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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KEEP GOING

羅燦輝校長

2018-2019 學年已開展了三個多月，但我仍想與大家分享學校近年的一些改進，以作感恩及
雖 然互勉。
首 先 是 學 校 近 年 中 一 收 生 的 情 況。 本 校 於 2017-2018 年 度， 已 有 獲 派 第 一 組 別 的 同 學， 而 在
2018-2019 年度的中一新生中，絕大部份同學屬第二組別。收生能有此進步，本人要特別感謝老師、
家長、同學和教會對學校發展的認同。
學校重視教師的教學，過去三年，每年本人必到各班觀課，以掌握同學的學習情況。以本校為例，
本人已觀課超過 240 節。這無疑對同學甚至老師構成一定的壓力，但這幾年，重視教學素質的觀念在
校內已被接受，全校均看重教學效能，本人深信走對了方向。
在支援學習上，本校為同學預備了自修室，讓需要安靜溫習的高年級同學有一個開放至晚上九時
的溫習空間；學校更安排幾位正在唸大學的師兄姊回校作自修室管理員，一方面可支援同學學習，另
一方面更成為同學的榜樣，深信同學亦能體會學校的關心。在歸屬感方面，去年聖誕節假期開始時，
有三百多位同學及家長願意主動回校當義工，協助翻新學校的前後樓梯便可見一斑。
本人要在此多謝同學在學校的參與、投入，若沒有他們的信任，學校不可能進步。試想想在球場
上的教練與球員，如果球員不信任教練；不按教練的指示進行比賽，怎麼有可能獲勝。校長亦要多謝
老師的忍耐和包容，在學校修訂發展的路線上，如未能有共同信念，那能同心同德。本人亦要多謝家
長們的信任，讓我有時間實踐使命、執行各項計劃，在這基礎上，學校得以發展。本人亦要多謝教會
的支持，他們用禱告 ( 逢星期五早上七時十五分開始的師生、校友早禱會 )；並委派會友作同學的導師，
以至協助同學培養正確的人生價值觀。所有這些支援，都促成學校產生「質」的變化。
另一方面，學校仍堅守開拓同學視野的信念，每年有超過十團的境外交流與學習，其中包括到澳
洲、新西蘭、馬來西亞、泰國、台灣及內地多個城市，更安排同學參加不同的課程，包括資優課程，
讓同學增廣見聞、發揮潛能。學校亦提供機會讓同學帶領活動，本年學生會共有三個候選內閣競爭，
可見同學對學校的投入和愛護。
在這些扎實的基礎上，學校近年以聯招而考入本地大學學位課程的同學亦明顯上升，比三年前有
三至五倍的增長，而最可貴的，是繼續升學的畢業生人數平均皆超過 90%，足以証明同學對學習有積
極的態度。
我們不能明確指出是那個計劃、那個人促進了學校的進步，但明顯我們是走對了方向。「一步一
腳印」，我們懷著愉悅而戰兢的心情繼續走下去，才不會辜負各持份者對本校的厚望。本校把今年的
主題定為「KEEP GOING」，鼓勵同學堅毅地邁出每一步，多嘗試，多探索。
要有新的高峰未必一定要有新的計劃或石破天驚的舉動，堅實地踏出每一步，各人盡力完成自己
的責任，已是最好的實踐。本人祈盼同學的努力與成績相稱，正如本人在早會上曾多次與同學分享，
我們不期望僥倖得來的成果，我們祈盼的是同學的努力與回報相稱，如《聖經》上記著：「多種的多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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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期回顧

「YES ！ WE CAN PAINT」

美化校園計劃
不可小看年輕人

為 同學的生活技能，本校於2017年12

了美化校園，增加同學的歸屬感，培養

月21日舉行了美化校園髹油活動，有300位
包括學生、教職員、家長及教會同工、會友
參與，為學校的前後梯牆身進行翻新工程。

同學十分賣力

先看看專業的示範
髹油前的準備工夫

初中同學也樂於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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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們準備好了！ GO ！

今期回顧

English Friday 的攤位

English Passport

Beyond Lessons
本 為同學提供英語環境，希望同學們有更多機會接觸及運用
校致力推動在課室以外學習英語，去年推出一連串活動，

英語。去年9月29日為「English Beyond Lessons」的
第 一 次 活 動    英 語 日 。 每 位 同 學 都 擁 有 一 本 護 照 ( E n g l i s h
Passport)，同學可透過與老師以英語交談，收集有老師頭像的
貼紙。活動十分有趣，深受同學歡迎。另外，每個星期五都設有
「English Friday」，同學於活動中十分投入。

同學十分踴躍參與活動

同學渴望集齊有老師頭像的貼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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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期回顧

齊心協力做勞作

「一帶一路下的香港商業金融圈」活動
這 識、探索自我能力，結合「一帶一路」及「商業模擬遊戲」。今年

個活動為「兩日體驗營」，內容是培養同學們商業邏輯、國際知

1月，本校同學與台灣的學生一起合作學習。活動中許榮洽丶顏雅琳及彭
奕凱主動學習、投入參與，與組員合作無間，尤其許榮洽所屬組別，更
獲得活動的第一名。其他同學在活動中亦積極參與，互相合作。

不同學校的同學商討計劃的可行性

同學向導師講解計劃內容

專注學習

康 樂新鮮 人
大 家 好！ 感 恩 我 能 成 為 康 樂 中 學 的 一 份
子，本學年我主要任教初中數學及電腦科。工
餘時我喜歡看電影和聽音樂，亦會相約朋友打
乒 乓 球。 踏 入 康 樂 中 學 雖
只 是 一 段 短 時 間， 但 亦 能
深深感受到校園內的關愛
文 化， 相 信 各 位 同 學 在 這
個充滿關愛的校園裏必能
愉快地學習和成長。

劉建灝老師

大 家 好！ 我 是 陳
翠 玲 老 師， 感 恩 在 本
學年我能成為 1B 班班
主 任 及 任 教 中 文。 時
光 荏 苒， 憶 起 老 師 們
昔日的傾囊相授和循循善誘，既讓我游弋於不
同的學科世界，也鞏固我的語文水平。回首今
天，感恩我有機會回饋母校，實踐老師們「化
作春泥更護花」、「傳道授業解惑」的使命。
新的學年，冀盼同學「忘記背後，努力面前！」
發揮堅毅不屈的精神，在學術和不同領域上發
揮拼勁！

陳翠玲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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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Day
Hebron’s

annual English Day took place on the
26th April 2018. Students and English
teachers had great fun participating in many different activities
and games organized throughout the day by the English
Society. The first activity that took place in the morning was an
interclass quiz hosted by our NET teacher Mr. Adam Dowler.
   During English lessons, teachers and students played fun
games, including a team word search and the celebrity
guessing game “Who am I?”. At lunchtime
students spoke to teachers around the
campus and also answered English riddles
to gain extra stamps for their English
passports.
   After-school, students played
fun games designed by the English
Society in the school hall. In the tuck
shop, there were English related board
games, I-pad games, a cooking corner
with popcorn machine and Karaoke for
students to sing their favourite English
songs.

Students and teachers sang English Karaoke after-school.

S1 students collected
stamps in their
passports for speaking
to teachers during
lunchtime.
The student who collected the
most stamps was declared to
be the winner of English Day.
(Michael Ho from class 3D)

Students played board games in
the tuck-shop.

Students played classroom games
during English lessons.

Student helpers and English teachers posed for a
photo at the end of English Day.

Student comment
“English Day was so fun this
year. I hope we have more
English Days in the future!”

Nancy from 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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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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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mates in Auckland

Happy Graduation

17

students and 2 teachers spent two weeks in
Auckland, New Zealand in the summer of 2018.
During the study tour, students in Hebron had the
chance to have English lessons together with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including France,
Brazil, Mexico, Thai and many more. After lessons,
students got to enjoy different excursions and activities.
Among the highlights, skiing and horse riding provided
not only excitements, but also, fresh experiences to our
students. In the evenings and at weekends, students
immersed themselves in a native English environment
by spending time with their host families. It has been a
very fruitful trip.

On top of One Tree Hill

Skiing Boys

Skiing

6

Te Puia Luge

Te Puia Hot Springs

英語校園

Host Family

Kiwi Valley Farm

Student Reflections

As
Meeting Friends in the Farm

4C Lee Sin Mei Angel

a famous credit card commercial once taglined, “There are some things money can’t
buy”. These things may include smiling faces, tears
of joy, fresh inspirations, to name just a few, which
have all been parts of my epic excursion to New
Zealand.
   All those precious moments did not come
as a coincidence. Not only was I accompanied
by fellow classmates who were ever friendly and
fluent in English, but I also had a golden opportunity
to meet new chums of different complexions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like French, Brazilians,
Mexicans, and Thai, just to name a few. You can
imagine the amazing chemistry flared from within
the group.
   Through this trip, I realized how important it is
to get myself familiarized with the world’s English
cultures, not just the language itself. As English is
only a window to appreciate the astonishing sights
from around the globe, I must use this tool wisely
to better understand what is happening around me.
   Well, what else did I learn from the trip? I went
skiing, luging and sight-seeing on a skyline gondola
with the group, and discovered a plethora of things
that textbooks do not cover. Of course, these
were memorable moments that money cannot buy.
Hundreds of cheerful pictures taken during the trip
can bear witness to my foothold on cloud nine.
   Last but not least, I have learned how to fit into
people around me. The key to opening the door to
friendship is to be kind to others and to treat others
like your family. It's the best recipe to bake great
relationships.
   I really would like to re-visit such paradise
with my friends if I am given a chance. For the time
being, the videos I posted on YouTube will help
me linger on the incredible experience I had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world.

By 4C Lee Sin Mei Angel
Horse Ri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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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快訊-校內生活展繽紛

雲裳麗影
領

風騷

去 的作品顏色對比強烈、運用不同材質的布料拼接……一件又一件由中三
年本校的服裝設計比賽的主題是「共融」。舞台上，我們看到同學設計

級同學設計的服裝，都反映了他們對「共融」的看法。事實上，小至家庭和學
校，大至社區和世界，每日都充斥各種不同的意見和聲音。尤其在現今網絡發
達，資訊爆炸的年代，我們更應以開放的態度，去聆聽不同聲音，而不是對小
眾存有歧視、定型的觀念。我們以時裝設計為媒介，讓學生認識設計美學之
餘，亦能讓他們明白要達至社會和諧共融，就是要讓不同背景、不同界別、持
不同信念或立場的人都可透過溝通、合作，以尊重及包容的態度平和共處。
本校服裝設計比賽的主題

同學們在妝容上花
了不少心思
家長們也參與其中
由馬均佑和盧源楓所設計的作
品，反思社會貧富生活兩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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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袖幼肩帶配以薄紗上衣，突顯西
方國家講求自由、平等的民族特
色；下身則參考中國傳統旗袍設
計，此服飾體現中西文化的融合。

校內快訊-校內生活展繽紛

中大生態行：老師同學也樂在其中

「走出課室」展視野
為 至11月24日為全方位學習活動日。在這段期間，
豐富同學的學習經歷，學校於2017年11月22日

將安排同學進行不同模式的學習活動。期望同學在現實的
環境中學習，能更有效地掌握一些課堂以外的學習目標。

中一同學進行不同的挑戰

項目

級別
中一
中二

全方位學習日

境外考察團

中四
中五
中六

中三
中五

活 動
福音紀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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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士尼教室
參觀藝術館
長洲實地考察
中大生態遊
長洲水域考察：漁民文化
生涯規劃：模擬放榜
Dream High挑戰營
同心同根廣州交流團
深圳科技考察團

同學利用電子學習進行考察

同學十分專注

到長洲考察也不忘完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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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快訊-校內生活展繽紛

步操訓練
同學進行不同體驗

能到迪士尼進行體驗學習，
同學也十分雀躍

挑戰營中需完成不同的任務

美麗的大自然需要好好保育

長洲的建築物保存了珍貴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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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合力砌出屬於自己班別的
代號

校內快訊-校外生活展繽紛

寶島考察之行

師生

暢遊文化歷史遊蹤
本 月27日至30日舉辦「台灣四天地理

校地理學會及中史學會於2018年3

歷史文化保育考察團」，本校共有34位中
五級同學與4位老師參加。行程包括考察野
柳、烏來及地熱谷等著名地理景貌，並參觀
國立故宮博物館、紅樓、紅毛城等歷史文化
古蹟；同時亦參訪環保收集中心、創意文化
園及銘傳大學等，讓同學更瞭解當地的文化
保育工作及升學的機會。同學們在旅程中體
驗了不一樣的台灣，增廣見聞。

西門紅樓外的「一字」兵團

同學在銘傳大學尋獲
珍貴黑膠唱碟

淡水紅毛城的「文青」
在霧氣氤氳下的美男子

師生們到夜市品嚐地道美食，確實別有
一番風味呢！
同學對國父孫中山先生留下點點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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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藝術音樂交流團 2018
本 術音樂交流團2018」，透過四日三夜的參訪和工作坊，提升團員在

校藝術學會與合唱團38位師生於2018年7月4至7日參加「台北藝

藝術和音樂上的水平。當中團員參訪了銘傳大學設計及藝術系和東吳大學音
樂系。東吳大學音樂聲樂系黃莉錦教授與本校合唱團進行音樂工作坊後的感
受：「合唱團一開口唱歌，令人驚豔，他們不僅有百分之一百的專注力，態
度更是正面開放。兩個小時的工作坊，我希望帶給他們的不只是音樂技巧，
而是音樂對生活的影響，進一步對身心靈的悸動；他們做到了，最後合唱團
所唱的"Shalom to You, My Friend" 深深觸動了我的心靈，這不是一
堂合唱工作坊，而是人與人之間可以單純用音樂交流，互相感動的見證。」

國泰玻璃廠吹玻璃 DIY

與東吳大學黃

學院

參觀銘傳大學設計

教授合照

「銘傳大學設計系是一所設
備完善，重視學生體驗的大學﹔
而東吳大學師資優秀，是一所致
力培育音樂人才的地方。透過交
流團，開拓了我的視野，對台灣
升學資訊有進一步的認識。」

5D 陳佩琳

野柳地質公園

躍動淡水情人橋

「黃莉錦教授早年在巴黎音樂學院
修讀聲樂，教法創新有趣。我學到很多
唱歌的知識，包括唱歌之前，應該要先
了解歌詞的意思及知道整首歌要帶給聽
眾甚麼感覺，用一些東西、意念或顏色
等去代表那首歌，這樣較容易讓人快速
轉換心情，好好演繹一首歌。」

3D 楊詠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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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同學都專注地製作陶瓷杯

校內快訊-今期焦點

寶貴 的 體驗 ：
基本法- 全港中學校際問答比賽
本 校長會及善德基金會合辦之「認

校學生於今年5月5日參加由新界

柯岸鴻同學代表本校領取獎牌

（左二）：徐兆亨（右二）：石佩玉
（右）：李皓瀾（後左）唐泳萱
（後右）：黃凱琳

（左）崔真浩 （中）柯岸鴻（右）馮麒銘

日期

識憲法‧基本法   與法治同行」全港
中學校際問答比賽2018，本校學生
在第一個回合領先100分，最後屈居
第二名，但他們的表現已非常出色。
   柯 岸 鴻 同 學 是 第 二 年 參 與 這 個 比
賽，她認為比賽中最難忘是看到同學在
必答環節出色的表現，他們不約而同地
在台下鼓掌；在搶答環節不能爭取回答
的機會時，一起露出了遺憾的表情。他
們雖然最後未能進入決賽，但看到大家
的付出和努力才是最重要的。馮麒銘同
學是第一次參加比賽，到比賽後期越來
越有信心。比賽最大的得著是對基本法
有更深入的認識、對祖國有更深的歸屬
感，讓他明白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康樂「 足球 小將 」事件簿

9-6-2018

17-8-2018

19-22/8-2018

比賽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五人
香港站
足球賽
賽馬會青少年足球
精英會四角賽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五人
廣州站總決賽
足球賽

廣州站總決賽獲得的獎杯及榮譽証書

事件
本校男子足球隊（高級組）隊長楊紫彬、副隊長蘇佑霆
以大埔U18代表隊身分與其他十八區U18代表隊對賽。
本校男子足球隊（高級組）隊長楊紫彬、副隊長蘇祐霆
以香港地區精英隊隊員身分，出戰曼聯U17代表隊。
與澳門、惠州、中山、江門、東莞、肇慶、
廣州、珠海、深圳、佛山等青年隊作賽。

成績
勇奪亞軍
獲得代表香港資格
隊長楊紫彬成功
射入世界波
獲得金盃賽第6名

廣州站總決賽

本 分，參與「賽馬會青少年足球精英會四角賽」，出戰曼聯U17

校男子足球隊（高級組）隊長楊紫彬以香港地區精英隊球員身

副隊長蘇祐霆

代表隊。首場轟入世界波，賽後楊紫彬表示：「一直對自己很有信
心，但沒有想過自己真的能入球。因為很少機會能與歐洲豪門切磋，
是個難忘的經驗。」即使落敗，但他仍從中學習到不少足球知識，他
接續說：「我覺得自己入球是其次，球隊才是最重要。曼聯球員使用
的戰術令我們更加明白到迫搶的精髓，可以從他們身上學習。現場氣
氛很好，我們從來沒有氣餒。」

（訪問內容截取自《東方日報 ‧ 東網體育版》）
隊長楊紫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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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有榮焉- 恭賀校友

利國林先生

榮獲第三十七屆
「香港電影金像獎

最佳美術指導 」

「最
本 校校友利國林先生於第三十七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憑《明月幾時有》榮獲
佳美術指導」，感謝利國林先生 (Billy Lee )在百忙中，仍願意抽空接受我們
的訪問。

「電影美術指導」是什麼工作？
理論上，它負責製作任何與電影美感及美學有關的範疇。為電影的角色和場景做
美術設計，還包括服化道(服裝、化妝、道具)三個分部門。工作性質包括道具、
佈景、燈光、攝影、角色及服裝設計、電腦特技等。但實際上，美術指導的職務
範圍會因應投資者、監製或導演不同的要求而有所不同。
問： 得知你曾在康樂中學完成中六、中七。你對「康
樂」有什麼印象？
利： 當時我在物理、生物的成績一般，故在中六、中
七高考，我便退修這兩科，我只修讀中文、英
文、化學與美術（自修），感謝學校破例讓我自
修美術，亦允許我退修物理、生物科。
問： 在康樂中學畢業後，你如何追尋你的美術夢？在
大學修讀了什麼課程？
利： 我在高考中文不合格，故在副學士的課程選擇不
多。在大學我修讀了創意媒體的副學士，由於我
在中五會考美術考獲A級，在高考也有自修美術，
故我於面試時能比其他人有優勢，最終能被取錄
修讀創意媒體。兩年後，我修讀了大學課程，
最後我在這科讀了四年。當時我主修「動畫攝
影」，學習製作3D圖、繪畫Graphic，同時認識何
謂「電影拍攝」，這為我打了一個很好的根基。

問： 恭喜你榮獲「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美術指導」，
當你在台下得知自己獲獎時，有什麼感受？
利： 當宣佈自己得獎那刻，我腦中空白一片。但真的
很開心，做了十多年終於得到獎項，相比別人我
較快可以得到肯定。我非常感謝與我一起獲獎的
文念中先生，當中有大半的功勞，我認為是屬於
他的。
問： 這個獎項對你有什麼意義？
利： 得獎後，身邊的人對自己多了一份尊重，薪金也
多了一點。但相對壓力亦隨之而來，工作上我更
需要全力以赴，做事比之前要更嚴謹、對自己要
求會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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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工作時你曾遇到什麼
困難？你如何堅持下
（右）：校友利國林先生
去？
（左）：文念中先生
利： 畢 業 後 的 三 、 四 年 ， 我 曾
在廣告製作公司工作。剛接觸電影時，我什麼
也不懂，曾被取笑、被罵。但工作一段時間後，
便慢慢了解、我又向身邊的朋友請教。我們這個
行業，沒有什麼敵人，我與他們建立了很好的關
係。曾幫助我的人，現在我們也會繼續合作，例
如道具領班，由我第一齣電影需要道具，也是他
幫助我。大家互相合作了十年，已經建立了很好
的默契。曾幫助我的人，我會銘記在心。我覺得
要善待身邊的人與知恩圖報。
問： 可以跟康樂中學的學弟學妹說一些勉勵的話嗎？
利： 這十年來轉變得很快，以前從事電影製作，要一
半時間製作港產片，一半時間回內地工作。但現
在有幾年會在內地工作，幾年會在香港。希望同
學們能接受改變，好好裝備自己。以往三、四年
才會改變，現在也許一、兩年，整個世界已經不
一樣。現在用料、科技令道具的製作更精美，但
製作時間亦越來越少，故要有接受改變的心態。
最後，要好好珍惜身邊的同學、朋友，現在我身
邊最好的朋友或信任的人，或與我一起進入電影
製作的也是我的舊同學、舊朋友。

感謝Billy Lee接受我們的訪問，祝願他工作順利，在電
影界中繼續發光發亮。

（由周淑玲老師筆錄）

校內快訊-今期焦點

三位 康樂人 於社會上繼續發揮
「 YES!WE CAN! 」 的精神
本 「YES!WE CAN!」的精神，積極參與義工服務、文化技能、康樂
校畢業生朱翠玲、盧鎧銦、李浩軒在社會上繼續發揮康樂人

體育、野外鍛鍊及團體交流活動，表現優秀。於2017年12月4日，獲邀
到香港禮賓府，榮獲「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金章級證書及獎章」，接受香港
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嘉許與勉勵，並逐一領受金章級證書。

本校畢業生一盧鎧

本校畢業生一朱

銦

翠玲

三位得獎校友與羅校長（右）
及彭榮鋒老師（左）合照

本校畢業生一李浩軒

光 老師榮休
瑞
陳

校內快訊-學校現況

我此 感 謝 各 同
退休了，在

事和同學們有情有
義的祝福和問候。
很慶幸能見證有些
同學由昔日操場上
的小伙子到返校為
師，延續了康樂的
傳承。期盼同事們
在培育學生的愛
心、信心、耐性和
恆心上繼續耕耘。
陳瑞光老師與同事好友於離職前共聚
陳瑞光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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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龍虎榜
範疇

(2017-2018)（只記錄部分獎項）

活動／比賽
獎項
以下的中六級畢業生獲「大學聯招」取錄修讀學士學位
2018
6C：彭小宇、蘇俊謙、李展柔、李國誠、李宇禧、于陽、張永康、阮秀翀
HKDSE
6D：余英朋、梁浩洋、林弘力、葉頌海、蕭家榮
5D柯岸鴻於「大埔區公民教育運動委員會」徵文比賽（中學組）
冠軍
中文
3D樂詩韻於「大埔區公民教育運動委員會」剪報比賽（中學組）
冠軍
「2018年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ICAS）
高級榮譽證書
科學：1D曾淳謙 4D黃曦婕 （同時獲得港澳科學科中四級第一名）
（High Distinction）
科學：1D邱詩晴、3C盧源楓、4D徐兆亨、4D王朗丞
「榮譽證書」
數學：1A葉俊傑、1D曾淳謙、3C盧源楓、3D文栢鑫、4C吳昱澍、
（Distinction）
    4D徐兆亨
數理
Secondary Schoo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Competition （SSMSC）
崔真浩（物理）：Medal；（化學）：High Distinction
柯岸鴻（物理&化學）：High Distinction
陳佩琳（生物）：Distinction；鄭章軒（生物）：High Distinction
楊延博（生物）：High Distinction；葉曉峻（生物）：Distinction
大埔區公民教育運 「大埔區校際公民常識問答比賽17-18」
通識
亞軍
動委員會
5D楊延博、柯岸鴻、黃凱琳、4D馮麒銘、徐兆亨、陳灝琳、4C鍾瑞冰
4D馮麒銘、李灝賢、徐兆亨及王朗丞
科學
香港中文大學
全場第一名
「全港中小學STEM機械人大賽2018」高中組回合A
2018第三屆全港中學躲避盤錦標賽   盃賽
亞軍
「大埔及北區足球比賽」決賽   男子丙組
亞軍
同行共跑，社工日（香港）2018長跑比賽
體育
5D 趙漢龍   10公里賽 男子A組
亞軍
5C 朱詠霖   10公里賽 女子A組
冠軍
2D陳天琪於「深水埗區分齡網球比賽」混合雙打（18歲以下）
冠軍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 「聯校音樂大賽2018」中學合唱團組
金獎
第七十屆香港
音樂
4D陳灝琳   中級組中阮獨奏
冠軍
校際音樂節
3A班吳燁儀於「少年警訊月刊活動」
金獎
少年警訊
本校少年警訊學會於
第一名
「2016-2017年度大埔區少年警訊學校支會獎勵計劃」
「高級獎」至
「一等榮譽獎」
本校112名公益少年團團員於「公益少年團團員獎勵計劃」（中學）
公益少年團
合共254個獎 及
「最積極學校參與獎」
社會
5A 邱毓良於「公益少年團領袖訓練」
傑出表現獎
服務
本校獲「賈詹士夫人捐血」及「輸血服務」
榮譽盾
本校群牽服務團於「今日公益 明日領袖 」計劃，第八年獲獎。今年再在
「傑出社會服務獎」
全港多間學校計劃中脫穎而出。
紅十字會
連續八年獲頒發
本校群牽服務團於「V-ARE-ONE義人行」學界義工計劃2016/2017
「超卓學校策劃獎」
群牽服務團主席6C李展柔、柳冰、蘇曉程
大埔區傑出服務公民獎
本校生涯規劃大使於「學友所承 校本輔導大使計劃」
積極參與獎
學友社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金章
畢業生朱翠玲、盧鎧銦、李浩軒於「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級證書及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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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羅燦輝校長、岑漢明老師、甄華輝老師
鳴謝：羅燦輝校長
    高科技印刷集團有限公司排版及承印
    陳彤豐校友首頁題字   「康樂校訊」

地址︰新界大埔寶雅苑
電郵︰aoghsspchk@yahoo.com.hk
網址︰http://hebron.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