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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嗇色園主辦可道中學踏入二十五周年，透過
連串辦得有聲有色的校慶活動，熱鬧歡愉的氣氛洋溢整個

學年，現在就讓我們重溫校慶節目的精采內容吧！

　　打響頭炮的分別由中文科及視覺藝術科舉辦的「校慶

標語創作比賽」及「校慶標誌設計比賽」。為讓學生發揮

藝術創作天分，促進親子關係，並通過活動加深同區友校

對本校的認識，還舉辦了「小學親子創意填色比賽」。是

項比賽共有13間小學參加，收回近1600份參賽作品，
反應相當熱烈。

通訊可道通訊可道

可道跨越廿五載

揚帆迎新創未來

主禮嘉賓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主席林大輝先生頒發「小學親子

創意填色比賽」獎狀予得獎學生

彭校長與嗇色園董事合照留念

嗇色園主辦可道中學
地址：新界元朗洪水橋洪順路 11 號
電話：2479 9885　網址：www.hodao.edu.hk



　　配合校慶這個好時機，學校進行為期

兩天的公開課，開放的科目有科學、通識、

中文及數學。兩天共有接近 80位來自中
學校長會自主學習網絡及元朗和屯門區的

老師前來觀課，並於課後互相交流切磋，

分享心得和經驗，觀課老師均對學生的表

現非常欣賞。

公開課（11月 2日至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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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頭戲為 11月 6日的二十五周年校慶典禮，承蒙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林大輝先生蒞臨主禮，與嗇

色園董事會、學校法團校董會仝人及全體師生、各界

嘉賓及友好等，一同慶祝可道校慶的大日子。典禮上，

首先由幾位學生粉墨登場，擔演一齣小話劇，為典禮

揭幕，隨後頒發了早前舉行的各項校慶比賽獎項，亦頒

發了教職員長期服務獎。之後進行特具意義的「二十五

周年校慶典禮暨開放日」啟動儀式，台上眾嘉賓手持

彩帶，拉動巨型沙漏，同時場中兩旁的汽球亦徐徐升

起，祝願可道的發展更上一層樓，場面溫馨而隆重。

校慶典禮（11月 6日）

中學三人籃球

邀請賽

頒發教職員長期服務獎

嗇色園董事會

主席陳東先生

致歡迎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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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每一個角落都化身為展示學習成果的大、小

舞台。某些樓層開設了興趣班，停車場及操場均設有

不同學科及學會的攤位遊戲，雨天操場更安排學生為

大家送上舞蹈、流行音樂、雜耍、魔術、話劇等精采

演出。此外，地下走廊的「時光隧道」展示了學校過

去二十五年的珍貴照片，吸引不少老師、學生、家長

及校友駐足觀賞，緬懷一番。除了歡迎公眾人士參與，

學校還邀請了區內的小學及家長到來，一同樂在其中。

　　11月 7日晚上於禮堂舉行的聚餐，筵開 35席，
出席的嘉賓、老師及校友多達 350人。除了品嘗具傳
統風味的盆菜，還播放過去二十五年的校園生活片段，

讓嘉賓、老師、校友們細味當年，點滴回憶，暖在心頭。

開放日暨校慶聚餐
（11月 6日至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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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於禮堂舉行的綜合表演晚會，為

慶祝二十五周年的壓軸活動。當晚有流行

音樂學會、合唱團、戲劇學會、舞蹈組、

雜耍隊、魔術隊、老師及家教會委員等傾

巢而出，他們落力的演出獲得台下不少的

掌聲和歡呼聲。

大合唱──謝幕

　　整個綜合表演經各個單位演出後，

最後由台前幕後的工作人員一同站在

台上，合唱一曲〈壯志驕陽〉，眾人在

台上演唱時難掩興奮的心情，而台下的

觀眾也一邊拍手，一邊唱和，是次表演

活動便在一片歡笑聲中得以圓滿結束。

綜合表演晚會（11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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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資訊科技組及地理科獲教育局邀請

作資訊科技的推廣，於 2016年 3月 17日
組織中五級修讀地理科的 26位同學進行了
屯門舊墟考察的拍攝。活動主要應用由香

港中文大學資訊科技教育促進中心開發的

EduVentureX應用程式，於屯門舊墟探索城市
衰落、市區更新及可持續發展等概況。活動

也著重利用各種環境測量工具應用程式作即

時的數據分析，如量度風速、距離及噪音等。

　　受訪學生 5C馮詩穎表示：「移動電子學習
令我學到如何用 iPad的應用程式測量環境數據，
如樓宇之間的距離及一分鐘的車流量等。同時應

用 iPad比用傳統工具方便得多，考察時更易於行
動，程式也方便應用。」而另一受訪學生 5C陳
智朗亦表示：「移動電子學習很方便，既可以用

apps來取代舊有的工具作考察，又可提供精準的
數據，如 easy measure及 sound meter等，豐富
了考察的趣味性。」

　　同學在考察過程中，自行

探索考察路線及研習內容，並

利用全球衛星定位 GPS，進行
移動學習。

　　學生能成功及愉快地進行

是次屯門舊墟的探究學習，活

化課堂的學習概念，並取得豐

富的學習成果，可謂獲益良多。

應教育局邀請　推廣資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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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來見證自主學習
的進程

　　本校推行自主學習踏入第三年，更擴

展至整個初中級，致力透過舉辦公開課促

進教師專業交流及發展。2015-16年度共舉
行了 12節自主學習公開課，合共超過 100
位來自區內中學的同工到校觀課，進行交

流及分享經驗，機會難逢。

2015-16年度公開課：

日期 科目及級別

2/11/2015 中二級科學科

中二級通識科

3/11/2015 中三級中文科

中三級數學科

2/12/2015 中二級英文科

9/3/2016 中二級英文科

14/3/2016 中一級中文科

中二級中文科

12/5/2016 中二級數學科（2班）

19/5/2016 中一級數學科（2班）

學生匯報充滿自信

多位同工到校觀課

課堂氣氛積極熱烈

中文科聯校公開課老師合照

課後評課分享會

學生努力匯報

老師點撥

學生於黑板上展示討論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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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在五月份舉辦了身心

靈健康周，活動包括健康人生

標語創作比賽、水果派對、開

幕禮、攤位遊戲日。期望透過

不同類型的活動，協助老師及同學建立健康有

序的生活習慣，明白身心靈發展的重要性。

營造健康校園

水果派對： 師生一起於課室享用水果，
明白吃水果的好處。

開幕禮： 共同宣讀健康約章，並由校長、副校長、老師代表、家長代表、員工代表、學生代表，一同簽
署健康約章，承諾上下一心，實踐健康生活。

攤位日： 透過遊戲方式，讓同學明白情緒健康的重要性。
當天場面熱鬧，大家都踴躍參與攤位遊戲。

為關注同學的需要，我們收集同學對學校的

意見，並舉辦回應大會，由校長、副校長及

各負責老師回應同學的提問。

本校健康大使出席香港中文大學健康校園頒獎典禮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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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舉辦一系列感恩活動，

讓大家常懷感恩心，常做感恩事！

家長向學校表達謝意
班內互相投票選出最佳進步、最有禮貌、最樂於助人的同學。

同學書寫感恩卡給
老師，答謝老師的

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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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閱讀與中文創作
本校學生勇奪全港優勝獎
　　為響應 4月 23日「世界閱讀日」推廣閱讀文
化，香港公共圖書館以「齊運動‧健身心」為主

題，舉辦 2016年「4‧23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
　　本校學生黃美儀 (3C)憑《運動員之一分》參
賽，書中主要講述多位香港年輕運動員的成長故

事，當中不難發現一個共通點：「苦心人，天不

負，只要付出時間和汗水，就能站在賽場上發光

發亮。」結果，她的作品在全港二千多名參賽者

中脫穎而出，成為「全港初中中文組優勝獎」15
名得獎者之一，成績驕人，值得嘉許。

　　黃同學的得獎作品將於 4月至 12月期間在香
港公共圖書館作巡迴展覽，如有興趣的同學，可

瀏覽網址：https://www.hkpl.gov.hk/tc/index.html
查閱有關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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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營造校園的學術氣氛，提高同學學

習中文的興趣，本校中文科與圖書館於 5月
18日至 27日合辦中文周，活動有中一及中二
級演講比賽、語文處處尋、攤位遊戲及書展。

活動內容有動也有靜，讓同學全方位感受語

文學習的樂趣，同學反應良好，氣氛熱烈。

中文科

與圖書館合辦

活動日期：
2016年5月18日
-5月27日

跟我們一起發
掘語文的樂趣
吧！

5月18日
（星期三）
第七節

中一、二級

5月19至20日
（星期四、五）

圖書館

5月24日
（星期二）

12:40
羽毛球場

5月26至27日
（星期四、五）

圖書館

查詢：

余勇威老師

陳婉婷老師

宣傳海報

佳作展示 書法作品 演講比賽 -中二級冠軍
及最受歡迎獎 2D何佩芝

演講比賽 -中一級冠軍 1D曾子晴

紙扇製作
語文處處尋

書展

粵普對對碰

演講比賽 -中一級亞軍
及最受歡迎獎 1C 高永俊

我要盡快找出答案

圓滿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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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y year, the English Department holds a variety of fun and educational 
activities for our students so as to boost their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And hence, 
various meaningful inter-class competitions have been held, e.g. S.4 & S.5 Book Review 
Competition, S.3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Competition, S.2 Storytelling Competition etc. 
Our teaching staff is greatly impressed by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students have 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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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科雙周於 2016年 4月 18日至 29
日舉行，全體理科老師為學生舉辦不同類

型的科學活動，營造校園科學探索的學

術氛圍，活動包括：創意展覽、大天象館、

理科攤位遊戲、科學 ICU、香港濕地公園
考察、班際科學比賽等，豐富多樣。

天然潤手霜製作攤位

參加同學憑印章

換取禮物

全體老師及同學到香港濕地公園考察

校長和同學自行

製造防蚊油

大天象館

人體對對碰遊戲

理科領袖向同學

介紹攤位活動

導師於大天象

館內介紹星宿

濕地公園電子考察
老師介紹創意展覽資料

中三同學參加科學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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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樂是一項既歷史悠久而又富有特色

的國粹，學校於本學年推行中樂培訓計

劃，有助學生在成長的過程中，建立良好

品格、健康的身心發展及團隊精神。計劃

於 2015年 10月開始，共開辦了四個中樂
班，分別是笛子、二胡、古箏和揚琴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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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場上的榮譽

比賽 獎項 獲獎學生

嗇色園中學聯校足球賽 季軍

4A梁永豪 1B關少傑 3C張智泓
5A黃浩言 2B李子歷 4A梁凱喬
5A袁日朗 2B鄧梓軒 5A曾兆烽
5B李溢朗

元朗區五人足球賽 亞軍

5A袁日朗 3C張智泓 1B關少傑
2B鄧梓軒 5B李海龍 4A梁永豪
5B李溢朗 5C張文浩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張煊昌

中學陸運會友校接力邀請賽
男子 4X100米接力亞軍

3C陳頌明  4D葉志倫 6A曾煒軒
6D古星榮

元朗區校際足球賽 男子甲組優異獎

5A黃浩言 5A李家富 5A陳弘毅
5A曾兆烽 5A袁日朗 5B黎民健
5B李海龍 5B李溢朗 5C李功榮
5D曾梓浚 5C張文浩 4A陳斯朗
6C譚俊傑 6B黃煒彬 6C林俊彥

元朗區校際田徑賽 男子甲組團體優異獎

4D葉志倫 4D黃文陶 5A黃浩言
5A袁日朗 5A李家富 5B李海龍
5B邱浩勤 5D王逸朗 6A曾煒軒
6D古星榮

元朗區校際游泳錦標賽 女子乙組團體優異獎
1B王嘉雪 1C黎宝恩 3D張焯盈
3D龔韋寧

嵩山超級馬拉松世界賽 五公里公開賽冠軍 4C陳嚼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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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綠色校園
　　本校提供不同的平台讓

學生在生活中實踐環保理

念。如種植大使計劃、環保

教育講座、可持續發展環保

互動劇場、參觀有機農莊、

環保攤位、「知慳惜電」節

能比賽 2015及學校智能電
錶計劃、「校園 +居齊慳電
2015鼓舞飛翔比賽」、無
膠樽周、環保大使課程、有

機耕作工作坊、魚菜共生工

作坊、墨盒回收活動等，藉

此提高學生的環保意識，身

體力行，響應環保。

有機耕作

舊衣回收計劃

魚菜共生工作坊

蕃茄收成了

環保大使
打理桌

上魚菜共
生系統

參觀天水圍綠田園

種植大使計劃

與家政科合辦魚菜共生課
參觀中電綠適家居

廢紙和膠
樽回收

參觀利民有機農莊環保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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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組為同學籌辦各項不同形式的活動和課程，讓同學及早認識自己、了

解社會，進而為自己的學習、就業及其他人生重要角色作出選擇。與其等待

不能掌握的運氣，何不積極裝備自己？由今天開始，為自己的未來負責呢！

與傑出校友李三財會晤暢談

醫護行業分享元朗全方位增值職業博覽，

學生介紹殯儀業發展。

菁青相惜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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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透過多元化活動，

培養同學關愛身邊的人和

事。如透過訓練，培訓學生

領袖籌備活動、關顧同學、

培養良好品德，並樹立榜

樣。此外，透過舉辦講座，

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

樂 TEEN人肉棋

樂 TEEN逃出密室

雜耍隊參加全港雜耍大賽 

低結構技術證書
訓練課程

最佳老友：友共情 FOREVER義工計劃環區共融行

WAR GAME同樂日

中六惜別會

懲教署更生先鋒計
劃講座

魔術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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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年班級經營舉辦或協辦

的班際比賽眾多，如具有學術性的

英文比賽和科學比賽；也有傳統的

體育比賽，如接力賽及乒乓球賽；

也有具競技性的跳大繩和閃避球

賽。本年度亦新增了各級自行商

討的自訂比賽，相信能令各同學

充分發揮個人的潛能和特質！

班際拔河比賽

班際接力比賽

班際閃避球比賽

班際跳大繩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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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際學術時事常識問答比賽」於 5月 17日 (星期二 )第六
及第七節舉行，比賽由教務組、資訊科技組及聯課活動組合
辦，參賽級別為中三至中五級，共分六個回合進行，並設「迷
你擂台」環節，藉此增加台下觀賽學生的互動性。比賽過程
激烈，各社互有領先，最終，藍社勇奪冠軍寶座，而黃社及
綠社分別奪得亞軍及季軍。

黃社勇奪亞軍

綠社奪得季軍

冠軍寶座由藍社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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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聯繫社區 共建和諧網絡

　　本校一直致力參與社區活動，支持社區發展，與社區關係素來緊密。本年除參
與「小社區，大中華」元朗藝術文化體驗日、消防局開放日攤位活動外，亦與社區
合作舉辦洪福邨嘉年華，與坊眾同樂。此外，本校也定期舉辦興趣班，讓參加者接
觸不同的藝術及生活知識。透過參與社區活動，一方面回饋社區，另一方面讓學生
盡展自我才華。

洪福邨嘉年華

陶藝興趣班

消防局開放日

參加者在指導下認真製作獨一無二的作品

嗇色園道長提供中醫諮詢服務校長、老師及工作人員大合照

紅十字會提供免費健康檢查服務

同學在台上表演扯鈴小朋友對扯鈴深感興趣

攤位大受歡迎，

學生耐心指導參加者

小社區大中華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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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孩』共處， 創建未來」
家長講座

「耆樂餃子迎新歲」

家長義工活動

本會於 2015年 12月 9日，
邀請了從事家長教育超過 20年
的資深家長教練李慧蘭女士，為本

校家長舉辦講座，協助家長們建

立自信，提升家長與子女的

溝通技巧，為孩子策劃未

來。

本會趁著農曆新年，於 2016年
1月 23日，由家長及老師組成義
工隊，到屈柏雨紀念長者鄰舍中心探

望長者，並教授長者包賀年餃子，完成

烹煮後更即場享用。長者們也禮尚

往來，教導義工們用毛巾摺成小

白兔擺設，製成品十分可愛，

大家開心熱鬧地歡度了

一個周末。

本會於 2016 年 3 月
13 日，舉辦了親子遊活
動。參加者包括老師、家長

和同學，人數超過 100人。當天
參觀了天際 100觀景台、南蓮園池、
黃大仙祠及太歲元辰殿等地方，

更到九龍展貿中心享用豐富

的自助午餐，度過了愉快

的一天。

「親子一天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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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會於 9月 5日舉行第五屆幹事會選舉及周年大會，
梁理中校監頒發委任狀予各校友會幹事，並出席燒烤晚

會。

　　校友會一向致力凝聚校友的力量，肩負起聯繫校友的

任務，透過舉辦各類型活動，加強校友與母校的聯繫。

　　本學年舉辦了二十五周年校慶茶聚，邀請李三財校友

來校分享創業經歷；另舉辦校慶盆菜晚宴、燒烤聚餐、協

助推動校園舊衣回收活動等。

同道人•心連心

梁校監頒發委任狀

予校友會委員

李三財（中）校友出

席廿五周年校慶典禮

校慶盆菜晚宴

升學及職業博覽 -邀請
呂欣欣校友分享鐘錶業

梁理中校監頒發

委任狀予校友會

主席黃慧銀女士

一眾校友出席校慶典禮

燒烤同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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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工業發展考察

班際划艇賽周年陸運會母親節康乃馨製作

參觀香港國際機場

參觀機電工程署

第 5屆棋道盃中國象棋大賽

課外活動日

模擬考古工作坊

韶關丹霞山地質地貌及生態保育團
電腦組裝班

意見欄

編輯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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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慧琴老師

官恒珀老師　張弘宇老師　余連港老師

山頂一日遊 多元智能挑戰營結業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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