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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初中開設STEM創新科技科，有系統

地發展同學的創科知識，著重從日常生活中

發展創意思維、解難能力及自學精神。課後

延伸活動則有社區服務及比賽，期望回饋社

會，做到校訓「普濟勸善」的精神。

STEM STEM 創新科技創新科技
與時並進  培育科技人才與時並進  培育科技人才

活動：活動：

•   全港學界打字達人比賽

本校參與全港學界打字達人 2022。

•   STEAM DIY班衫設計及製作課程

學生從設計繪畫、到製作出班衫隊衣，都是同學認
真參與的成果。

•   AI 深度學習證書課程

讓學生認識人工智能系統的基本原則及道德考量，
幫助學生考獲AI900國際認可的證書。

•   AI Maker 智能創客課程

學生學習人工智能AI的知識及應用，並製作出創新
物品以解決生活上的問題。

積實學儲多能積實學儲多能

全港學界打字達人比賽全港學界打字達人比賽

STEAM DIY班衫製作STEAM DIY班衫製作STEAM DIY班衫設計STEAM DIY班衫設計

AI深度學習證書課程AI深度學習證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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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創新科技

獎項：獎項：

• 第24屆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專項獎（職業安全健康局）一等獎

• 大灣區STEM卓越獎   十佳學校

      高中組(人工智能)銅獎

      初中組(藝術科技)優異獎

• 青少年科學影像節(香港區)  優異獎

展潛能助解難展潛能助解難

第24屆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第24屆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大灣區STEM卓越獎大灣區STEM卓越獎
初中組(藝術科技)優異獎初中組(藝術科技)優異獎

青少年科學影像節(香港區)青少年科學影像節(香港區)

大灣區STEM卓越獎大灣區STEM卓越獎
高中組(人工智能)銅獎高中組(人工智能)銅獎

新界北校際電競賽車節新界北校際電競賽車節

大灣區STEM卓越獎 十佳學校大灣區STEM卓越獎 十佳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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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創新科技

青協社工培訓課程青協社工培訓課程

義工服務義工服務

學校義工團體金狀學校義工團體金狀

與社會福利署署長會面與社會福利署署長會面

義工：義工：

•   義工（團體）年度嘉許金狀

本校榮獲香港青年協會2021「義工（團體）年度嘉許金狀」。

• 與社會福利署署長會面

本校STEM義工小組獲邀與社會福利署署長會面，展示「元宇
宙」空間與社區人士互動，藉此帶出健全精神的概念。

•   青協社工培訓課程

本校學生獲邀請擔任編程軟件的培訓小導師。同學與超過四十位
參加者交流，獲參加者讚賞。

重實踐惠社群重實踐惠社群

STEM義工小組STEM義工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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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推廣
閱讀周之

「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欣賞會」
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豐富，多彩多姿，為了讓同學深入認識，圖書

館舉辦了兩次周會，初中級為手托木偶表演周會，高中級為變臉表演周

會。藉此機會讓同學欣賞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及寶貴的藝術價值。

初中手托木偶表演周會，表現嘉賓一邊講初中手托木偶表演周會，表現嘉賓一邊講
解，一邊示範解，一邊示範

初中同學親身體驗及操作手托木偶初中同學親身體驗及操作手托木偶

高中變臉周會十分熱鬧高中變臉周會十分熱鬧

表演精彩絕倫，表演精彩絕倫，
充滿視覺聽覺的享受充滿視覺聽覺的享受

變臉師傅走到台下與同變臉師傅走到台下與同
學互動，氣氛高漲學互動，氣氛高漲

初中級手托木偶表演周會初中級手托木偶表演周會

高中級變臉表演周會高中級變臉表演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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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周之
「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欣賞會」

閱讀周之 「民間智慧」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為令同學加強對祖國的認識，今年圖書館聯同

十五個不同的科目及組別，以「民間智慧」為題舉辦閱讀周。各科

先讓同學閱讀相關資料，再在禮堂設置攤位遊戲，藉此讓同學應用

所學的知識，親身感受古今中外的「民間智慧」。閱讀周內，各班

同學熱烈參與，從不同形式的攤位遊戲中，了解中國傳統文化。

企財科：分組閱讀「有限公司」起源的小故事企財科：分組閱讀「有限公司」起源的小故事

完成攤位遊戲後，同學開心換領心儀禮物完成攤位遊戲後，同學開心換領心儀禮物

家政科：認識涼茶的功效及宜忌家政科：認識涼茶的功效及宜忌

歷史科：兒時小玩意之跳紙青蛙、拋豆袋歷史科：兒時小玩意之跳紙青蛙、拋豆袋
及東南西北及東南西北

STEM、設技科：認識中國入榫建築方式STEM、設技科：認識中國入榫建築方式
的智慧的智慧

視藝科：速畫面譜，發揮大家的創意視藝科：速畫面譜，發揮大家的創意 通識、公民與社會發展、生活與社會科：通識、公民與社會發展、生活與社會科：
解讀面譜顏色的意思解讀面譜顏色的意思

科學科：從「洗冤錄」科學科：從「洗冤錄」
認識古時的驗屍智慧認識古時的驗屍智慧

音樂科：教授古代皇宮內編鐘的發展及知識音樂科：教授古代皇宮內編鐘的發展及知識

地理科：認識地震時的必備物資，以提高防護意識地理科：認識地震時的必備物資，以提高防護意識

表演精彩絕倫，表演精彩絕倫，
充滿視覺聽覺的享受充滿視覺聽覺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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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努力創設全方位的語文學習環境。除了日常課堂外，亦舉辦多元化的活動，讓學生多運
用語文，提升同學學習語文及普通話的信心和興趣。活動包括中華文化周、書畫班、戲劇欣賞
及攤位遊戲等。

中文科又與中史科、普通話科及圖書館於6月舉辦「尋找吾鄉的故事」大型展覽活動，透過圖文
並茂、選材富趣味性的展板，讓同學對自己及其他人的故鄉有更深入的了解，培養文化共融、
你我一家的觀念，加強同學對國家和民族的歸屬感。配合展覽，我們增設有獎問答遊戲，同學
投入參與，效果顯著。

此外，中文科亦鼓勵及指導同學參加不同的校外比賽，藉此提升同學運用語文的能力，加強個
人自信，比賽包括校際朗誦節、徵文比賽、標語創作比賽等。

建構語言環境建構語言環境
      促進文化共融      促進文化共融

同學參加校際朗誦節錄影 同學滿載而歸

尋找吾鄉的故事展覽

同學投入參與

徵文比賽獲獎同學

中文科

有關非華語同學的故鄉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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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語言環境建構語言環境
      促進文化共融      促進文化共融

A rich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environment 
can be created by organizing interesting 
activities. 

The school organized fun activities in the library 
to celebrate Halloween. Fake skeletons, spider 
webs, tarantulas and jack-o’-lanterns were put 
up in the library as decorations. Students of 
all classes participated in the activities during 
recesses and lunch time.

English Department organized an English 
week ‘Christmas is a Time to Love and 
Share’. Students enjoyed playing the activities 
like Christmas cards design competition, 
Separation Anxiety Game and English Radio. 
The department did not only promote the fun 
way to learn English, but also help learners 
foster positive values such as cooperation, 
unity, team spirits etc.

  

Ho Dao English ActivitiesHo Dao English Activities
英文科

Halloween library cafe

Separation Anxiety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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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ourney Fair

英文科

To help students develop outstanding speaking skills, the department organized Speak up Challenge regularly. In addition, English language teachers selected students to join in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Participants’ confidence and self-esteem were remarkably enhanced via frequent training and the authentic competition. 2 students walked away with Certificates of Proficiency and 13 students were awarded Certificates of Merit.  

   

Students also felt like learning English via watching 
movies during lunch break, followed by reading the 
film reviews concerned. Can you guess what kind 
of movie our students like most? 

Poster of  the English week 
“Christmas is a Time to Love 
and Share ”

Speak up Challenge - picture inferencing

Students got Certificate of 
Merit in Speech Festival

File review of  Lunchtime Movie

Christmas Card Game

Santa Clause is here to 
enjoy the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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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及公民教育

公開比賽公開比賽

校內比賽校內比賽

長者學苑長者學苑

許金龍和蘇文筠同學獲得元朗區公
民教育標語創作比賽優異獎

環保點子徵集比賽
            校長與得獎同學合影

老師及家長一同參與𠝹水仙球活動 長者學苑玻璃花球工作坊
長者展示玻璃花球製成品

感恩周感恩周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透過課程、活動及師生日常接觸三方面推行品德情意及價值教育。課程方面，設立
品德教育班主任課、嗇色園中學聯校德育課程，加強德育及個人成長教育。多元化活動包括：校園種
植計劃、環保講座及互動劇場、環保周等，過程中期望能提升師生的環保意識。另外，亦舉辦了感恩
周、探訪智友、長者學苑興趣班等，讓同學懂得尊重及接納他人。我們期望學生在完成六年的學習生
活後，能培養常存感恩之心，感受他人善意與關懷，並能加以回報，建立積極、有意義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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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及公民教育

環保周環保周

環保講座及互動劇場環保講座及互動劇場

種植計劃種植計劃

親子耕種活動親子耕種活動

環保周展板 環保周攤位活動 老師和同學積極參與問答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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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探索 多元發展
為讓同學對視覺藝術加深認識，加強對藝術的審美觸覺，視覺藝
術科透過不同的訓練，讓同學從個人創作及欣賞藝術等方面學習
視覺藝術。同學在學習之外，亦參加不同類型的比賽及展覽，吸
收經驗，其中包括海報設計比賽及視覺藝術作品展，同學在多項
藝術比賽中，屢獲佳績。

海報設計比賽：優異獎  
教育局學生視覺藝術作品展：金獎 

教育局學生視覺藝術作品展：嘉許狀 面具設計比賽：入圍獎 

吉祥物設計比賽：中學組優異獎 抗疫英雄繪畫比賽：多名獲獎同學

視覺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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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
翩翩舞姿   見證訓練成果翩翩舞姿   見證訓練成果

為讓同學對舞蹈藝術加深認識，增加興趣，舞蹈組舉辦多元化的訓練，讓同學從學習中體會舞蹈藝術
的精髓。學習舞蹈，除陶冶性情外，亦可鍛煉體格；除訓練外，同學亦參與多項校外公開比賽，其中
包括第五十八屆學校舞蹈節及第4屆鳳凰盃，同學在各項比賽中獲得優異成績，令人鼓舞。

中國舞 (獨舞) 優等獎 現代舞 (三人舞)  優等獎

中國舞 (獨舞)
 甲等獎 

中國舞 (獨舞) 甲等獎

中國舞 (三人舞)甲 等獎    

中國舞 (群舞) 甲級獎 中國舞(群舞)甲級獎 街舞及爵士舞(群舞)甲級獎

現代舞 (三人舞) 金獎 現代舞 (三人舞) 銀獎 中國舞 (獨舞) 銀獎 

中國舞 (獨舞) 銀獎    中國舞(獨舞)銀獎 中國舞 (三人舞) 銀獎 

學校舞蹈節學校舞蹈節

鳳凰盃鳳凰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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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操樂團步操樂團
步操樂團及中樂團

本校步操樂團在藝術教育上也擔當重要角色，透
過一連串的培訓活動及公開演出，幫助學生拓闊
藝術視野、陶冶靈性，建立自信。

可道中樂團的成立宗旨為培養同學對中樂的興趣並發揮同學的音樂潛能，提高個人演奏技術之外，同
時學習與人合作，培養團隊精神。現時開設了琵琶班、古箏班、揚琴班及二胡班等，讓同學有更多的
機會接觸到不同的中國音樂和樂器。

每位同學都努力練習，展望未來能演奏更多動聽樂章，讓更多人愛上中樂。

中國舞 (三人舞)甲 等獎    

可道中樂團可道中樂團

二胡班二胡班

揚琴班揚琴班
琵琶班琵琶班

古箏班古箏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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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辯論學會分為粵語組和華語組，通過辯論提升同學公開演
講和表達個人意見的能力和自信。同學多次參與本地和國際辯
論比賽，表現深得評判的肯定，去年本校更取得第一屆香港華
語辯論挑戰盃亞軍，同學的自信與演說技巧在比賽中有顯著的
提升。本學年，辯論學會將會繼續積極與本地和內地、馬來西
亞等地的同學以辯會友，讓同學能深造談吐方式及表達技巧、
鍛煉思維、增強自信、擴闊視野。

思維敏捷  雄辯滔滔思維敏捷  雄辯滔滔

辯論學會

「星佑盃」中小學中文辯論友誼賽 優勝隊伍「星佑盃」中小學中文辯論友誼賽 優勝隊伍

第一屆香港華語辯論學界挑戰盃 亞軍第一屆香港華語辯論學界挑戰盃 亞軍

辯論學會部分會員辯論學會部分會員

放學後備戰比賽放學後備戰比賽

第八屆縱橫盃國際華語辯論賽分組賽 第八屆縱橫盃國際華語辯論賽分組賽 
最佳辯手 2D葉蔚霖最佳辯手 2D葉蔚霖

比賽情況比賽情況

「鄧宗偉主席盃」中學辯論比賽初賽 「鄧宗偉主席盃」中學辯論比賽初賽 
最佳辯論員 5C鄧可姿最佳辯論員 5C鄧可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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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經營

第一屆香港華語辯論學界挑戰盃 亞軍第一屆香港華語辯論學界挑戰盃 亞軍
又唱又跳      師生同樂又唱又跳      師生同樂

班主任為同學伴奏   場面溫馨班主任為同學伴奏   場面溫馨

班際地壺比賽班際地壺比賽

不惜工本   皇帝也來了不惜工本   皇帝也來了

班際划艇比賽班際划艇比賽

獲「我最喜愛表演獎」的班別獲「我最喜愛表演獎」的班別

辯論學會部分會員辯論學會部分會員

放學後備戰比賽放學後備戰比賽

為班名譽  合作無間  師生同樂為班名譽  合作無間  師生同樂

聖誕前夕，舉行「班際聖誕才藝比賽」，讓同學在繁重的課業裡得以放鬆身心之餘，又可展
現唱歌及跳舞等藝術才華；各班為爭奪榮譽，努力綵排及備戰，花盡心思，間接加強全班的
凝聚力和歸屬感。此外，校方又舉辦「班際划艇比賽」及「班際地壺比賽」，參賽的同學合
作爭勝，欣賞的同學也異常投入，歡呼聲不絕，氣氛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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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劃組透過舉辦不同類型的升學及就業輔導活動，
如：升學講座、職業探索、參觀大專院校、工作見習計
劃、參觀企業、全級中六及其他小組輔導活動等，協助學
生了解自己、發掘潛能；繼而認識社會，及早訂立人生目
標。本年舉辦的活動有「劍玉體驗工作坊」、「競獅團體
驗工作坊」及「笑旅時代- 笑話體驗工作坊」，同學投入參
與，獲益良多。

開闊眼界  發掘個人興趣開闊眼界  發掘個人興趣

生涯規劃

劍玉體驗工作坊劍玉體驗工作坊

導師先介紹玩劍玉的基本招式導師先介紹玩劍玉的基本招式

學生學習基本舞獅打鼓法學生學習基本舞獅打鼓法

競獅團體驗工作坊競獅團體驗工作坊

笑話體驗工作坊笑話體驗工作坊

學生學習把玩劍玉基本技巧學生學習把玩劍玉基本技巧

學生學習舞獅的步法學生學習舞獅的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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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本著「家校同心，學子受惠」的宗旨，促進家庭與
學校之間的溝通和合作，家長們關心其子女的健康成長及學校
的發展，積極參與學校活動。

第十三屆(2021-2023)家長教師會於2021年10月成立，本屆的家
長教師會委員已為大家服務一年，為了促進學校與家庭之間的
聯繫，並提高家長與家長之間的互相合作精神。家長教師會委
員在疫情影響下，仍積極籌辦了不同類型的活動，包括：周年
會員大會暨中一及中二級家長晚會、「親子溝通」講座、「少
年飲食與情緒」講座、家長「飛鏢活動體驗」、「地壺球活動
體驗」、「泰式甜品製作體驗」、「手力急救證書課程」等。

此外，本會亦籌辦家長義工計劃，凝聚了一眾熱心的家長，積
極參與校內及校外的義務工作。例如：與柏雨長鄰舍中心合辦
「水仙球切割班」，於春節送贈長者們水仙花，回饋社區及關
懷老人。還有，家長委員透過協助「中一新生註冊日」、「可
道資訊日」等，與學校之間已建立和諧的伙伴合作關係，讓莘
莘學子受惠。

家校同心  學子受惠家校同心  學子受惠
家教會

中一新生註冊日，向中一新生的中一新生註冊日，向中一新生的
家長講解本校的教學特色家長講解本校的教學特色

第十三屆(2021-2023)家長教第十三屆(2021-2023)家長教
師會主席蔡德志先生師會主席蔡德志先生家長飛鏢活動體驗家長飛鏢活動體驗

可道資訊日可道資訊日
家長小組分享家長小組分享

家長手力急救證書課程家長手力急救證書課程

第十三屆(2021-2023)家長教第十三屆(2021-2023)家長教
師會成立典禮師會成立典禮

家長泰式甜品製作體驗家長泰式甜品製作體驗家長地壺球活動體驗家長地壺球活動體驗

水仙球切割班水仙球切割班
參加家長和老師大合照參加家長和老師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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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聯繫

為加強區內小學生及家長對本校的認識，讓坊眾對本校的
學習環境及教學理念有更多了解，本校於2021年12月舉行
了「可道資訊日」，對象是小學生及家長，活動內容非常
豐富，包括講座部分、本校家長與小學家長作經驗分享、
學生課堂體驗活動、參觀校園、與校長和老師傾談等。

此外，本校聯同香港大學電子學習發展實驗室及AiTLE資訊
科技教育領袖協會，透過中學發展編程的經驗，舉辦全港
「小學創科VR/AR 設計比賽（TIDA）」，亦提供親子共同
學習的機會，鼓勵家長培育子女對 STEM 的學習動機。

從心出發   回饋社區從心出發   回饋社區

鄒志文校長向參與者講解本校特色

本校家長與小學家長作經驗分享
STEM課體驗

設計與科技課體驗

學生體驗遊戲編程 實驗講解

總共44所小學、123隊及608學生參與 學生化身成為小導師教授小學生

小學比賽小學比賽

可道資訊日可道資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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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Teen大使伴成長 樂Teen大使伴成長       
 融洽友愛遍校園 融洽友愛遍校園

實驗講解

學生化身成為小導師教授小學生

輔導組

中六 ZOOM 惜別會中六 ZOOM 惜別會

樂天大使樂天大使

樂天大使城市遊蹤樂天大使城市遊蹤

全校關愛行動  送禮物給工友全校關愛行動  送禮物給工友

樂天大使訓練樂天大使訓練

模型製作班模型製作班
飛鏢班飛鏢班

樂天大使與社工樂天大使與社工

輔導組的領袖生「樂Teen大使」計劃，學長們
以大哥哥、大姐姐身份協助中一同學適應中學生
活，及協助營造校園關愛氣氛，效果顯著。本年
活動多元而且針對不同學生的需要，包括舉辦 
「模型製作班」和「飛鏢班」，讓同學建立健康
的自我形象，培養學生的專注力和抗逆力；安排
廉政互動劇場到校，提昇同學對貪污禍害的認
識；參與明愛「情性天地」計劃，透過性教育課
程提升同學的性知識；籌辦全校性的心理健康評
估、邀請生命熱線合辦「愛．生命」講座，與學
生成長組合辦的中五級靜觀課程；為中六級同學
安排的「情繫可道」惜別會，有效增強學生對學
校的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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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鄒志文校長  林志強副校長
編輯：余勇威老師   鄺淑芬老師  劉淑妍老師  官恆珀老師  何德偉老師

編輯委員會編輯委員會

意見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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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欲取得更多本校資訊，亦可瀏覽本校網頁：
http：//www.hodao.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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