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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將課堂還給學生！

  本校於中一級推行「自主學習」計劃，將傳統課堂的先
教後學、老師主導學生配合的學習模式，轉移為先學後教、

將學習回歸予學生的學習模式。透過備課、同學間討論探

究、展示所學、互相點評，最後由老師總結、點撥，整個課

堂的轉變令學生的學習來得更靈活及富有趣味。我們相信

老師教得好，不及學生學得好，只要為學生製造更多自主學

習的機會，這種學習模式的改變定會令學生學得更活、更快

樂、更自主！

前期準備  暑期銜接課程
  為了讓中一新生早點認識「自主學習」的推行，本校於
暑假期間舉行了「中一銜接課程」，中文、英文及數學科的

老師於課堂上嘗試滲入「自主學習」的教學元素，如進行分

組討論、板書展示答案、老師評分等，以協助學生適應新的

學習模式。而八月下旬舉行的「中一領袖訓練」，透過分組

活動及小遊戲，建立班內的凝聚力，並提升同學的領袖才

能。

六科同心協力 推行自主學習
  本學年負責推行「自主學習」的科目有中文、英文、數
學、通識、地理及綜合科學共六科，參與的老師共有二十多

位。本校安排曾參加「嗇色園中學聯校教師山東濰坊考察

團」的老師以及科主任教授；而自主學習核心小組成員亦

透過不定期的會議，以協助老師推展及檢視整個「自主學

習」計劃的推行，同時亦密切留意學生的學習表現，作即

時的跟進。

成功的秘訣  發揮小組力量
  要從課堂的流程上作徹底的改變，以自主學習的形式取
代傳統單向的講授，促使學生由被動接受走向主動學習，當

中小組的建設和組合是相當關鍵。小組在組長的引領下，在

組內進行交流，而組員亦各司其職，作有系統的分工。因

此，小組建設能夠讓學生在群體生活中學會共處、學會自

律，培養學生的溝通能力、協作能力和團隊精神。

  由於每小組需合作至少一個學期，因此每小組均有機會
一起完成任務。我們會把課室的工作分成八組，計有午膳派

飯、班房清潔、值日、物資管理、環保、資訊科技、秩序、

監察等，每小組須輪流一星期於班內完成當值工作。而且，

小組需要合力構思組名、組規等，以加強彼此的協作和團隊

意識。

  另外，無論小組內的交流，還是班上的課堂討論，學生
對有難度、有疑問、有爭議的問題，會在班上進行熱烈的交

流討論，因此我們會加強每小組的討論及演說技巧、點評技

巧和板書技巧等。透過持續及有系統的訓練，我們看到每一

位同學，無論參與討論、板書展示答案、匯報及點評等，

均體現他們充滿自信，全情投入學習的一面，真正令課堂

「活」起來！

我們的展望

  本校於中一級推行「自主學習」已有一年，雖為嶄新的
嘗試，但我們喜見同學們對「自主學習」的模式感到新鮮，

而回饋皆是正面、積極、可行的，從他們的學習過程中，我

們已不難找到答案  只要相信學生，給他一個機會，他會
還給你一個驚喜！

  另一方面，這種教學模式可以激勵老師們從不斷的實踐
中加以學習和改進，累積成功經驗，尋找及解決推行過程中

的難點，使得「自主學習」的範式操作更臻成熟。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本年為學校實踐「自主學
習」的開始，希望同學及老師們能同心同德，不斷求進，積

極探尋符合校本特色的「自主學習」模式。



彭校長大談來年推行自主學習及電子學習的構想

1D班學生於課堂上板書展示答案，可謂駕輕就熟。 同學進行分組討論時多麼投入、認真呢！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我負責點評第二組，
我們認為第二組的答案……」

可道2014-2015願景

結合自主學習與電子學習  為學生提供更優質教育

  學校去年於中一級推行自主學習，透過教學範式的轉
移，讓學生在輕鬆、活潑的環境下學習。推行至今已有一

年，我們看到同學的表現非常理想，無論分組討論、匯報、

點評等技巧均有所提升，故此來年仍會繼續推行。

  此外，本校獲得教育局撥款資助，於2014-2015學年推
行「電子學習學校支援計劃」，透過優化學校的網絡系統，

以及添置流動裝置，並結合現有的自主學習模式，讓學生可

走出課室，進行更互動、靈活的學習活動。期望學生在初中

的學習階段能夠打好根基，到高中應付繁重的學業便能輕鬆

面對。

課堂最後由老師點評及總結，並就每組同學的表現及態度
給予評分。

校長的話

我們的小領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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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心聲

  
「我雖然不是組長，

但我經常有機會擔任匯報

及點評的工作，挑戰性頗大。

經過一個學年之後，我的學習態

度變得比以前積極，在同學面前說

話的膽量也大了、多了自信，學業

成績也進步了！我期待下年推行

的自主學習。」

1B 房承熹

  
「我們是今年的組

長，責任好大，經常要指導

組員參與討論、匯報及點評，

過程中我們學會了團隊合作精

神，共同承擔責任，是一個很寶

貴的學習經歷。」

                 1A 黃卓文
                 1A 陳子軒

「推行自主學習已經

有一個學年，我覺得同學之

間的合作多了，而且幾開心！雖

然討論時可能會比較嘈吵，組員也

因意見不合而互相吵架，但最後也

能順利解決問題，過程中更讓我明

白合作的重要性！」

1C袁文禮

  
「自主學習的模式

與之前有好大的分別，就

是每組由組長帶領之下完成

導學案，在課堂上亦要進行討

論、板書、匯報及點評，非常

有挑戰性！」

1C胡淑華 

  
「推行自主學習已

經有一個學年，過程中同

學需要作好多的付出，例如

自習、討論、匯報、點評等，

都頗吃力！不過令我有好大的得

益是培養組的合作性和團隊精

神，這對我來說十分有意義

吧！」

  1D羅頌誼

  
「令我印象最深刻

的是我們上科學堂，大

家因為有不同的意見而吵起

來，幸好老師從旁協助，解決

問題，我們的友誼反而比以前

更好呢！」

1D冼承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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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一級制服團隊於5月24日假學校禮堂舉行結業
匯操頒獎禮，讓各學員展示學習成果。典禮當天有幸

邀得盧燊河校監親臨主禮，並致訓辭，勉勵一眾結業

的學員。雖然團隊訓練就此告一段落，但這些訓練正

好為學員打穩基礎，對他們日後成長更能訂立清晰的

目標，讓學員有機會成為明日的領袖。

中一制服團隊結業匯操及頒獎禮

隊伍 最佳學員 最佳領袖

紅十字會青年團 1D 鄧梓謙 3D 李功榮
童軍 1D 胡兆峰 3E 梁凱照
女童軍 1D 張焯盈 5E 陳琳婷
少年領袖團 1C 王逸明 3E 譚來希
銀樂隊 1D 冼承亨 3E 鄧俊朗

銀樂隊落力表演

紅十字會學員進場

結業大合照

盧燊河校監進行檢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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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組於5月20日第五及第六節舉
行社際學術時事常識問答比賽。比賽共

分六個回合進行，參賽級別為中三至中

五級同學。為了增加台下同學的互動

性，各回合之間設有「迷你擂台」環

節，讓台下觀賽的同學能夠參與其中。

此外，賽事以簡報投映題目，在搶答題

環節中，參賽社員競爭激烈，未待司

儀完成發問已急不及待搶答，台上台下

均緊張萬分。最終，比賽由藍社勇奪冠

軍，綠社及黃社分別奪得亞軍及季軍。

台上參賽者全神貫注留意著顯示屏上的題目

台下同學踴躍參與迷你擂台環節

藍社社長5E梁培聰與鄒志文副校長合照

社際學術時事常識問答比賽
台上的比賽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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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2E 陳嚼暉（冠）、2A 黎文迪（亞）、

 2D 劉昊霖（季）、2D洪揚一（優異）

  
中文周於5月12至16

日舉行，主要活動包括中一

及中二級演講比賽、全校性成語

王大賽等。演講比賽的主題為中一

級「我的校園生活」和中二級「節日

記趣」。成語王大賽的舉行，目的

是鼓勵同學熟讀成語故事，通過

遊戲以鞏固同學對成語的認

識，同學反應熱烈。

左起： 1B 房承熹（冠）、1D 周藝雋（季）、
 1C 袁文禮（亞）、1A 黃卓文（優異）

同學投入參與成語王大賽

彭校長點評同學的表現

中文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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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order to create 
an  Eng l i sh - r i ch 
e n v i r o n m e n t 
for students, 
seven English 
S p e a k i n g 
D a y s  w e r e 
h e l d  f r o m 
October 2013 
to May 2014. 
On these days, 
o u r  s t u d e n t s 
were  en thus ias t i c 
about  par t ic ipat ing in 
various English-related activities. It was amazing 
for everyone to experience a day immersing in an 
English-speaking environment. The speaking day 
normally started with a presentation delivered by 
English ambassadors in the morning assembly. 
During recess and lunch break, students made 
good use of the time to take part in various activities 
like English Song Dedication. The language centre 
was always filled with students playing interesting 
English games. Students were buzzing all around 
speaking English with the teachers and the fellow 
schoolmates as they were working on English 
Interviews. What a busy and fruitful day!

English Speaking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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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學生奪得

英特爾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入圍獎
  本校中六級學生韋漢陞、黎文健及譚浩言以靜電除
菌機(Electrostatic Sanitizer)於2014年5月11至16日作
為六隊香港代表之一，參加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

舉辦的「第65屆英特爾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Intel 
ISEF)，與全球超過70個國家和地區，共1700多名學生
一同參與競賽，並奪得大獎賽入圍獎。

  Intel ISEF是一項極具規模的國際盛事，歷屆得獎
者當中有20多名更成為了諾貝爾得獎者。是次比賽共
有1300多個研究項目，競爭激烈，得獎者更有機會獲
國際天文聯盟以其名字來命名小行星。同學透過是次

國際性賽事，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參賽者互相交

流、切磋，以豐富其學習歷程和

人生經驗。

國際科學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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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書展

 
為了培養校園的閱讀風

氣，本校積極透過不同的媒介，

讓學生接觸不同學科、領域的知識，

藉以擴闊學生的視野。活動包括晨讀、主

題閱讀、攤位遊戲、午膳班訪、早會好書推

介、中文閱讀匯報比賽、閱讀周、書劵獎勵計
劃等。另外，本校每年舉行兩次大型書展，讓

同學有機會接觸不同種類的書籍。而不同主題

的專題書展，亦可以廣闊同學的視野，例如

「成語世界」、「愛得太遲」、「職業

世界」、「旅遊名勝」、「最緊要健

康」等，藉以推廣閱讀風氣。

中文閱讀匯報比賽

借書龍虎榜

急口令遊戲攤位

早會好書分享

速讀認字遊戲攤位

閱讀大使到班房進行分享

悅讀廊

推廣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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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毛球比賽

跳大繩比賽

班級經營 拔河比賽

  
 本校在中一至中三級，

透過舉辦或協辦不同類型的班際

比賽，如具有學術性質的英文比賽及

數學比賽；也有傳統的體育比賽如排球比

賽及籃球比賽；也有具競技性的跳大繩與拔

河比賽；也有具智力性的扭計骰比賽等，讓各

同學充分發揮個人的潛質，增加學生對所屬班

別及學校的歸屬感。

  另外，班級經營也鼓勵班主任及科任
老師與同學一起作賽，建立良好的師生

關係，進而由師生共同營造和諧的

班級氣氛，增加師生對班級的

凝聚力。

扭計骰比賽

競技比賽

新年佈置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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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繫可道」中六級惜別會
  

  三月七日為本校中
六級同學最後的上課天，學校輔

導組特地為應屆中六畢業同學舉行了惜

別會，送別學生最後的中學生涯。

  在惜別會上，學生們聚集在禮堂，觀賞一
個個充滿回憶的校園生活片段，牽起對中學生活

的難忘回憶。隨後，校長、老師和同學代表的真

情分享，以及師生樂隊的獻唱，令全場同學熱淚盈

眶，充滿了不捨之情。活動期間，初中同學更親

手製作了朱古力贈予每位畢業的同學，表達了

對學長的祝福和勉勵，場面溫馨而感人。

  惜別會結束後，同學仍依依不捨地拍
照留念，為六年的校園生活留下難

忘的回憶。

情
繫
可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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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及公民教育
  

 現今資訊發達，青少
年很容易從各類媒體接觸色情

及暴力資訊，損害身心。有見及此，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於3月27日初中級周會
邀請春天實驗劇團到校，舉行「齊享健康資

訊」教育短劇的表演，推廣健康資訊。透過話

劇教導學生養成良好習慣，避免沉迷暴力及色

情資訊，學習尊重異性。當不小心接觸到暴力

或色情的資訊時，青少年應學會自制，不可將

不良資訊傳給其他人，以免觸犯法律。

   是次活動反應熱烈，同學們對色
情及暴力資訊所帶來的壞影響，以

及如何拒絕該類資訊都有進一

步的認識。

熱
愛
生
命
12

育
教
命
生



教師台北升學考察團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後的學生出路」講座    講座嘉賓麥潤壽先生

校友職業分享會

生涯規劃

 

  學校為同學舉辦了不同
形式的課程、活動和講座，讓同

學認識自己，了解社會。既然我們

需要面對教育、職業及其他重要角

色的選擇，與其等待上天命運的安

排，何不積極面對？由今天開始，

為自己的未來負責呢！

中五級機會之城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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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

IOS版本
h t t p s : / / i t u n e s . a p p l e . c o m / h k / a p p /
k e - d a o - z h i - z h e n - c h e n g - j i n g /
id826987351?l=zh&mt=8

Google Play版本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
detai ls?id=com.arwisdom.hodao.
android

下載A R擴增實境技術

  首先準備可上網的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IOS
或Android都可以），並且在IOS或Google Play 
Android應用程式中找「可道智真呈境」，亦可以
用QR Code Scanner直接掃描以下QR Code。

測試影像

「可道智真呈境」使用方法

  在無線網絡環境中，將上網的智
能手機或平板電腦的鏡頭對準印有

「ARHDC」標誌的影像，稍等一會，便
可看到擴增實境的特效。

A R擴增實境技術簡介

  A R擴增實境技術（Augmented 
Reality），是近年流行並應用在互動媒
體、廣告、博物館、展覽廳及旅遊景點

等的科技，在歐美一些先進國家，已

將AR擴增實境應用在教育上，並獲
得令人喜悅的效果。

科
技
新
體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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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紙回收活動

  同學在廢紙回收比賽中表現踴躍積極，環保意識
得以提高，希望同學們能延續環保精神，除了養成回

收廢紙的良好習慣之外，更能應用於其他的生活層

面，繼續為地球出一分力。

廚餘種菇計劃

  廚餘種菇工作坊讓環保大使和有興趣的教職員和
家長參與，從種菇的有趣過程中加強教育廚餘回收及

應用，從而減少固體廢物和提倡環保概念。 

廚餘作肥料盆栽種植比賽

  比賽旨在提高同學廚餘回收的意識，認識廚餘堆
肥的用處，並培養對種植的興趣。

廚餘回收活動

  最少廚餘班級比賽旨在鼓勵學生參與廚餘回
收，令學生及家長增加對環保課題的認知和提高他

們對回收的意識，減少堆填區的負擔。   

支持環保，由我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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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牽一線送暖大行動」編織冷頸巾

家長義工烹煮小食招待中一家長

探訪區內獨居長者

教授屈柏雨老人中心長者做「好運風車」

看看我們合作的成果

家校合作

  在過去一年裏，本校
家教會委員及家長義工，積極參與

校內及校外的義務工作。本校有3位家長
獲社會福利署頒發2013年「積極參與義務工
作」銅狀，有6位獲得銀狀，另外有3位家長獲得
「長期服務嘉許狀」。本校更榮獲社會福利署頒發

2013年「義務工作嘉許狀金狀」。
  各位家長義工積極參與各項義務工作，不但向
本校學生傳達互助互愛的正面訊息，又可給子女一

個良好的學習楷模，更可促進社會共融。其實做

義工不需要擁有特別技能，我們祇需要有兩顆

心，一顆是關懷別人的心，另一顆是責任

心。有興趣的家長不妨考慮加入我們

家長義工隊的行列吧！

可道中學(嗇色園主辦)獲得2013年
義務工作嘉許狀金狀

喜訊
1.「社會福利署義工運動」銅狀，服務社會
達50小時： 

  鄧蕙敏女士 李慧兒女士 梁德英女士
 黃家鳳女士

2.「社會福利署義工運動」銀狀，服務社會
達100小時：

  江美媚女士 陳潔萍女士 羅婉文女士
 林海英女士 游鳳馨女士 林健誠先生

3.「長期服務嘉許狀」，連續5年積極參與義
務工作：

    游鳳馨女士 陳柳儀女士 廖美玉女士

4. 可道中學（嗇色園主辦）獲社會福利署
頒發2013年「義務工作嘉許狀金狀」，
表揚本校積極參與義務工作，服務社會

達1279小時。
16

心
同
校
家



得獎同學：

單打冠軍：1C 陳曉洛
最佳控球獎：1A 黃卓文
最佳學員：2D 林晏生

感謝中華電力乒乓球隊的悉心指導

我們畢業了

盧校監大顯身手，與學生切磋球技。

簡單而隆重的開業禮

齊來做熱身

乒乓球培育計劃
  

  本校在盧燊河校監
的穿針引線之下，成功邀請中華

電力有限公司乒乓球隊，義務推行乒乓

球培育計劃，讓本校對乒乓球運動有興趣

的同學能接受有系統的訓練。經歷五個月的

訓練，學員在各教練的悉心指導下，球技提升

不少，獲益良多。

  於2014年5月17日（星期六）舉行的球
技比賽及結業禮，當天除各教練及學員出

席活動之外，盧校監、彭校長及鄒副校

長亦親臨指導，為學員頒發結業證

書，以作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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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通識科跨班辯論比賽

參觀「黑暗中對話」展館

參觀立法會

孫中山史蹟考察

廣西農村義工交流團

澳門世界文化遺產考察之旅

米埔濕地考察

野外技能訓練

走出
課室

參與城市論壇

周會  「傑青走過的路」

校園
剪影

樂Teen大使義工服務

我要一飛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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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隊參加可譽十周年紀慶「錦發盃」足球賽
奪得季軍，彭校長到場支持，替隊員打氣。

6B林文軒勇奪傑出視藝學生優異獎及創作獎

本校同學於天藝盃中國象棋比賽
中勇奪中學組團體冠軍

6C趙倩平奪得2013傳藝節
時裝設計比賽冠軍

籃球隊奪得嗇色園中學聯校籃球賽季軍

舞蹈組參加第50屆學校舞蹈
節現代舞奪得中學組乙等獎

3E鍾苑煒參加元朗大會堂主辦
的「父親節徵文比賽」中勇奪
中學組亞軍

足毽隊獲得第十八屆學界足毽邀請賽暨
工商盃男子初級組團體季軍

校園
剪影

獲取
殊榮

4E鄭榮傑奪得第65屆學校
朗誦節詩詞獨誦男子組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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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榜（2013年9月至2014年6月)
科／組 主辦機構 參加項目 獲獎學生 獲取獎項

中文科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65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組
女子組詩詞獨誦
1C 劉嘉莉 2C 梁倩兒 2E 周詠琳
2E 朱月僮

良好獎狀
優良獎狀

男子組詩詞獨誦
2A 周 喬 2A 黎文迪 2C 謝天佑
2E 陳嚼暉 2E 何振運

優良獎狀

女子組散文獨誦
3D 杜夏嬋 4D 陳鳳慧 4E 陳辛夷
4E 梁麗珊 5D 楊熙彤 5D 余翠玲

良好獎狀

普通話組
女子組詩詞獨誦
1D 黃君霖 優良獎狀

女子組散文獨誦
3E 陳裕珠
4E 許雲烯 4E 冼海欣 4E 俞嵩琳

良好獎狀
優良獎狀

男子組詩詞獨誦
2D 梁博文
2C 劉漢斌

亞軍
良好獎狀

世界華人學生作文大賽組
委會及香港賽區組委會合辦

世界華人學生作文大賽 3E 鄧俊朗
3E 陳裕珠

三等獎
優秀獎

元朗大會堂 父親節徵文比賽
3E 鍾苑煒
1D 周藝雋、1D張焯盈

亞軍
優異獎

普通話科 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
第16屆全港中小學
普通話演講比賽

3E 沈 靜
4E 梁麗珊 4E 冼海欣 4E 俞嵩琳
5E 邱釔澤

優異星獎
良好獎
良好獎

英文科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65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1C Siu Ka Sui
2C Lau Hon Pan
2C Kwok Sin Tung
2D Briones Ely Rose Ching
2E Jim Man Yan
2E Man Yuen Wa
4D Cheung Yuen Kiu
4D Lam Ching Tung
4E Cheng Wing Kit
5D Chan Yu Ming
5D Wong Man Ching

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
Certificate of Merit
Certificate of Merit
Certificate of Merit
Certificate of Merit
Certificate of Merit
Certificate of Merit
Certificate of Merit
Certificate of Merit(3rd Place)
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
Certificate of Merit

理科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科學
創意中心

第65屆英特爾國際科學
與工程大獎賽

6C 黎文健 6D 韋漢陞 6E 譚浩賢 大獎賽入圍獎

第二十八屆全國青少年
科技創新大賽

6D 韋漢陞

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工程學一等獎
清華大學環境友好青少年
科技創新獎項

音樂科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66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器樂
小號獨奏（中學初級組）
3C 邵雪瑩
3C 陳煒瑩

優良獎狀
良好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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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組 主辦機構 參加項目 獲獎學生 獲取獎項

音樂科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66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薩克管獨奏（中學初級組）
3E 鄧俊朗
3E 黃敏希

優良獎狀
良好獎狀

長笛獨奏（中學初級組）
4D 林靜彤 良好獎狀

鋼琴獨奏   五級
4D 林靜彤 良好獎狀

聲樂
聲樂獨唱   中文歌曲
（14歲或以下女聲）
1C 勞月盈 1D 陳灝鑾 2D 陳靜彤
2E 周詠琳 2E 梁卓茹 2E 黃雪兒

良好獎狀
良好獎狀

聲樂獨唱   中文歌曲
（14歲或以下男聲）
1C 李文浩 1C 袁文禮 2C 趙永澤
2D 許進文 2E 陳祖耀 3D 吳嘉榮
1D 冼承亨

良好獎狀
優良獎狀
優良獎狀

聲樂獨唱   中文歌曲
（16歲或以下女聲）
3E 黃敏希 4D 林靜彤 4E 林靖婷
4D 鍾悅晴

良好獎狀
優良獎狀

聲樂獨唱   中文歌曲
（16歲或以下男聲）
1D 陳靖霖 2C 劉漢斌 4E 蔡獅展
3D 李功榮 3E 鄧俊朗

良好獎狀
優良獎狀

聲樂獨唱   外文歌曲
（16歲或以下女聲）
4D 鍾悅晴 4E 林靖婷 良好獎狀

聲樂獨唱   中文歌曲
（18歲或以下女高音）
5D 胡瑞琳 優良獎狀

聲樂獨唱   中文歌曲
（18歲或以下男高音）
5D 黃瑋傑 5E 陳宇軒 良好獎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66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聲樂獨唱   外文歌曲
（18歲或以下男高音）
5D 黃瑋傑 5E 陳宇軒 優良獎狀

元朗大會堂
2014全港青少年鋼琴
大賽

1B 王耀霆 銅獎

體育科

嗇色園 嗇色園中學聯校籃球賽

4A 張子進 5D 曾銘傑 5D 黃文正
5D 吳家健 5E 廖錦怡 5E 梁培聰
6C 曾嘉俊 6C 鄭博民 6C 何偉傑
6D 文耀基 6D 麥錦松 6D 鄺耀瀚
6E 李祖強

季軍

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
（嗇色園主辦）

可譽遷校十周年紀慶
「錦發盃」足球邀請賽

3B 李海龍 3A 袁日朗 4A 黃浩言
3C 李溢朗 3A 朱穎熙 4B 曾兆烽
3C 曾梓浚 3E 張文浩 2B 周子揚
2B 梁永豪 2B 梁凱喬

季軍

康文署及元朗區體育會 元朗區第三十八屆
田徑運動大會

青少年C組
6D 韋漢陞
6E 莫偉賢
6D 吳衛文
4B 陳可迎
5A 張嘉澄

跳遠冠軍（破大會紀錄）
鉛球季軍
標槍季軍
800米亞軍
800米季軍

青少年D組
4B 黃希婷
1D 羅頌誼

鐵餅亞軍
跳高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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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組 主辦機構 參加項目 獲獎學生 獲取獎項

體育科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元朗校際游泳錦標賽

2C 詹廣祺 男子丙組100米背泳冠軍、
200米個人四式亞軍

1C 龔韋寧 女子丙組200米自由泳
亞軍、100米自由泳季軍

4C 歐陽耀成 男子乙組50米自由泳季軍
元朗區中學校際田徑賽 6D 吳衛文 男子甲組標槍亞軍

視覺
藝術科

傳藝學院

2013年度全港
傑出視藝學生選舉

6E 陳進杰 全港傑出視藝學生大獎及創作獎

6B 林文軒 傑出視藝學生優異獎及創作獎

6B 曾瑋琦 傑出視藝學生優異獎及創作獎

6D 歐家堯 傑出視藝學生優異獎及創作獎

傳藝節時裝設計
比賽2013

6C 趙倩平 中學組冠軍

職業安全健康局
機電業及汽車維修服務
業職安健海報設計比賽
2013

6D 張鎧堯 公開組亞軍

教育局 中學生視藝創作展 6C 楊浩德 嘉許獎

保良局
2013國際水合作年美術
設計創作比賽

4D 曾芷君 香港賽二等獎

世界賽一等獎

LAB concept
‘Bag of Your Dreams’
 Competition

6D 蘇翰林 冠軍

6D 張鎧堯 季軍

水務局
「珍惜水資源」水務
設施繪畫比賽

6D 陳嬋媛 中學組季軍

6D 張鎧堯 中學組優異獎及最佳視覺效
果獎

佛教瓔珞堂
保護海洋生物
繪畫設計比賽

6B 曾瑋琦 中學組優異獎

舞蹈學會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有限
公司及教育局聯合主辦

第50屆學校舞蹈節
現代舞（中學組）

1A 陸嬉旻 1A 葉健怡 1B 黃婉婷 
1C 黎施潁 1C 劉嘉莉 1C 蕭嘉穗 
1C 胡淑華 1C 陳頌明 1C 袁文禮
1D 羅頌誼 1D 蘇諾晴 1D 黃希彤 
2A 馬珊妮 2D 敖楚鴻 2E 周穎彤
2E 賴雯嘉

乙等獎

第50屆學校舞蹈節
爵士舞及街舞
（中學組）

3D 劉樂庭 3D 江芷婷 3D 黃依晴 
3E 馮詩穎 3E 黃敏希 3E 駱嘉慧 
5C 葉翠芳 5C 楊靖怡 5D 胡瑞琳 
5E 劉嘉欣 5E 周俊鋒 5E 陳宇軒

乙等獎

觀塘區文娛康樂促進會及
觀塘民政事務處合辦

第42屆全港公開
舞蹈比賽爵士舞
（公開組）

3D 劉樂庭 3D 江芷婷 3D 黃依晴 
3E 馮詩穎 3E 黃敏希 3E 駱嘉慧 
5C 葉翠芳 5C 楊靖怡 5D 胡瑞琳 
5E 劉嘉欣 5E 周俊鋒 5E 陳宇軒

銅獎

戲劇學會 香港藝術學院 香港學校戲劇節

1B 冼卓穎 1B 黃婉婷 1C 劉凱欣
1C 劉欣佩 2E 周詠琳 3E 鄧俊朗
4E 鄭榮傑 5C 劉尉彤 5D 施偉軒
5D 林卓文 5D 黃文正 5D 邱浩斌

傑出合作獎

4E 鄭榮傑 傑出男演員

2E 周詠琳 傑出女演員

棋藝學會

天藝棋院及元朗象棋會
2014年天藝盃
中國象棋比賽

2C 謝耀龍 2D冼承希 2D 陳伽明 
2D 葉志倫

中學組團體冠軍

2D 葉志倫 中學組個人季軍

2D 冼承希 2D 陳伽明 中學組個人優異獎

屯門區議會及新界西
象棋會

2013年屯門中國象棋
爭霸戰

2D 葉志倫 中學組優異獎

香港象棋總會及康樂及
文化事務總署

2013至2014年度全港
中學生中國象棋個人賽

2D 葉志倫 初中組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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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組 主辦機構 參加項目 獲獎學生 獲取獎項

香港青年
獎勵計劃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3B 郭琛顯 銀章

4E 許雲烯 4E 陳嘉輝 4E 王嘉倫 
4E 俞嵩琳 4D 盧穎生 4D 李天朗
4D 邱 臻

銅章

足毽學會

香港足毽總會有限公司
及康文署

2013香港足毽聯賽 5A 郭庭瑋 5A 岑灝霖 5C 郭浩楠
5E 陳綽延 6B 蕭日朗 6D 黃俊豪

男子丙組隊際賽季軍

2014外展教練計劃
足毽比賽

5E 陳綽延 5C 何俊傑 3E 張文浩 男子團體賽中學組優異獎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
匹克委員會及香港足毽
總會有限公司

第十八屆學界足毽
邀請賽暨工商盃

5A 岑灝霖 5C 郭浩楠 5C 何俊傑
5E 陳綽延

男子高級組團體賽季軍

5C 葉妙圓 5E 劉嘉欣 5C 陳佩謙
5C 馮穎妮 4C 岑淑恩 4B 黃希婷

女子高級組團體賽優異獎

3C 李溢朗 3E 張文浩 2E 黃文陶
2A 黎文迪 2C 黃御軒 1A 文志恒

男子初級組團體賽季軍

女童軍 香港女童軍總會 優秀女童軍選舉 5E 陳琳婷 299 NT COY隊伍
優秀女童軍

環境
教育組

環境局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可持續發展學校
獎勵計劃
2012-2014

6D 傅寶珊 6D 韓巧恩 6D 潘鎂玲
6D 黃善汶 6D 黃澤輝 6D 羅裕玲
6D 韋漢陞 6D 尹子其 6D 潘鎂玲 
6D 楊浚壕 6D 梁壁瑜 6D 施穎琳
6D 陳軍洛 6D 鄺耀瀚 6D 吳衛文
4D 陳鳳慧 4D 馮慧琳 4D 古星榮 
4D 李天朗 4D 王永恒 4D 丘 臻
4E 陳辛夷 4E 葉飛燕 4E 梁麗珊
4E 王嘉倫 4E 梁珞瑤 4E 梁珞瑜
4E 陳嘉輝 4E 陳煒升 4E 鍾順文
2A 黎文迪 2C 陳 禧 2C 陳曉澄
2C 陳藤珈 2C 孫嘉宜 2C 劉漢斌
2C 梁偉杰 2C 謝旻希 2C 黃御軒
2D 趙靖琳 2D 何詩詠 2D 洪揚一
2D 劉昊霖 2D 冼承希 2E 鍾雪汶
2E 詹文茵 2E 馬紫蘭 2E 文苑華

可持續發展社區項目獎

6E陳進杰榮獲全港傑出視藝
學生大獎及創作獎

舞蹈組參加第50屆學校舞蹈節爵士舞及街舞奪得中學組乙等獎

足毽隊奪得第十八屆學界足毽邀請賽暨
工商盃男子高級組團體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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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欄
  各位家長及同學，如對今期
《可道通訊》有任何意見，可電

郵到mail@hodao.edu.hk。

  如想取得更多本校資訊，亦可

瀏覽本校網頁：

http://www.hodao.edu.hk 顧問：彭惠蘭校長 鄒志文副校長
編輯：徐笑珍老師 余勇威老師
 官恒珀老師 張弘宇老師
 馬艷蘭老師 趙 星老師
校園記者：5C 葉翠芳 5C 楊靖怡
 5D 胡瑞琳 5D 蔡雁慧

編輯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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