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QM 家書

2019年5-6月

親愛的家長和同學，願你們平安 ！
「婦女們就急忙離開墳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歡喜，跑去要報給祂的門徒。
忽然耶穌遇見他們，說，願你們平安，他們就上前抱住他的腳拜祂。」(馬太福音28:8-9)
安息日將盡，七日的頭一日，兩位瑪利亞來到耶穌的墳墓前，發現墳墓是空的，耶穌不見了！天使叫他們
不要害怕，祂已經復活了。此外，天使還叫他們把這個消息告訴給門徒。於是，她們便急忙地離開墳墓了。在
路上，他們遇見了耶穌，耶穌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
「願你們平安」這句話是復活的耶穌基督所說的第一句話，有著和平的意思。如果這個世界沒有戰爭、沒有
紛爭和仇恨，人們就能夠和睦相處，彼此相愛，共建和諧社會與促進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是何等美的事！
耶穌說：「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裏不要憂，
也不要膽怯。」(約翰福音14:27) 讓我們同心為香港求平安， 讓上帝的平安和恩典臨在香港，彰顯公義和憐
憫，藉著耶穌基督在十字架的大愛， 醫治受傷的心靈，修補彼此的關係，為香港帶來平安和復興！
陳永生校長

第六屆慈黃區聯校基督徒學生奮興營—願祢的國降臨
感謝主!我們於本年4月22-24日舉辦了第六屆慈黃區聯校基督徒學生奮
興營。同學們深深地經歷神的同在和復活的大能，並有大大的得著。
第一天晚上，營會分享的主題是「咁去信‧敢去信」，由姚學良牧師
主講。他鼓勵信徒在信仰中活出基督的生命。姚牧師勉勵我們：「真
理不能改變你的生命，直到真理得到應用才會改變生命……用生命影
響生命，為主簡單地去做，神的國就會降臨。」
第二天早上，由香港區青年使團 (YWAM) Pastor ANDREA 以《彼得前
書》分享「被揀選的世代」這個題目。她首先以青年使團創辦人Loren
Cunningham
的見證，去提醒同學們是被揀選的世代，被呼召的橋
樑，讓人能接觸耶穌。牧師又藉著她兒子和自己的個人見證，鼓勵同
學「不可叫人少看你年輕」。最後，牧師呼召同學站到台前回應神的
呼召，在聖靈的感召下，所有學生都站起來，走到台前回應神，願意
被神大大使用，場面非常感人。

營歌見證

第二天晚上，營會分享的主題是
「天國使者」由曾子聲牧師主講。他
分享到我們每天都要面對千萬個決
定，而每個決定都會受思想所影響，
所以我們每天都要「保守你的思想，勝過一切，因為它決
定你一生的路程。」(箴言4:23)，依靠神對付老我、行出
神的心意，就能夠活出神的性情，成為神國度的使者。

9Q 林躍同學見證分享

創作營歌對我們來說其實是個很大的挑戰。一方面是因為過往的
營歌都非常好，而我們又想創作一首能令入營同學們都有深刻印
象的歌，這些原因都成了我們無形的壓力。
在創作開始的時候的確困難重重，記得第一次我們聚在一起兩個
多小時，都只是得兩句的創作。進度之慢更令我們擔心未能如期
完成，但感恩靠著神，我們最終都完成了！
當營歌真正完成的一刻，大家在第二晚晚會放聲清唱的時候，我
們發現營歌不單是一首詩歌，更是2019奮興營的一個信念。當營
歌成為了大家的共同語言，這首歌才擁有它最重要的意義。我們
都只不過是為神開始了這首歌的藍
圖，神才是真正的作曲人，是神親
自把它完成。感謝神付予我們這首
歌，成為一份最珍貴的禮物。
林躍

在這次「願祢的國降臨」奮興營中，我擔任了營歌的創作、籌委及敬拜隊的角色，因此整個營會的籌備工作非常繁重。但很感謝
神，這次營會令我留下了很多寶貴的經歷。在營會的第二晚，曾子聲牧師來到了我們當中分享。他說：「你們如果要為神作工，就
要遠離魔鬼的試探。」「做基督徒一係就唔好做，一係就做到底。」這兩句話尤其觸動了我，令我反思到作為基督徒的我，為什麼
生命還有那麼多東西都未能合神心意？到回應詩的時候，老師帶了一首詩歌《與你更靠近》，歌中提到「不再用力堅持我自己」
。從未在聚會中哭過的我居然哭了，而且哭得很難看。我為什麼哭呢？神讓我思想到，自己雖是敬拜隊一
員，身兼各職，參與很多侍奉，但內心深處的我，其實仍然未能時時放神於首位。在哭的時候，我不斷跟
神拉扯，我告訴祂我生命中實在有太多東西放不下，太多牽掛，太多想祂幫我成就的東西。然而祂告訴我：
「先來投靠我，我就幫你成就」。
「學習聆聽、順從神的旨意」可說是我這一生需要持之以恆的功課。當你太在意某件事的時候，很容易就
會讓自己忘卻了神。因此，經歷過奮興營之後，我立志無論如何都要放神在首位。人生就是神賜給我們的
挑戰，而我們的慾望往往就會跟神的旨意背道而馳。學習放神在首位，然後祂必會將你所求的賜給你，給
你成就。
奮興營短片二維碼

台灣、澳門短宣隊、本地文化體驗服侍
感謝主!在復活節，有同學和老師分別到了澳門和台灣短宣，接觸不同的生命，看見不同的事物，眼光擴闊了，生命
被提升了!在短宣過程中，同學深深感受到上帝的真實，使他們在靈裏有很大的突破!

澳門短宣隊分享

台灣短宣隊分享

第一天，同學到了公園服侍小朋友，通過扭氣球、繪畫復
活蛋及演奏樂器，與小朋友和家長建立關係。神的供應遠
超過所想，同學在短時間內接觸了超過150個家庭！他們與
孩子打成一片，和家長互相傾談，竭力付出所有，盼望能
夠分享主愛，成為當地居民的祝福。

短宣期間，我們有機會到台中接觸台灣原住民教會，在教
會帶領敬拜、分享生命故事，與教會牧者和青年交流。同
時，同學有機會觀察當地移工生活，進行街頭佈道。 同學
也到了鹿港公會堂體驗當地文化，在天后宮、老街進行街
頭訪問及佈道，了解淡水宣教歷史，並到台灣差傳機構辦
公室與同工交流。

翌日，同學探訪了一所露宿者收容中心，雖與街坊素未謀
面，表演時亦稍顯緊張，但街坊們仍樂在其中，亦投入參
與遊戲。他們的回應成為同學的鼓勵，彼此間更暢所欲
言，同學運用「神愛世人佈道法」向他們傳福音，並藉著
禱告安慰他們的心靈。最後一刻，街坊更主動獻唱，感謝
和祝福同學！同學都深深感受到從神而來的愛。
「這愛是過於人所能測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滿的，充滿
了你們。」(以弗所書3:19)三天的服侍，神帶領同學祝福
澳門居民，又同時領受他們的祝福，深深經歷神的恩典。
願來年同學繼續被神使用，作主的精兵，服侍社區，分享
主愛！

整個短宣，同學不單有機會接觸當地居民，跟他們傳福
音，祝福當地居民。藉著短宣服侍前的一系列訓練(包括
中央、差會/機構、隊本)，同學建立敬拜禱告的生命、學
習傳福音和設計不同服侍內容等技能，服侍不同界別、國
籍對象，同學眼界擴闊了，也學習了個人自理，切實地實
踐神給我們的大使命: 去! 使萬民作主的門徒!
不論海外短宣，還是本地文化體驗服侍，都是同學在課
室、校園以外，經歷神和生命被裝備的一個平台。盼望藉
著一次又一次的服侍和體驗，同學們更深經歷福音的大
能，渴望與神建立更緊密的關係，更多讀神的話語，更多
禱告，長大後被神差派到不同的專業、社會、世界不同的
角落，成為這世代的光和鹽!

台灣短宣隊同學分享:
「單單為神」
在這一次的短宣，我的生命有很大的突破。在短宣中，我學會
了團隊的合作性，並如何去事奉神、親近神。我最深刻是在第
二天去了收容所與當地的露宿者一起敬拜和玩遊戲，因為在過
程中我很緊張和害怕，所以有很多不足，但我感覺到神在我身
邊一直鼓勵我，我很感動，所以我鼓起勇氣與他們聊天。我和
一個中了風的伯伯聊天，他一直很自卑，自己什麼也做不到，
所以我就為他禱告，希望神可以醫治及幫助他，禱告後他得到
安慰，心情就更加開朗，我們亦打開了話題。這一次短宣我學
會了如何與陌生人打開話題，也經歷了禱告的能力。

澳門短宣隊同學分享:「生命的突破」

從小到大，我也十分喜歡唱歌，但
我不是經常用歌聲讚美神，有些時
候只是為了自己開心而唱。記得在
短宣時的一個晚上，我問了神一個
問題:「為何你不給我有唱歌的恩
賜和美妙的歌聲?」當刻神沒有立
刻回答我，但祂卻讓我在短宣經歷
中給我答案。第二天在原住民教會
敬拜時，他們的敬拜讓我深深體會
到美妙的歌聲不是最重要，最重要
的是在唱詩歌時將一切單單歸向
神!在短宣的第六日，我們有各自
退修安靜的時間，整理過去幾日在
台灣短宣的經歷，在安靜親近神的
時候，神對我說:「你的歌聲是為
我而唱的。」
感謝神!讓我除了在短宣中祝福
人，自己的生命也成長了!回到香
港，我立志要把自己的歌聲奉獻給
神，在敬拜中投入地唱詩歌讚美
祂，宣揚祂的愛!很希望往後也有
機會參加海外短宣，令更加多人經
歷耶穌的愛!

本地文化體驗服侍分享
感謝神!讓我除了在短宣中祝福人，自己的生命也成長了!
回到香港，我立志要把自己的歌聲奉獻給神，在敬拜中投
入地唱詩歌讚美祂，宣揚祂的愛!很希望往後也有機會參
加海外短宣，令更加多人經歷耶穌的愛!
在參與「非情行動」前，我對非洲人
和他們的文化也不太認識，只知道
他們與我們的膚色不同，但在這服侍
中，我更多認識非洲這國家和他們的
語言、歷史等，也有機會和他們親身
接觸、品嚐他們的小吃，發現他們其
實不是一般人所想的那麼暴力和不衛
生，他們也有很和諧友善的一面。 他
們的音樂更令我印象深刻，盼望日後
有更多機會服事有需要的人!

本地服侍「非情行動」同學分享

在參與「心入穆斯林」前，我
對穆斯林的印象不太正面，每
逢看見關於伊斯蘭教的新聞，
也感到十分可怕。藉著參與「
心入穆斯林」，我有機會到伊
斯蘭教徒的聚集處和伊斯蘭教
徒開的店舖中進食午膳，與他
們接觸，知道他們有一本《古
蘭經》，而大部分穆斯林都能
背誦，我便想起自己是基督
徒，但卻很少背誦《聖經》。
參與這個文化體驗後，我不單
更了解穆斯林的文化，也決心
要熟讀神的話!

本地文化體驗
「心入穆斯林」同學分享

校外數學公開比賽
本學年同學們在數學公開比賽有傑出的表現，感謝各級數
學老師的教導與付出，提升同學的運算和解題能力。盼望
同學在過程中也能欣賞到數學之美，並享受解難之樂趣，
願一切榮耀歸予神！
感謝神，本年度本校各級同學都積極參與校外的數學公開
比賽，以下是各比賽中得獎同學：

CEMC Mathematics Contest
University of Waterloo 主辦
Gauss Contest (Grade 7)
Certificate of Distinction
7C 李家洋
7C 李靖陶
7I 葉靖川
7Q 甄喚曦
7I 霍喜陶
7C 楊恩琳
7I 詹天文
7I 梁晉杰

HKMO ICQM 代表隊

Hong Kong Mathematics Olympiad
教育局 主辦、香港教育大學 協辦
7I 鄧思齊
7Q 梁曜竣

Certificate of Attendance
11C 高詠深
11C 陸如茵
11C 沈亦程
11C 梁仲然
11C 葉天睿
11C 狄翹

Certificate of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7C 黃朗軒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9

Gauss Contest (Grade 8)
Certificate of Distinction
8C 鄧希恩
8C 任昱昇
8Q 胡澄恩
8M 黃雋謙

香港賽區 初賽
一等獎
2Q 陳智睿
6Q 馮溢信

8I 張臻希

Certificate of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8C 胡知行
8C 梁駿謙
Pascal Contest (Grade 9)
Certificate of Distinction
9I 許以諾*

二等獎
2Q 李天澤

2C 張洲同

三等獎
1Q 陳梓喬

3G 鄧皓星

11C 陸如茵

一等獎
2Q 陳智睿

8C 胡知行

三等獎
2C 張洲同

3G 鄧皓星

全國 總決賽
一等獎
6Q 馮溢信

*本校內全級最高分獲頒獎牌

二等獎
2C 張洲同

2018-2019 香港初中數學奧林匹克全國青少年數學論
壇選拔賽之「數學解題技能展示比賽」

三等獎
3G 鄧皓星

國際數學奧林匹克香港委員會 主辦
銅獎及一等獎
9I 陳子峻

第二十六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學校 主辦
金獎
2Q 陳智睿
銀獎
6Q 鍾辰宇
銅獎
4G 陳聿朗

8C 胡知行

華南賽區 晉級賽
特等獎
6Q 馮溢信

Cayley Contest (Grade 10)
Certificate of Distinction
10I 惲以諾*
10Q 陳力豐
Fermat Contest (Grade 11)
Certificate of Distinction
11C 梁仲然*
11C 沈亦程
11I 譚梓熙
11I 趙望臨
11Q 張皓齊
11C 狄翹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主辦

2Q 陳智睿

8C 胡知行

2019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 HKMO Open》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主辦
金獎
2Q 陳智睿

5C 楊雋

6Q 馮溢信

8C 胡知行

銅獎
5Q 莊澤朗

香港數學遊戲公開賽 (HKMGO) 2019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主辦
金獎
8C 胡知行

香港小學全能挑戰賽2019

2019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AIMO Open) 晉級賽

數學8寳箱 主辦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主辦

中級組全港傑出表現獎
3M 鄧敬天

金獎
2Q 陳智睿

5C 楊雋

6Q 馮溢信

8C 胡知行

荷蘭巴洛克樂團
New Dutch Academy到校演出
本校非常榮幸於四月下旬邀得獲獎
無數的荷蘭巴洛克樂團New
Dutch
Academy到校演出，分享多首巴洛克
時期作品。是次音樂會由荷蘭領使館
贊助，飛躍演奏香港 (Premiere Performances of Hong
Kong) 舉辦，讓中學同
學能現場欣賞古鍵琴演
奏及巴洛克音樂細緻的
音色。音樂會後，古鍵琴手亦耐心向熱衷音
樂的同學講解及示範彈奏古鍵琴，及後更讓
不同同學試彈，讓同學興奮不已。

詩歌創作比賽及種子音樂會
本年度詩歌創作比賽於五月中已圓滿結束，感謝主啟
發及感動同學創作高質素及動人的作品！本年度Senior
Section的決賽猶其精彩，從樂曲旋律、歌詞、編曲到現
場演譯都非常出色，創作風格亦多元化，盼望神繼續燃點
同學創作詩歌的心，以音樂見證及頌讚神的大能和慈愛！
音樂種子計劃於四月中旬舉辦了
種子音樂會暨作曲發表會，並邀
得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教授及香
港作曲家聯會主席盧厚敏博士蒞
臨指導作曲種子學生，給予寶貴
評語。當天盧博士亦對演出的同
學給了極高評價，讓同學大受激勵。音樂種子計劃亦於四
月下旬舉辦了本年度第七場大師班，本校非常榮幸邀得本
港著名鋼琴家及教育家黃懿倫教授指導數位同學，其豐富
教學經驗讓演出同學獲益良多。

試後活動
本校的試後活動是按著聖經的真理，「耶穌的智慧和身
量，並神和人喜愛他的心，都一齊增長。」(路加福音
2:52)來設計和籌劃的。盼望同學能透過不同類型的活
動，在靈命、人際、身量、智慧四方面，皆能整全地發
展及成長。
今年，中、小學的試後活動，在靈命方面，會藉著音樂
匯演和感恩回顧等活動，讓同學能以音樂及感謝為祭獻
給神，亦會透過不同生涯規劃的活動，與同學一起尋索
上帝對他們的命定。在人際和身量方面，則透過歷奇挑
戰、體育競賽和班內桌遊等活動，讓同學了解自己，並
建立互相欣賞、互相分享、團結合一的精神。在智慧方
面，同學可藉問答比賽，鞏固今年所學，更可藉參觀展
館、健康講座、布偶劇場等活動，學習到書本以外的知
識，增廣見聞，裝備
自己，為神所用。
願神賜恩給每位同
學，藉今年的試後活
動，能有美好的經歷
及體會！

Paint it! The Coffee Cup Art
或許你不是咖啡店的常客，但一間以
紅黑色為主調的連鎖式咖啡店相信對
你也不會陌生吧！有沒有想過有一天
當你走進這家咖啡店時，你會在店內
的陳列架上見到你的同學或你的孩子
的手繪設計被印在杯上出售呢？

韓國及歐洲音樂之旅
本校恩典合唱團將於暑假到韓國濟洲島獻唱及演出，而中
學管弦樂團將會前往歐洲布拉提斯拉瓦(Bratislava)演出。
本年度年終音樂會 “Make a Joyful Noise!” 將於七月五日
(五)及七月十二日(五)晚上於以勒音樂廳舉行。第一場音樂
會將有音樂種子計劃同學作獨奏及合奏演出，以及小學管
弦樂團、天使合唱團、天籟之聲合唱團及和撒那合唱團演
出。第二場音樂會將由恩典合唱團及中學管弦樂團演出。
盼望各位家長及同學稍後透過電子通告系統預購門票，與
同學分享他們學習的成果！

World Youth Choral Festival & Competition
This summer, Grace Choir will fly to Korea to join the
World Youth Choral Festival & Competition in Jeju
Island, a place that holds some of the most
stunning nature beauty in the world, earning itself
as one of the UNESCO World Natural Heritage Sites.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festival, Grace Choir will
participate in a competition, solo and joint
performances, as well as workshops led by worldrenowned choral conductors. Following the festival,
Grace Choir will have a chance to perform and attend
Sunday service a local church and tour around the
island to experience the beautiful nature and other
special attractions. The theme of the festival,
“Peace”, will be shared through singing and sharing
with young people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the U.S., China, Japan, and Korea. Please pray
that God’s name will be lifted by their singing and that
everyone traveling will have a safe journey!

《雅各書》1:17 提到「各樣美善的恩
賜都是從上頭（神）而來的！」感謝
神賜我們的學生從祂而來的靈感和美感，在Pacific Coffee及一口田慈善教育基金主辦「第三屆彩繪杯大募集
（Paint it! The Coffee Cup Art)」慈善比賽中，獲取十分
優異的成績。同學以「未來香港」為主題，在咖啡杯上畫
出他們心目中的未來香港。
今屆比賽別具意義，主辦機構將會把部分優秀獲獎的作
品製作成產品出售，並將部分收益捐出予「陳校長免費
補習天地」，幫助基層學童獲得學習支援。感謝神ICQM
10C 郭惠嵐同學及10Q 鄭多加同學均獲取殊榮，並被獲邀
捐出作品製作產品，期待暑假期間在咖啡店內看到他們的
手繪產品，與他人分享他們對未來香港的願景，又能運用
恩賜幫助有需要的基層學童！

獲獎同學：
10Q 鄭多加
10C 郭惠嵐
6G 曾子僖

中學組亞軍及最佳創意獎
最佳創意獎
最佳創意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