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猶太人，後是希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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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 在過去的日子，ICQM 相繼派出不同短宣隊到香

港、澳門、泰南、緬甸、日本、台灣、柬埔寨、英國等不

同地方服侍及分享見證，關心當地居民，向他們傳揚福

音，實踐耶穌基督給我們的大使命！在2019年，本校將會

繼續派出不同的短宣隊，鼓勵同學走進社群、世界不同的

角落，分享主耶穌的愛!

今年有不同的同學被揀選參與短宣、服事體驗交流團，並

接受一系列的訓練，內容包括生命故事分享、服事裝備、

團隊建立等。讓我們同心禱告，願神使用每隊短宣、服事

交流團成為當地居民的祝福!

2018-19年度 短宣、服事體驗交流團

家書
親愛的家長及ICQM同學：

「次日、約翰看見耶穌來到他那裡、就說、看哪、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的。」(約翰福音1:29)

四月份是紀念耶穌基督受難和復活的日子。聖經說：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
有誰可除去我們的罪？只有憑著耶穌基督的寶血才可以除去罪。看哪，　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穌基督就是那逾越節的羔羊，為人被殺，釘死在十字架上，
流出寶血，替人贖罪。

耶穌基督死後三天復活，說明衪勝過死亡的權柄。因此信主的人，藉著耶穌基督
復活的生命，也能勝過死亡，得著永生的盼望。今天我們信耶穌不是單單罪得
赦免，神所賜給我們的生命是復活的生命，是滿有喜樂和盼望的生命！
願耶穌基督復活的大能和大愛充滿我們，使我們生活滿有盼望和力量！

陳永生校長

盼您能為我們獻上B.L.E.S .S .的禱告！
Body - 擁有健壯身體，服侍精神充沛

Labour - 服侍工作充實，為居民帶來祝福

Emotion - 能以正面情緒面對挑戰，從神得安穩

Social - 隊員之間有美好關係，彼此扶持

Spirit - 與天父有美好的相交，關係更親密

中國服事體驗交流團

澳門短宣隊香港短宣隊

上年度，劇社的同學已經小

試牛刀，貫徹聖經真理：「

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輕」，首

次嘗試編寫原創劇本，參加

公開比賽，並獲得佳績，實

在感恩。

在2018年的暑假，劇社決定

參加香港戲劇節。在籌備的

過程中，劇社的同學清楚知

道，他們不是要寫一份取

悅觀眾和評判的劇本，而

是透過一個符合聖經真理的

故事，帶出正面的訊息。

後，導師和同學進行多次腦

震盪的集思會，把劇本反複

修改，力臻完美。

故事的女主角Janice自小因

家境貧困而變得勢利，大

學時更渴望白馬王子給她

情感上的滿足。但是凡事

都可以行，但不都有益處。

她迎來的卻是一場愛情

劇社 香港戲劇節
騙局，但她 終醒

悟：人間 美的始

終是那一份比名

牌更彌足珍貴的親

情。

在密鑼緊鼓的劇本

創作、道具製作、

化妝等環節，劇社

的同學多次面對突如其來的挑戰，但每次我們都倚靠神的

供應，得到出人意外的平安，化險為夷。是次成功的演

出，我們要將一切的榮耀歸給天上的父！

台灣短宣隊



感謝主，一年一度陸運會順利完成！每年由選日子開始，

神都看顧保守，賜予 佳的日子及天氣。今年參加比賽的

人數特別多，同學對體育運動非常熱情，四社啦啦隊的組

織越來越好，表演精彩絕倫，看台打氣結集中小學同學，

打氣聲、歡呼聲從未間斷。這兩天的氣氛非常好！在一百

米決賽時，我聽到中學同學不停說「友誼第一，比賽第

二」，他們彼此互相支持，比賽時又能全力以赴，比賽後

「勝不驕，敗不餒」，這是多麼美麗的畫面！再次感謝各

位老師的付出，使兩天的陸運會能順利進行！

音樂種子計劃繼上學期舉辦了四場大師班，邀請由美國

Rutgers University 的三位教授 Daniel Epstein (鋼琴), Eduardo 
Chama (聲樂), Elena Chernova-Davis (小提琴)及本地著名音

樂家梁建楓先生指導種子學生。在下學期，校方亦舉辦了

兩場大師班，分別邀請了本地著名聲樂家連皓忻小姐及香

港管弦樂團長笛首席 Megan Sterling 小姐臨本校給予種

子學生寶貴指導，提升學生演奏技巧及培養其音樂涵養。

種子學生在世界級音樂家指導後，技巧上有即時的突破，

音樂及情感均有更豐富的表達，讓在座旁聽的同學及家長

均對練習方法及技巧處理有更深的認識。本年度 後一場

大師班將於4月30日(二)舉行，本校非常榮幸邀得本地著名

鋼琴家黃懿倫教授臨指導種子學生。

音樂種子計劃除了致力栽培種子學生，亦積極營造校內

音樂氣氛。部分種子學生被挑選在3月及4月的聯合早會演

奏，並分享其學習音樂的經歷。校方盼望不單藉著他們高

水準的演奏激勵全體同學，亦透過他們真實的個人經歷，

勉勵同學們竭力追求自己的夢想。

另外，音樂種子計劃於三月下旬舉辦了第四場晚間音樂

會，讓種子學生累積演奏經驗，分享其學習成果。音樂種

子計劃將於4月12日(五) 舉行晚間音樂會暨作品發表會，

當晚作曲種子學生將獲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教授盧厚敏博

士指導，為其作品給予評語，歡迎家長及同學出席。

感謝主！在過去五年，神奇

妙地將慈黃區的學校聯繫

起來，並大大使用聯校奮興

營，興起了很多不同學校的

學生，成為復興校園的器

皿。今年四月二十二日(一)

至二十四日(三)，我們將舉

辦第六屆「聯校基督徒中學

生奮興營」，深信神今年會

在我們當中作更奇妙的事，

更多學生的生命被神更新！

願每一位參與的學生都能成

為「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

願神的國降臨，願神的旨意

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的新一代!

在此，一眾籌委邀請大家為

營會禱告，願每一個參與

的同學、老師、同工、校長

在這三天營會中與神相遇，

大大經歷神的同在，成為按

神的心意改變世界的天國使

者！

正如我們一個身子上有好些肢體，肢體也不都是一樣的用處。 正如我們一個身子上有好些肢體，肢體也不都是一樣的用處。 
我們這許多人，在基督裏成為一身，互相聯絡作肢體，也是如此。 我們這許多人，在基督裏成為一身，互相聯絡作肢體，也是如此。 

    羅馬書12:4-5    羅馬書12:4-5    

陸運會

音樂種子計劃

第六屆「聯校基督徒中學生奮興營」

Mason Gross School of  the Art, Rutgers University 三位教授及
院長 George Stauffer 與陳永生校長合照留念

Professor Daniel Epstein 與向洺煒主任及參加鋼琴大師班的同學
10C楊承憲,羅鄗鋆及6G伍致毅

連皓忻老師及於聲樂大師班演出的種子學生 9C鄭恩澤, 7I 詹天文, 
11Q陳書昕, 11C陳沛陶及10C李啓賢及謝思寧老師 

Megan Sterling 及於長笛大師班演出的種子學生10C李啓賢, 11C陳沛陶, 
10C梁敏彤, 8I許安謠及7C梁心予

Senior Section 早會演出的種子學生 9Q林躍, 9C楊歷恩, 
10C許俊, 李啓賢, 楊承憲, 11C陳沛陶, 10C歐亭妤, 11C周浩暘, 

10C梁敏彤, 11Q黃臻及謝思寧老師



上帝精心創造和設計這個世界，天下萬物井然有序的運作
皆印證和彰顯上帝的榮耀。我們都是上帝所造之物，甚至
被賦予創作能力，可以運用恩賜榮耀神。
同學滿有從神而來的創作恩賜，有很大的可塑性和潛能。
本校透過進行 STEM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 
Mathematics) 活動，可讓同學學習如何融合和應用科學、
科技、工程及數學各領域中的知識，透過手腦並用、學以
致用的活動綜合知識與技能，製作產品，並把科學知識實
踐出來。是次活動，老師期望學生發掘世界萬物各物質的
特性，學習以正確價值觀、合神心意的方法管理大地，發
揮創意，榮神益人。是次活動亦可大大提升同學的學習興
趣，建立解難能力及堅毅精神，又可在協作解決問題的過
程中，培養溝通技巧和合作精神。

小學生命教育科、中學科學科與
圖書館在四月至五月期間協作
舉辦 STEM 閱讀之旅。除了有 
STEM 各領域書籍 (包括新購支援
擴增實境書籍) 、科學資料、學生
作品及動感科學小玩意展覽外，
還有為初小至高中同學度身訂造
不同主題內容的科學勞作、科學
實驗及科學模型製作工作坊。中
學七至十年級班主任可提名班中
精英到圖書館參加科學知識大比
拼，從問答遊戲中學習及切磋科
學知識，贏取豐富獎品。

科學學會旨在凝聚熱愛科學
的同學，以不同形式的科
學活動，讓同學從中欣賞
上帝奇妙的創造，並以科
學知識及技術裝備自己，發
揮恩賜，祝福他人。學會其
中一個王牌活動「解剖手術
室」，正是讓同學在解剖的
過程了解生物內在的構造及
功能，認識神奇妙可畏的創
造，亦訓練裝備同學解剖技
術。在分組活動中，不同班
別的同學合作和互動，高年
級的學會幹事更可跟師弟妹
分享經驗和知識，彼此服侍
祝福。 

來自英國的團隊 The Science Museum Group 在四月初蒞臨
學校音樂廳演出「消化道的奇幻歷程」，讓同學了解食物
進入口腔後，在人體內的漫漫長征歷程。同學除了可參加
互動問答及體驗外，更可一睹攝錄了內臟運作情況的珍貴
短片，窺探上帝創造的奇妙。此科學表演由裘槎基金贊
助。

STEM Education

迷你吸塵機製作及水火箭探究習作 (高小生命教育科)

科學表演 (Middle Section 科學學習早會) 

「STEM 閱讀之旅」(圖書館) 

氣球跑車及螺旋槳車大賽 (初中綜合科學科)

解剖手術室 (科學學會)

高小生命教育科的課堂圍繞著電學及航空主題完成習作。
同學學習吸塵機原理，以膠樽製作迷你吸塵機清潔書桌。
同學更可自由選擇再用物料設計水火箭，並在圓形廣場進
行探究，實習科學探究和公平測試，集結心得總結成效，
研究火箭飛行的要素。是次活動，同學都十分踴躍地展示
自己的學習成果。

初中的課堂已涉獵牛頓力學及能量轉換課題，可以設計製
作氣球跑車及螺旋槳車作習作主題。同學可以運用課堂知
識，以及參考工作紙的指引，在網上搜集資料，分組自定
設計和配件材料。在過程中，學生須組裝成車並測試量度
計算，分析檢討，研究具體的改良方案， 後進行分組班
際跑車比賽。表現優秀的隊伍除可獲得更高習作分數外，
更可得到獎品，以作嘉許。在今年七月初中試後活動，本
校將會延續去年的活動舉行級際跑車大賽。屆時湯兆昇
博士（香港中文大學物理系高級講師;TVB節目「學是學
非」客席主持）將蒞臨頒獎，並分享 STEM 研習心得。

迷你吸塵機製作 水火箭探究習作 

「消化道的奇幻歷程」科學表演

班際跑車比賽去年初中試後活動 STEM 嘉年華

動感科學小玩意展覽

新購支援擴增實境書籍

解剖手術室

「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

(羅馬書 1:20)



編程教學 (科技學會及科學學會)

STEM Week 2019 
(科學學會⼂科技學會⼂水族學會及數學學會)

結出學習果子 (數學科)

編程教學可讓學生透過設計和

編碼，培養解難、創意、創新

及計算思維，從而解決複雜的

問題。mbot  可編程機器人(內

置 Arduino 電路板)及 micro:bit 
微型可寫入程式電腦皆是廣受

歡迎的編寫電腦程式教學工

具。它可隨意配合其他感應和

互動組件，設計出不同裝置以

達成任務，解決生活難題。科

技學會使用 mbot 完成不同的

任務如自動閃避障礙物、機器

人賽車、機器人破解迷宮等。

科學學會則嘗試以micro:bit製
作新式指南針及水果琴。兩個

學會在下學期更聯合到青衣 
VTC STEM 教育中心參觀體驗 

STEM 教育 新設施。

感謝林sir(前中學數學老師，現全力設計數學遊戲和教

具。) 為我們帶來了數百件珍藏，全都是益智數學玩具，

讓五年級同學享受了一個另類學習數學的體驗。這天還要

感謝一班八年級的同學愛心服侍，親自為師弟妹準備場地

和陪伴他們破解各類數學謎題。

為提升同學對數學的興趣、能力和團隊精神，六至八年級

的學生進行了一場又刺激又有愛的數學解難比賽。同學們

同心合力、互相鼓勵、發揮創意，挑戰一道又一道數學難

題。求神保守同學們，無論是數學難題或是人生困難，都

保持勇於嘗試和互助有愛的精神！

中學學會 STEM 組 (科學學

會⼂科技學會⼂水族學會及

數學學會) 將在復活節假期

後舉行載譽再來的「創意榮

神•展現潛能」STEM Week 
2019，高年級學會幹事藉此

機會發揮創意潛能，以攤位

遊戲及展覽形式跟二年級至

四年級同學分享各學會發掘

上帝創造潛能的研究成果。

盼望透過活動介紹宣傳科普

知識及保育意識，激發學弟

學妹的學習興趣和潛能，彼

此祝福服侍。詳情可參閱以

下由高年級同學所設計的宣

傳海報及短片。

學生到訪 學生到訪 VTC STEM VTC STEM 教育中心教育中心

由於過度捕獲、海岸發展及環境污染，有「活化石」之稱
的馬蹄蟹存活數量大幅下降。為了讓同學實踐管理大地的
使命，肩負協助瀕危物種的保育工作，水族學會參加了香
港海洋公園保育基金的馬蹄蟹保育計劃，讓同學參與飼養
馬蹄蟹，了解其生活習性及棲息環境，從而以正確態度看
待野生生物，並學會協助瀕危物種的保育工作，讓馬蹄蟹
能在安全的環境下健康成長並回歸自然棲息地。是次活
動，老師更希望透過宣傳，讓更多人認識馬蹄蟹這獨特物
種及保育的重要性。

馬蹄蟹保育計劃 (水族學會)

G5數學攤位

G6-8數學解難比賽

STEM Week 2019 宣傳片二維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