向感興趣，小時候喜歡把家中的東西「解

剖」，所以我希望以此為我將來工作的目標。

不為前途，純粹只為興趣。不要為了別人口中的「好前途」

就賭上自己，要讀自己喜歡的科目。

我一向喜愛研習文史哲學，也希望長大後有機會著書，因

此便選擇中文及歷史系。未來四年裏，我希望能在大學擴

闊眼界，認識同道中人，在學養上多有長進。

問：今屆的中六同學即將面對 DSE，你有什麼說話勉勵他們？

  加油！再堅持二百多天便可盡情玩，不再有牽掛！無論成敗

  與否，請記緊搏盡無悔！

  願來年應考的你們能忍辱負重，堅持不懈，奮勇向前，這是

  一場勇氣與堅持的考驗。

文憑試是每個中學生踏上人生另一階段的重要階梯，必須

要有破釜沉舟的決心才能在這場戰爭上取得勝利。記得自

己於中六模擬試，數學只有 level 2，連最有自信的中史亦

只有 level 3。這短短的兩個月，我本可選擇放棄，但我不

甘多年來的努力就此白費，我告訴自己，即使最後只能領

略三成，屆時也要將這三成發揮到極致，同學們：千萬不

要低估自己的實力。送給大家一段經文：「我們四面受敵、

卻不被困住，心裡作難、卻不至失望。」《哥林多後書 4:8》 

希望它能鼓勵大家。

追訪康樂校友 教與學
胡

胡

胡

余曼琪 ( 右二 )
與好友合照。

余曼琪 ( 後排右四 )
與大學同學合照。

胡易如 ( 左一 ) 午膳時
與同學們開心共聚。

胡易如 ( 中 ) 畢業前與
同學們於操場留倩影。

張

張

余

余

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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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婉明學長 ( 前中
) 早前於本校與同

學分享

其奮鬥經歷，並鼓
勵同學多祈禱仰望

神。

「生命傳承計劃」
沿途有你：

問 你們平日的工作一定很忙碌，為何仍會參與本校的「生命傳承計

    劃」，成為本計劃的學長？你們對這個計劃有什麼期望？ 

江 此計劃透過學長們的分享讓學弟妹們可以對前路更有

  方向。在求學期間，我也有參與類似的計劃，當遇上

  求學或就業問題時可以向學長們請教，故我希望能對

  學弟妹們分享所知所見。讓他們在選科或求職或作出

  選擇時，有多點資料參考。

陳 在大學時期，我參加了中文大學的學長計劃。當時我

  的學長是一名大公司的會計主管，他教授我面試和寫

  履歷表的技巧。這些都是無法從書本或課堂中學習。

  因此，我也想將我在職場上的一點知識與師弟師妹分享。

唐 I decided to participate in this program because I have received so much blessing from God and 
  I wanted to share my faith with more students.  I hope I can use what God taught me over the years 
  through the ups and downs in my life to  encourage more students. 

教與學

問：周淑玲老師  答：江婉明校友、陳家權校友、唐卓玲校友 

「生命傳承計劃」
本校於2017年9月１日起，推動學長「生命傳承計劃」。這是一個以「亦師亦友」、「生命影響生命」

為理念的互動計劃。本校邀請了歷屆的群牽服務團主席擔任本計劃的生命導師。我們期盼藉著已
畢業的學長與學弟學妹分享成長路上的不同經歷，成為他們的生命同行者，配合學校的生涯規劃，期望
能薪火相傳。同時，學長們分享信仰、中學及大學的校園生活、公開考試經驗、升學及選科資訊、求職
技巧、就業等寶貴經驗，也能鼓勵及協助同學們擴闊視野、及早認識職業世界、訂定目標、追尋夢想；
另一方面，期昐學長在帶領學弟妹成長的過程中彼此鼓勵，共同成長；也讓學長透過「生命傳承計劃」
與母校保持連繫。現有 22 位群牽主席、60 多位在校師弟妹參加「生命傳承計劃」。

本期校訊，我們訪問了江婉明校友 ( 現職入境事務處入境事務主任 )、陳家權校友 ( 現職金融系統顧問 )、
唐卓玲校友 ( 現於美國定居，現職律師 )。

問 當你們遇到人生上的困難，會怎樣面對？ 

江 「積極面對，不要逃避。」這說得輕鬆，但實踐起來絕

  對需要加倍的勇氣和意志。很多時候我們能做的十分有

  限，故在可能的範圍內盡力做到最好，不要讓自己後

  悔。要相信：「You do the best, God do the rest!」

陳 面對困難時，向神禱告真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很多

  時候，人能夠做的很有限，但上帝能賜予一條我們想也

  未想過的路。當然，自己也要堅持，面對困難，也要尋

  求人的協助解決問題。
江婉明學長 ( 左三 ) 畢業時與家人分享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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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你有什麼說話勉勵康樂中學的學弟學妹？

江 千萬不要少看自己，也別讓其他人少看你。只要你願意付出，

  你就能做到你想做的，這絕對是真的﹗不要讓中途遇到的小

  挫敗令自己氣餒，從今天起要學會多一點堅持。

陳 不要少看自己年輕，也不要少看自己是康樂學生。在目標上，

  要盡最大的努力。學業上要多下苦工，特別在語文上。

I am so thankful that I accepted Jesus Christ at a young age in 
school. Whenever I am lost, I turn to Jesus and seek guidance 
from Him. God’s peace and presence have helped me to 
navigate through troubled waters in the past.

唐 

唐 

唐 

Church and friends from church have played a big part in my 
life. Having companions who share the same faith with me 
helped me not to drift away from God. I also met some very 
good professors in law school that encouraged and guided 
me through the difficult time.

Your possibility is endless as long as you keep trying.  
Please don’t settle with what you think you can achieve.  
Aim higher and you may be surprised by yourself.  If you are 
a Christian, stick with God at all cost because He will never 
disappoint you. “I sought the Lord, and he answered me; he 
delivered me from all my fears. Those who look to him are 
radiant; their faces are never covered with shame.”(Psalm 
34:4-5 )

問 在你們的求學時期或工作上，誰曾幫助或陪

    伴你們成長？

江 很感恩，中四時我已認識上帝，並開始穩定的教會生活，有

  一群比我年長的團友正是我的學姐學長，不論是選科升學、

  求職，他們都是我的支援小隊。縱然不是每個困難他們都能

  替我解決，但他們都會祈禱記念我的需要。我亦感謝上帝給我

  溫暖的家人，他們無微不至的照顧使我能健康成長。

陳 教會的弟兄姊妹由中一直至現在也陪伴我成長，當中他們給予

  我無數的包容和支持。另外，工作上的同事也教導我很多，特

  別是我畢業後第一份工作上如何待人接物等。

陳家權學長 ( 中 ) 閒時與好友共聚

唐卓玲學長 ( 左一 ) 與家人的合照

6D余英朋 (左 )、6C
蘇俊謙主動參與「生
命傳承計劃」。

余同學、蘇同學與黎立仁老師 ( 中 ) 以視
像通訊與身在美國的唐卓玲學長傾談。

陳家權學長 ( 後右二 )
與同事們相處融洽

生命傳承計劃 教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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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記錄部分獎項 )

活動	/	比賽 獎項

學術

2017
中
學
文
憑
試

本校共有 20 名中六畢業生獲「大學聯招」取錄修讀學士學位，他們分別為：

6C：張嘉敏、侯藹桐、林宛靖、李俊憶、李浩妮、
    廖嘉怡、胡易如、余曼琪、黃浩謙、余文浩

6D：蘇家儀、謝孟君、王舒揚、張文杰、朱文豪、
    董偉俊、何浩然、郭力賢、賴建忠、蘇銘廉

中文

4D 黃凱琳於「大埔區公民教育委員會」中學組徵文比賽
3D 唐泳萱於「大埔區公民教育委員會」中學組徵文比賽

冠軍
亞軍

5D 徐英哲於「丁酉年對聯比賽」青少年組 冠軍

3D 李善美於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 普通話獨誦 ) 亞軍

數學

1C 朱冠城、1D 張瑋洛、2D 文栢鑫、2D 何泳鋒  
   於第八屆「香港中學數學創意解難比賽」( 初賽 )

銀獎

數學及科學：4D 崔真浩 最佳優秀表現獎

數學：3D 吳昱樹、3D 徐兆亨、4D 柯岸鴻、4D 楊延博 優秀表現獎

科學：1D 黎愛蓮、3D 陳森亮、4D 柯岸鴻 優秀表現獎

5D 黃俊杰 ( 數學 )
優秀表現獎

最佳優秀表現獎

5D 余英朋 ( 數學 ) 最佳優秀表現獎

5D 張兆峰 ( 數學 ) 優秀表現獎

生物 5D 譚家家於《豆豆惜物愛地球》食譜設計比賽 學生組冠軍

物理 香港物理奧林匹克 三等獎及「新參與學校最佳表現獎」

體育

第二屆全港躲避盤錦標賽 ( 中學組盾賽 ) 冠軍

校際七人欖球賽 ( 新界區 ) 男子乙組碗賽 冠軍

男子甲組籃球隊於「大埔及北區籃球比賽」冠軍賽 冠軍

4C 朱詠霖於「第一屆全港青年社區體育節」長跑 10 公里
女子 15-18 歲組別    

冠軍

4C 朱詠霖於「安盛香港街馬十公里」女子青年組 冠軍

1B 何家熙於「2016 香港校際柔道錦標賽」男子初級組 50
公斤以下組別

冠軍

5D 李澤謙於「2016 運動燃希望基金」 「傑出青少年運動員」

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 2017」中學合唱組 金獎

藝術 少年警訊學會於「第二屆大埔區抗毒短片創作比賽」 最佳拍攝獎

社會服務

群牽服務團主席 6D 張文杰
獲選為 2016-2017 年度
「大埔區傑出青年」

張文杰、侯藹桐、賴俊希、李國誠、黃碧峰、袁嘉敏
長期積極參與社會服務

獲頒發「大埔區傑出公民服務獎」

教與學

主編：周淑玲老師、張銳初老師、顏翠瑜老師、陳翠玲教學助理	 	 顧問：羅燦輝校長、岑漢明老師、甄華輝老師

鳴謝：羅燦輝校長

							 小樹苗創造館有限公司排版及承印				

							 陳彤豐校友首頁題字	 	 「康樂校訊」

康樂龍虎榜
(2016-2017)

Secondary Schoo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Competition(SSMSC)

2016 年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 (I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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