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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神帶領
我來到神召會康

樂中學，接替剛

退休的羅燦輝校

長，擔任校長

一職。今年康樂中學邁向六十週年，學校有很多慶祝

活動，今年的主題是「感恩．傳承」，正好配合金禧

喜慶，薪火燃傳。康樂中學走過六十年的歲月，殊不

簡單，更有很多值得感恩的地方，相信神一直在保守

眷愛康樂中學的教師和學生，讓他們在主的引領下成

長。在這六十年的日子中，學校確實滿載豐裕和值得

傳承的文代傳統。其中有兩項是我最感到難得的：一

是群牽服務團，二是管樂團。

  群牽服務團成立已有26年，服務團讓同學效法
耶穌基督，以行動走進人群，實踐基督的愛，貢獻社

會。服務範圍廣泛，包括：大埔聖公會太和長者鄰舍

中心、明愛富亨苑的長者、松嶺二校的智障學生、香

港婦女中心小學生補習，並與聖公會太和長者鄰舍

中心合辦長者學苑等。群牽服務團的服務除了關懷別

人，將上帝的愛及祝福帶進社區，亦藉此培養本校一

班關愛老弱，造福社群的學生領袖。他們學習策劃各

項義工服務，牽手同心，惠澤社群，又與校外機構合

作等，踐行基督的道路、真理、生命之路。

  第二大亮點是本校的管樂團，樂團已有21年歷
史。樂團經常出席校內及校外的演出，曾到訪新加

坡、中國內地、台灣、泰國、馬來西亞、南韓等地，

表現屢獲好評，而密集且具深度的藝術交流，不但讓

同學可走出校園，拓闊目光，觀摩世界。透過音樂訓

練，更可以提高學生的音樂修養，培育他們自信、自

律和團隊精神。

  康樂中學是一所基督教中學，我深信神創造每個
人，都是美善珍貴的，也都有他獨特之處；每位同

學都是獨特的和可教的，每個人都有獨特的才能，而

這些特點可以變成優點，讓學生的潛能得以發揮，榮

神益人。康樂中學是一間嚴謹和講求紀律的學校，同

時又能讓學生能享受精彩的校園生活，愉快而充實地

學習和成長。學校有一班很有活力的老師，其中更有

十多位更是本校的畢業生，大部分是群牽的主席或成

員。他們大學畢業後，再回到母校任教，回饋母校，

把自己的學識和經驗教導師弟師妹，這種薪火相傳的

文化，也成為康中獨有的文化，恩典的見証。

  因著新冠疫情來襲，今年的中五和中六學生，面
對不少嚴峻的挑戰，香港進入教育的新時代，電子

教學的步伐加快了五年，使用平板電腦教學已變成普

遍常態，以往遙距教學只用於成年人，康中亦一直緊

貼時代。康中的老師一直和學生並肩作戰，也和學生

一同應付文憑試。近年，康中的畢業生有進入不同的

本地或外地大學升學，其中有工程師、化驗師、物理

治療師等，今年唐泳萱同學更昂然進入了港大的法律

系，在此，我預祝他們前程似錦！我相信康中的學

生，都能秉持榮神有益人的宗旨，成為社會的祝福，

貢獻社群！

蔡康年校長

康樂菁英滙2020

鯉躍龍門

康樂
號外

2020 年度神召會康樂中學
文憑試的增值指標︰

科目 標準九分(Stanine 1-9)
旅遊與款待 9

物理 8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會計）

8

英國語文 7

數學（必修部分） 6

地理 6

生物 6

化學 6

中國語文 5

通識 4

核心四科 5

最佳五科 6

本校 90%科目的增值高於全港。



徐兆亨同學
成績︰中文 4、英文 4、數學 5*、通識 4、物理 5、化學 5、數學 4 （7科總分32）

入讀學系：香港中文大學—專業會計學(Professional Accountancy)

  各位師弟妹大家好！我是徐兆亨，有幸受母校邀請，分享學習心得，希望能為你們的學習提
供一點指引。

  首先，關於學習的動力。各位試想想，中學六年來，我們要應付無數的功課、小測及考
試，哪是為了甚麼呢？其實，也只是一場一試定生死的文憑試。在我備戰文憑試之時，常想如果這刻不去努力，那

麼過去六年來的努力，都成了泡影，繼而會再有努力的動力嗎？

  其次，關於學習的時間分配。我建議各師弟妹，可以預留一半時間去操練試題。另一半用以記憶「硬性」的知
識，例如：中文科，有閱讀卷的答題技巧，亦有範文等需要背誦的篇章。備試期間，我曾有一段時間是盲目去操

卷，重量不重質，最後發現效果不彰，白白浪費了寶貴的學習時間。其實，書中內容在試卷中再出的機會，是遠大

於考試局「翻炒」試題，所以要格外多溫習重點內容。另外，有同學可能會花大量時間寫筆記，但要記住，筆記的

目的，是方便溫習，以至能熟記概念知識，因此要切忌為求美觀花費太多時間，或只是搬字過紙，不加修飾地抄錄

書中內容。我在備試過程中，只為物理及化學兩科寫筆記，字跡潦草，但記憶猶新。

  在這裏，我想跟大家說說，其實你們已經做得很好，在這個艱難時代，疫症當前，有着數不盡難以忍受的事情
和傷痛，在這情況下去備試，當下確實不容易的，請不別給自己太大壓力。而且，別忘記，康樂有一眾盡責的老師

與你們相伴，走出陰霾。

  最後，容我在此感謝與我一同備戰的老師們，當中特別感謝彭榮鋒老師，細心為我們準備筆記、試題及操練，
可謂傾囊相授，中文堂、辯論訓練及練習口語的時光，更是難忘！

會計才俊  備試良方

唐泳萱同學
成績：中文 5*、英文 5、數學 5*、通識 4、會計 5、經濟 5** （6科總分33）

入讀學系：香港大學法學士 (Bachelor of Laws (LLB) , HKU)

  我是唐泳萱，今天在此和師弟妹分享一下學習心得和學習方法：

  學習是終生的，我希望你們能循序漸進，慢慢來，不要操之過急。猶記得中六那年，
我會制定好適合自己能力的時間表，寫明要溫的科目和卷別，每天溫兩科，最多三科，進

行深入的學習，重質不重量。時間分配上，我不會將時間安排的密密麻麻，我會留有適當

的休息時間和給予適當的調整空間。這樣，計劃既容易完成，學習效率又高，並能增強自

己學習的自信心，可以繼續奮進而不倦。當然，有時我也會感到壓力太大，不想學習，又

或無法專注。每當這時，我會允許自己休息幾個小時，甚至一天去作自我調整，之後再從

新學習。再者，良好的作息是至關重要的，在疫情期間，我一般會七點起床，十點半入

睡，確保睡眠充足，以增強專注力，提高學習效率。中英文的學習方法就是日積月累，去

加強自己的語文根基，廣泛閱讀，積累生字，多背誦及消化作者的ideas，才會事半功倍，
否則我認為一味的死溫技巧是徒勞無功的。

  「學海無涯苦作舟」，學習實在是不易的，但多年後您收到心儀大學的錄取
通知書時：苦，也會有回甘；甜，正如蜂蜜。中學生涯是無憂無慮的時光，嘗試

去讀書，去付出120%的努力，work hard, play hard, then you will surprise how 
far you can go along the learning journey!

  我取得良好的成績，離不開老師們孜孜不倦的教導。我要感謝所有教過我
和提點過我的老師，是您們讓我認識到自己的不足並努力改善，特別是Pang sir
（彭榮鋒老師），他不僅幫我批閱大量額外的練習及作文讓我進步，還通宵達旦

地幫我們組編制四份高質高量筆記的試卷，在考前給予我們作鼓勵，讓我們十分

暖心。我還十分感謝黎副校長和Mr.Wen給予我大量的機會，提高我的自信並讓
我在非學術層面有所成長。同時，我也要感謝我的家人，給我自由學習的空間，

沒有給予我過大的壓力，讓我能放鬆心情去應考。

法律菁英  甘苦共勉



曾依嵐同學 
成績：中文 5*、英文 4、數學 4、通識 4、經濟 5、企會財（會計）4 （6科總分27）

入讀學系：香港中文大學—專業會計(Professional Accountancy)

  我是曾依嵐，我自己公開試成績Best5取得23分，其實都不能算是很突出，但總希望在疫情下，
憑自己的經驗可給師弟妹們分享心得，給他們帶少許幫助。

  關於我的學習方法，我建議大家平時可以準備一本「錯題本」，將自己做錯的題目，又或經常出
錯的知識點整理一下，經常翻看一下去警剔自己。同時，大家亦可以為自己訂立學習目標，完成目標

後要給自己安排適當的休息時間，勞逸結合，因為人總是會累的，那怕不喜歡，亦千萬不要讓自己對

學習這件事感到極端厭惡，保持積極樂觀心態。

  因為我自己是修讀會計的，希望日後可以成為一位會計師，為社會作貢獻！

  希望同學不要將公開試當成洪水猛獸，亦不要妄自菲薄，低估自己的實力，最重要的是要調整好
自己的心態，相信自己的努力及付出是必會有回報的，加油啊！

  最後亦想感謝我的中文老師彭榮鋒老師，他教了我四年中文，平時都很用心地整理教學用的筆記
及跟進我們的學習進度，亦經常鼓勵我們，為我們加油打氣，很感謝他的付出！

會計菁英  砥礪後晉

李灝賢同學
成績：中文 3、英文 3、數學 4、通識 4、物理 3、化學 4、M2 3 （7科總分24）

入讀學系：香港理工大學—BEng(Hons) Scheme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機械工程學（榮譽）工學士學位組合課程

  首先請容我在此感謝校方給予我本次作寫機會，讓本人分享學習的心得，方法以及動力。

  英雄聯盟，虹彩六號，apex英雄等等這些廣為人知的遊戲，我也曾手不釋機 ，樂在其中，而我和你們
一樣，也只是一個平平無奇的中學生，也很喜歡「打機」，所以我也會被電腦所迷惑，即使在考試期間，我

也會在星期六日，透過打機去放鬆心情。對我而言「適時打機」便是令我堅持學習的動力，每天放學回家

後，已經十分疲倦，但卻還要完成當天的功課，還要複習之後的測驗，實在是痛不欲生，所以我會視打機為

完成「每日任務」的自我獎勵，好令我更有動力去學習、去堅持。

  當然娛樂只是動力的分支，最重要的還是你對於該科目的熱情，但怎樣才會產生熱情呢？我認為有兩個
方法：一，也是最現實的，就是高分，試問當你在其中一科中考獲全級第一，受「萬人景仰」，可以沾沾自

喜，你又何嘗不想繼續在下次考試中名列前茅呢？所以，分數能令你有動力去繼續學習，但不要忘記高分的

背後，仍是要努力上課和學習。二，就是你的興趣，當你萌生興趣後，自然對該科目充溢熱情，便會更認真

上課，甚至在課餘時間，上網去觀看相關影片，探討更多關於該科目的額外知識。

  正因為我也只是一個平凡的中學生，對於睡魔的突襲，我也難以防避，也會對課堂的內容感到不解。此
時，我會用網上影片協助我學習，例如：中文科我會看文言文罐頭，化學科我會看

5**chemistry，物理科我會看Marc yam ，而herman yeung 和 stand by u ，則是有
教授不同科目的YouTube頻道。但不能只看不做，例如：看完文言文罐頭後，應自行
消化並自創筆記，不應抄襲。而理科則應理解邏輯後，再找相關題目再做一次， 才
能夠融會貫通並真正明白題目。

  希望我的意見能夠助你們一臂之力，而本人成績並不出眾，相信以你們的資質，
以及後天的努力，將更超越本人，相信也是輕而易舉的事情吧！

  最後十分感謝每位一直以來悉心教導的老師，沒有你們恐怕我也難踏入大學的園
地，雖然我也明白今次結果未如人意。但是多得你們，才令我在學習中找到快樂和興趣。在大學的旅途上，

我仍會向着自身的興趣不懈努力，並且不斷改進自己。我向你們保證，在未來的我不會再令你們失望的！

理大工程  築夢功成



黃心茹同學
成績：中文 4、英文 5、數學 4、通識 4、生物 4、化學 3 （6科總分24）

入讀學系：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Faculty of Arts，HKBU)

  大家好我叫黃心茹，很感恩亦很幸運我的文憑試成績達標，並能入讀我心儀的科
目—浸會大學的文學士(Bachelor of Arts)。沒錯，我修讀文學士按理我應是選修文科
的，但事實上我是個理科生。我一直喜愛閱讀書籍和寫作，但因為考慮到前途、發展

等等的因素，而最後錯選了理科。讀上理科後，我感到極度艱辛，那時才驀然發現一

切都不要緊，最重要的是自己的興趣和理想。為了能實現自己的「作家夢」，我咬緊

牙關地撐過了文憑試這一關，文理兼容，無悔無憾，獲益也良多。

  提及文憑試，從前的艱辛場景便一一浮現到我的腦海。文憑試驗證了「皇天不負有
心人」、「鍥而不捨，金石可鏤。」這兩句至理名言。在初中時，每天的心思就只顧玩

樂，我的成績一直不理想，堅定認為自己不是讀書的材料。（當然現在也不太算太好）

當時我的英文成績尤其差，入大學這檔事幾乎想也不敢想。在中四那年我去了一次聯校

的甘肅旅行，在與其他學校學生討論時，我誤把average和arrange弄亂，被鄰校同學取
笑，真箇貽笑大方！一股深深的羞愧感湧上我心頭，打從那刻開始我決心要學好英文，

並誓言要英文成績取得level 5！身邊的朋友都認為我這個想法是荒謬絕倫。儘管如此，我
依然堅持每天花上大量的時間去溫習英文和練習寫作。有一次我花了六小時寫一篇400字
的作文，最終竟從評分嚴謹的羅月娥老師手上拿得20/21的佳績。這令我想奪取level 5的
心願更加強烈，經過日復日的操練和老師循循善誘的指導，我最終成功實現理想。

  上年因為疫情關係我們提早開始了Study leave，這突如其來的轉變是令我措手不及
的。但後來慢慢適應這種自學的模式。只要安排好時間表和完成每天自己計劃的項目，

便可以得到比上課更大的成果。故此，自律是非常重要的。明白師弟妹來年要考DSE
的，也要面臨同樣的挑戰和更艱鉅的困難，但只要你們努力堅持、永不放棄，最終一定

能成功的！

逐夢文青  金石可鏤

陳灝琳同學
成績：中文 4、英文 4、數學 4、通識 3、生物 4、化學 3 （6科總分22）

入讀學系：香港浸會大學—理學士Bachelor of Science

  今年我們因為疫情而失去了很多上課日子，才發現原來與同學相處的時間十分短暫而又珍貴，所
以學弟學妹們真的要珍惜今年與同窗們共度的最後時光！

  說真的，我的成績實在未算優異，但盼望以自己淺薄的學習心得，能為學弟學妹們帶來一點幫助
和啟廸。中六的學習生涯應是最精彩、最難忘的，所以溫習年也毋須刻意推掉所有的課外活動。我在

中六頭幾個月，都還有繼續參加辯論隊，公開演講比賽等，所以只要平時上課專心，認真對待每一份

功課、操好歷屆試題，依舊可以在課餘時間，做自己享受的事情，滿足自己興趣後，便會更有動力去

温習、去接受挑戰、去加強動力。

  在未來，我希望可以繼續在司儀的道路上發展，雖然看似疑現時就讀的科目與風馬牛不及，但其
實各個學院都有多個發展機會提供給學生，而我便參加了主持訓練課程，其間更提供了freelance工
作的機會來讓我汲取經驗。所以，若果學弟學妹們未能入到最心儀學系和科目，亦毋須灰心意冷，只

要你願意尋覓，機會總在眼前。

  另外，我想藉此機會向各位老師說聲感謝，這六年來辛苦您們了！。您們總是傾囊相授，將我由
一個懵懵懂懂的小朋友，培育成此刻有勇氣去追尋夢想的我，您們的師恩我會永記心中，謝謝你們！

  最後，想和各位學弟學妹說一句：「DSE不是歸人，是個過客。」希望你們都能微笑應對各種難
關，跨越未來，成就更卓越的您。

理學精英  寄語深情



陳佩瑩同學
成績：中文 3、英文 3、數學 3、通識 3、物理 2、組合科學（化學及生物）3 （6科總分17）

入讀學系：香港公開大學 檢測科學和認證（Testing Science and Certification）

  好高興能夠與同學分享我的學習心得，今年真是辛苦的一年，大家無法出外玩，還要在家裡上網
課、交功課，中六的同學也要趕課程，預備DSE。在這一年中，考驗了我的自律和恆心，每日都要督
促自己去溫書、去做past paper、去寫筆記， 偶然才會給自己一點時間休息放鬆。

  我讀書是有自己一套，也習慣會把常考題目的類型和範圍寫在筆記，並重點溫習，讓我可以方便
溫習，並在考試期間更快回答題目。每當想放棄溫書時，我都會想：只要熬過這一刻，我便有大量時

間讓我輕鬆，所以每日我都提醒自己努力溫書，不輕言放棄，才能對得住自己。

  我覺得同學現在還沒有目標和夢想是沒有關係的，最重要是知道自己的喜好和興趣。我以前也是
這樣，但我知道我讀科學這一科目時，是覺得挺開心的，雖然我最終拿到的成績並非優秀，但能讀到

自己心儀的學系，卻是快樂喜悅的。所以，我認為同學若能嘗試去接觸其他事物，找到自己的興趣愛

好，向這方面前進學習，讀得開心，一切就是如此自然和無悔了。

檢測科學  以趣為樂

朱穎賢同學
成績：中文 4、英文 3、數學 4、通識 4、經濟 4、商業管理 4 （6科總分23）

入讀學系：香港浸會大學—商業計算及數據分析學系（BC&DA-Business 
Computing and Data Analysing，HKBU)

  疫情的到來相信令很多人也措手不及，幾經波折後我也終於順利完成公開考
試，並經歷了文憑試和大學聯招的放榜的折騰。儘管最終成績未太如理想，只獲得

六科23分的成績，但最感恩是可入讀八大之一，圓了大學夢。今年九月，我將入讀浸大，修讀由工商管
理學院及計算機學院聯合舉辦的跨學科課程—BC&DA。考慮到未來社會和商界對科技的需求，以及掌
握數據的重要性，我希望從這個課程中，同時也可獲得商業運作及數據上的知識，並藉此培訓自己成為商

界及科技界的人才，好讓將來能夠與社會接軌。畢業後，我希望能從事金融行業，例如：金融分析師，又

或是到商業公司，擔任數據處理或市場研究人員一職，發揮所長。

  我自問不是天資聰敏的人，校內成績也不太優秀，但令我堅持學習的原因，或許是因為我從不打算和
別人比較吧！和成績優異的人比較會感到自卑；和成績差劣的人比較，則會自矜驕傲，因此我只想做好自

己，凡事盡力而為，令自己問心無愧。每個人的能力也是各有不同，今天你要勝過的是昨天的自己。而且

學習就是為了自己，並非別人。若你不想因失去競爭力，而被社會淘汰，方法只有不斷的學習去強化及提

升自己。與此同時，亦要懂得不恥下問。在讀書時期，我亦曾因為多次向老師發出提問而被同學取笑，但

現在回想起來，卻慶幸當時沒有因此而放棄學習，同時亦感恩這些年來所遇到的不同老師，例如：會自製

中文筆記的彭榮鋒老師、多次解答我數學疑難的楊雪蓮老師，以及陪伴並見證我成長的兩位班主任—周

桂汶老師和蔡潔雯老師，您們的出現，都令我在學業及待人處世上都有所改變和進步。

  這次疫情令我們明白到，人生就是充滿未知之數，不如意的事十常八九。我亦時刻提醒自己：當目標
變成遺憾，別抱怨！這正是命運給你改變自己的機會。在此我勉勵各位師弟妹，正所謂「計劃趕不及變

化」，結果與期望出現落差是常態，在「亂世」之中我們更應該保持臨危不亂，處變不驚的心。若你認為

自己在過往有未盡善之處、浪費了時間甚至已經出現了遺憾，別慌張別氣餒，只要由這一刻開始改變，你

仍有機會獲取屬於你的成功。當大家明白到疫情可能永遠不會完結，而下一年的文憑試同學，亦即將面對

更大的挑戰，你們要做的不再是埋怨身邊無法改變的事實，反而是好好把握時間裝備自己，好讓將來不存

悔恨。

矢志從商  感恩良師



黃詩明同學
成績：中文 4、英文 3、數學 3、通識 4、地理 4、旅款 4 （6科總分22）

入讀學系：明愛專上學院—數碼娛樂科技（榮譽）理學士(Bachelor of Sciences 
(Honours) in Digital Entertainment Technology, CIHE)

  今天的成績，不單靠着自己的努力，還有良師的教導，朋友的陪伴。做好功課與複習
每一份測驗，是為了累積上戰場的經驗。雖然每天與功課奮鬥到深夜，煙燻眼妝已成了臉

上的標記，卻最喜歡在自修室抄寫筆記，在此地彷彿除去了時間的限制，絲毫感受不了時

光流逝。

  每個人都有累的時候，在假期也能稍稍放鬆，遊玩遊戲，令腦筋保持靈活。

  最初有上大學的念頭，是因為喜歡的偶像在修讀戲劇學的碩士課程，我很想追上他的步伐，我也
想成為大學生。

  就讀這個科目，希望將來可能進入遊戲公司工作，並累積更多第四產業的知識和經驗。

  感謝老師提早看見了我的短處，願意多給我指導和額外的練習，令我打好根基，在紙筆上紮穩馬
步。希望自己沒辜負老師和家人的期望。

  希望各位師弟師妹放遠眼光，學校中的失敗，只是生命中的小疙瘩，努力並不會辜負你。

數碼科技  明日世界

黃曦婕同學
成績：中文 5、英文 3、數學 5、通識 4、化學 5、物理 5 （6科總分27）

入讀學系：中山大學—口腔醫學

  當我在剛入讀康樂中學時，對未來也是充滿迷惘，不知自己以後會何去何從。但在學校學習的這三年
間，在老師們的教導和幫助下，我也逐漸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在確定自己的目標之後，就努力向前進

發，堅信自己的努力在他日一定會得到回報的。

  面對自己的「劣勢科目」時，就應該放更多的時間上去，像我之前一直擔心自己英文會未必可取得3，所
以我會更注重將時間分配給英文科，為了避免枯燥的學習方式，平日看看美劇、英劇也是很好的選擇，在看

和聽的同時，也可加強自己英文的水平。日積月累的進步結果的確是很可觀的。在深思熟慮以及和家人的討論後，我

毅然放棄了港大的offer，選擇走上了修讀醫學的道路。或許是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對社會有所貢獻，也可能是被武漢的
醫生們竭盡全力搶救患者時的場景所感動，我選擇加入中山醫學院的大家庭，是希望自己也能成為一名醫生。

  現在的你們，或許還在為自己的學業成績而煩惱，但在課餘時，不妨放下手機，好好想一想：你希望未來的你，
將成為一個怎麼樣的人，希望自己從事什麼職業呢？制定目標後，或許你會更有動力向前進發，為實現目標而努力。

  各位師弟妹，加油吧！

仁心良醫  矢志不渝

  感恩群牽服務團主席5C 黎思敏近年於學業、義工服務有明顯進步，在近千
位同學參加的「第五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中脱穎而出，獲頒發「最佳青少年進
步獎」。她除獲頒發獎狀及獎學金一千元外，並獲得英國遊學兩周課程，包括課

程、機票、住宿。

感恩群牽服務團主席5C 黎思敏同學

編者的話︰
  恭喜本屆本校十位同學考入大學！原本入讀本校的同學成績
或學習能力不是很高，但經過六年的學習後，大部分的同學繼續

升學，反映了本校同學的學習成績和學習態度也大大提高。

顧   問 ︰ 校監張德明牧師、蔡康年校長、

杜偉基助理校長、鄧慧敏助理校長

編 採 老 師 ︰ 黎立仁副校長、甄華輝老師、顏翠羭老師、陳翠玲老師

社區聯絡部︰ 岑漢明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