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觀美國太空總處

通訊可
2012 ﹣ 2013

本校中五級學生吳衛文、陳澤佳及莫偉賢組隊於 5 月 8 日至 14

日代表香港遠赴美國，參加由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科學創意中心推薦

的「第 6 屆國際可持續發展項目奧林匹克競賽」(The 6th International 

Sustainable World‘Energy, Engineering & Environment’Project 

Olympiad)，在 68 個參賽國家共 575 隊中獲得優異獎。

是次比賽在美國德州舉行，以「能源、工程和環境」為主題，同

學們利用銅的殺菌特性，製造出「食物防腐機」(Food Preservator)。他

們需要用英語向外國評判講解此裝置的設計特點及實驗結果，並回答

評判的提問，同學要表現自信，講解清楚始能獲得評判之垂青。

參賽學生從這次科學比賽中獲益良多，他們期望日後可在科學方

面繼續發展，貢獻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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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得優異獎向參觀賽事學生講解作品

全體獲獎者與頒獎嘉賓及老師合照

與韓國隊伍合照
在比賽場地與其他國家

參賽者合照

第 6 屆國際可持續發展項目奧林匹克
競賽得獎者與頒獎嘉賓合照

獲獎學生合照

道

本校學生赴美
參加國際可持續發展項目奧林匹克競賽

勇奪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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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 黎文健、5D 韋漢陞和 5E 譚浩言

以發明品「靜電除菌機」參加了 2013 年

香港青少年創新科技大賽，於物理及工程

組勇奪亞軍。是次比賽共有 101 間中學參

加，研究品和發明品數目多達 161 份，這

個獎項可說是得來不易。韋漢陞同學在暑

假更會代表香港到南京參加全國青少年創

新科技大賽，與來自不同地區的青年交流

學習。

2013年香港青少年

創新科技大賽
向參賽同學介紹發明品

在數碼港大樓進行頒獎禮

得獎同學上頒獎台合照

比賽場地

發明品 -- 靜電除菌器

香港城市大學校長郭位教授頒獎予本校同學

得獎同學與彭校長及老師合照

比賽前師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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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級制服團隊於 5 月 18 日 ( 六 ) 在學校舉行聯合匯操
及頒獎禮。學員透過整學年的艱苦訓練，培養認真、努力不懈
的精神，實在令人讚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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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服隊伍 傑出學員 傑出領袖

紅十字會青年團 1C 陳曉澄 4D 陳惠冰

童軍 1A 周   喬 4B 劉尉濤

女童軍 1D 詹文茵 5E 李斯婷

少年領袖團 1D 洪揚一 4E 陳宇軒

銀樂隊 1C 黃雪兒 4E 周俊鋒

銀樂隊傑出學員

1C 黃雪兒分享感受

銀樂隊表演

盧校監進行檢閱儀式

童軍傑出學員 1A 周喬

少年領袖團

1D 洪揚一分享感受 少年領袖團槍操表演

女童軍傑出學員 1D 詹文茵 3



中二級冠軍 2E 鄧俊朗

中二級季軍 2D 陳佩怡

中一級冠軍 1B 黎文迪

中一級季軍 1C 何詩詠

中二級亞軍 2B 黃振華

演講

中文
為了提高初中同學的演說能力，讓同學間互相觀摩學習，

中文科於 5 月 10 日舉行初中級演講比賽，參賽同學來自中一及

中二級，每班或每組由任課老師挑選同學參賽。中一級的講題是

「談禮貌」，中二級是「時間就是生命」。比賽結果如下：

中一級

冠軍 1B 黎文迪

亞軍 1D 朱月僮

季軍 1C 何詩詠

中二級

冠軍 2E 鄧俊朗

亞軍 2B 黃振華

季軍 2D 陳佩怡

中一級亞軍 1D 朱月僮

中一級各參賽者與校長及科主任合照

中二級各參賽者與校長及科主任合照

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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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級

冠軍 2E 鄧俊朗

亞軍 2B 黃振華

季軍 2D 陳佩怡

English 
Activities  

2012-2013

English Café

English Speaking Day

English Camp

S.2 Joke Sharing

Smart Canteen

Book Review Presentation

S.1 Story Te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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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進一步培育學生的數學能力，數學科與教育局

資優教育組合作，用課堂以外的時間為學生進行校本

抽離式的數學增益課程，透過額外的學習機會，包括

應用統計學、分析人造衞星遙感影像，以及應用地理

訊息系統 (GIS) 相關軟件處理來自不同機構所得的公

開數據，整理一份研究報告，藉以培養學生的探究及

自學能力。

參與該計畫的學生包括 4E 邱釔澤、鄭智祥、周

俊鋒、鄭鴻鈞、吳家傑和梁培聰。他們以「影響租金

的因素」為題，探討學校鄰近區域的英文中學、勞動

及非勞動人口的分布、海景及各行業的就業情況對樓

宇租金的影響。

2012/13
抽離式校本數學

資優培育計畫

匯報研究的內容參觀香港中文大學太空與地球信息科學研究所

報告完成及頒發證書

應用地理訊息系統 (GIS) 相關軟件工作坊 討論影響租金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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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立法會綜合大樓
通識科與德育及公民教育組於 4 月 27 日帶領 23 位中五級同學到

新的立法會綜合大樓參觀。活動旨在提高學生對立法機關的工作的認

識，引發學生的社會及政治意識。當日參觀立法會綜合大樓的會議設

備及教育設施，包括：會議廳的公眾席、觀景廊、教育活動室、歷史

長廊等。同學對大樓內的設施均感興趣。

為了加深同學對制定法律過程的瞭解，以及認識立法在社會的

重要性，立法會秘書處設計了一個角色扮演活動，讓同學透過扮演

不同的角色（當天同學分別扮演了立法會主席、秘書、教育局局長

及議員），就「學校應否全面推行電子課本」模擬草案進行辯論和

表決，同學表現投入認真。

同學認真聆聽導賞員的介紹

學生來張大合照

5D 吳衛文扮演教育局局長，游說
議員有關使用電子課本的議案。

同學對立法會內的展覽品均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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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中 班
級

經 營

「班級經營」活動集中在中一至中二級，

期望通過一系列的集體活動，建立同學們對班

的歸屬感。活動豐富多樣，包括「挑戰營」、

「慈善義賣」、「生日祝福」等，其中「班際

跳大繩比賽」、「班際壁報比賽」、「班際接

力比賽」更以競技比賽的形式進行，讓師生一

起發揮團結精神，增進師生感情，令學生愛班、

愛校、愛學習。

「愛心魔術小手帕」慈善義賣

中一及中二級班際壁報比賽得獎班級代表與彭校長合照

中一挑戰營

中一級班際接力冠軍 1C 班

中一級跳大繩比賽得獎班級代表合影 中二級跳大繩比賽

中二級跳大繩比賽得獎班級代表合影

壁報設計比賽中一級
冠軍 1C 班

壁報設計比賽中二級
冠軍 2E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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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及中二級班際壁報比賽得獎班級代表與彭校長合照

中二級跳大繩比賽

情繫可道
      中六級惜別活動

為送別應屆中六同學，輔導組和啟發潛能教育組舉辦惜別活動。臨別依依，同學用心聆聽彭校長

及班主任的叮嚀和祝福，各班同學亦費盡心思，一起高歌、一起唱和，活動在既溫馨又熱鬧的氣氛下

圓滿結束。在此衷心祝願畢業同學鵬程萬里，諸事順遂。

同學看得多投入

大合唱

彭校長致勉詞

全體中六同學與校長及老師來張大合照

同學用心傾聽

歌唱表演

班主任贈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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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橋嘉年華
本校於 1 月 19 日 ( 六 ) 假洪水橋靜態公園舉行嘉年華，

以遊藝嘉年華的形式向區內坊眾提供娛樂活動，促進建立

和諧及富特色的洪水橋社區。當天除了有不同的表演外，

還設有數理、視藝的攤位，提供有趣的玩意予坊眾耍樂，

務求寓學習於娛樂。臨近新歲，製作新春擺設、書寫揮春

的攤位更大受歡迎。

泡泡樂：利用竹枝工具蘸上肥皂水，即可
拉出不同形狀的肥皂泡。

盧燊河校監致辭

新春擺設攤位：只要利用紅封包，花點心思，
即可製成獨一無二的小擺設。

嘉賓主持剪綵儀式

銀樂隊表演

空氣炮

光碟陀螺攤位

台上比賽情形10



社際學術時事
常識問答比賽

「社際學術時事常識問答比賽」於 5 月 15 日

( 星期三 ) 第五及第六節舉行，最終綠社取得 730

分，以 10 分之差力壓紅社勇奪冠軍，而紅社 (720

分 ) 及藍社 (660 分 ) 分別奪得亞軍及季軍。比賽

由教學支援組、資訊科技發展組及課外活動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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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事除以簡報投映題目之外，亦

設有電子計分牌、時間倒數提示及參賽者近鏡追

蹤，場面氣氛熱烈，台上及台下的社員均全神貫

注，投入賽事。

冠軍隊伍 ( 綠社 ) 與彭校長合照

參賽社員商討答案

台上比賽情形

台下學生參與迷你擂台情況

台下學生熱情投入 11



香 港 學 校 戲 劇 節

《聲音》
戲劇學會第一次體驗新的舞台表現形式──小劇場。

學校的戲劇表演一般都會在禮堂的舞台上舉行，今年我們迎來新挑戰，在七樓的活動室以小劇場

的形式進行比賽。小劇場的好處，在於能拉近觀眾與演員間的距離，使觀眾觀劇時的感受更強。

由台前至幕後，本年度有三位中一新成員，同學們對是次表演形式感到很新鮮，燈光與平日不同，

燈區的轉換亦更豐富，對營造氣氛有較強的感染力。至於劇本題材，本年度探討人們對未知的恐懼，

面對生死、探索內在的自我、與家人的溝通等，是本劇的重點所在。

12



本校組織了一隊「閱讀大使」，負責推廣閱讀，培養校

園的閱讀風氣；同時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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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讀．閱讀」展板、早

會好書推介、中一級中文閱讀匯報比賽、世界閱讀日的認識

等；今學年再次進行「跨科主題閱讀」，讓各科可以透過相

同的閱讀主題，把學生引領更深更廣的閱讀世界，以建立「閱

讀齊參與」的校園文化。另外，本校亦與區內的小學合作，

推行「跨校共讀活動」，希望透過不同形式的交流活動，藉

以推廣閱讀風氣。

推廣閱讀

閱讀標語創作比賽的六位得獎同學

中一級中文閱讀匯報比賽

前往寶覺分校參加跨校共讀活動

同學正參與急口令比賽

專題書展 與愛同行

書展

閱讀大使

跨科主題閱讀

主題 參與科目

愛國精神 中文、中國歷史、歷史

生活品味 通識、視藝、音樂、地理

有趣的科學 科初、物理、化學、生物

精打細算 經濟、旅遊與款待、會計與財務概論

健康至上 英文、家政、體育

科技新領袖 電腦、設技、數學

閱讀大使進行閱讀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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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
服務

義工服務組一直鼓勵同學參與義工服務，善用餘

暇，服務社區，建立良好品德。本校在各級推行了不

少義工活動，令同學發揮潛能。

中一級各班都參與了不同機構舉辦的義工服務，

如 : 2013 奧比斯利是獎券義賣 (1A 班 )、長者愛心券

義賣 (1B 班 )、聖公會聖基道兒童院「聖基道．愛心」

朱古力義賣 (1C 班 ) 、脊髓肌肉萎縮症慈善基金「愛

心魔術小手帕」慈善義賣 (1D 班 )，各班表現投入。

此外，中二級同學在「服務學習課」中，能認識

社會上不同需要的人士，更有機會出外參觀社福機構

及帶領活動，擴闊同學眼界，並建立同理心。

高中方面，老師致力培育義工領袖，在校內及

校外讓同學多發揮領袖的角色。本年度，部分中四級

參與義工領袖培訓計劃，透過生命導向課程及攀登課

程，認識自我，挑戰自己，提升自信，反思生命。

1B 班同學義賣長者愛心券

中四義工領袖訓練 - 攀石訓練
中四義工領袖訓練 -

攀登課程

1C 班為孤兒院義賣朱古力

1D 班同學到天水圍義賣「愛心魔術小手帕」

「護腦起動——老幼齊動腦」遊戲設計比賽 -
初中組亞軍

中一級同學與長者一起擔任社區活動司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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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級同學與長者一起擔任社區活動司儀

優化地區環境　作可持續發展

本校環境教育組以元朗及天水圍作測試點，針對不同用途的樓宇進行一系列的研究調

查，收集利益相關者（使用者、商戶等）和地區代表人士的意見和建議，製作研究報告，

然後向社區發佈，以實際行動減少碳排放，紓緩全球暖化現象，循可持續發展方向邁進，

改善社區能源浪費的情況，培養學生關心社區事務，及對社區的歸屬感。

打造綠色教育平台　建設低碳環保校園  推廣環保訊息

本校又利用早講、周會、晨讀時段、展板製作來宣揚環保訊息，並提供最新的環保資

訊；同時透過學生環保大使計劃、廢物分類回收計劃、戶外考察等活動，讓學生能通過反思，

重新審視自身的生活態度，奉行節約，珍惜資源，藉此建立低碳校園。環境教育組在校園

內的【綠頂上的能源教室】及【再生能源長者教育中心】定期舉行環境教育工作坊，邀請

大學教授或專業人士主持，供區內及區外的中小學師生、長者、家長等參與，肩負向坊眾

宣揚節能減排的訊息，把本校打造為綠色教育平台，倡導綠色生活。

環境教育
參觀九龍灣零碳天地

訪問區議員關於天水圍
節能減排情況

訪問盧校監關於香港的
環保建築

長者參觀濕地公園

長者環境教育與
護生課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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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同心創未來

本校家長教師會已成立十五載，家校合作無間，家長

們均關心學校發展，積極參與活動。而家長教師會舉辦多

元化活動，促進家校合作與溝通，貫徹「家校同心育良才」

的目標。

教長者製作手工小玩意

繽紛美食迎新春

家教會送給校董會的手工藝品

家長義工協助主持嗇色園廟會攤位遊戲

陸運會為啦啦隊評分

遊覽 1881 前水警總部

家長及校董春茗晚宴

親子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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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可道中學  
   昨天妳的關愛．培育
      今天我的回饋．延續

回饋母校
校友會獎學金

1. 校友會梁就娣獎學金

2. 校友會獎學金

回饋母校
升學就業講座

1. 升學講座

2. 就業講座

3. 勇敢夢就業輔導
活動

關愛延續
校友會社區義工隊

校友會梁就娣獎學金 校友會獎學金

籌備升學就業講座

校友會社區義工隊

岑瑞琪校友

(2012 年浸會大學畢業 )

「就讀可道中學獲益良

多，感受盡在不言中。期望畢

業後能為母校出一分力，增加

校友對母校的歸屬感。」

梁漢傑校友

(2004 年畢業，後到英國、

澳洲升學 )

「雖然離開可道到外國升

學這麼多年，但是對可道的感

情卻有增無減，每次放假返港

都會到母校看看。我希望將外

國吸收到的文化和學到的知識

帶到母校裡，從而令可道學生

的視野開拓得更廣闊，並了解

更多外國的文化。」

馬潔茹校友

(2002 年畢業，現為公務員 )

「可道送給我的不只是課

本上的知識、學習上的回憶，

而是令我明白到自己的不足，

從而改善、改過，使我一天比

一天進步。即使每天只比昨天

進步 0.1 分，只要努力堅持，

我相信定能步向豐盛人生。」

袁瑞玲校友

(2009 年中文大學畢業，現職

行政工作 )

「轉眼畢業數年，仍難忘

在可道的七年愉快校園生活。

當中，我認識了不少朋友，並

得到各老師的親切對待及信

任。可以說，我對可道中學有

很大的歸屬感。我願意為各位

可道同學、畢業生付出一分

力。」 17



校園剪影

參觀中華廚藝學院

參觀金管局資訊中心

第 49 屆學校舞蹈節

綠社勇奪啦啦隊總冠軍

參觀香港浸會大學嗇色園廟會活動

理科雙周

盧校監出席學校舉辦的行業分享講座

嗇色園聯校運動會 -
男子組勇奪團體總冠軍

嗇色園聯校頒獎禮

嘉道理農場考察

18



導盲犬與義工合照

意大利千層麵製作班

學生急救班

第 49 屆學校舞蹈節

參觀香港浸會大學

藍社蟬聯陸運會全場總冠軍

二樓走廊壁畫
三樓走廊壁畫

女童軍原野烹飪

中一全接觸迎新活動
大埔鄉郊考察

服務學習參觀

嗇色園聯校頒獎禮

19



少年領袖團畢業典禮

師生籃球賽 班際划艇接力賽

班際普通話歌唱比賽

班際羽毛球賽

長者探訪活動

初中學習技巧分享會家教會電腦工作坊

台北環保考察團

中央駐港聯絡辦副主任林武接受校園記者關於嗇色園廟會的訪問

班際三人籃球賽

20



初中學習技巧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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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組
男子組詩詞獨誦
1D 梁博文 
1D 劉漢斌

冠軍
優良

女子組散文獨誦
1C 賴雯嘉 優良

粵語組
男子組詩詞獨誦
1A 周喬、1C 陳嚼暉、1D 陳祖耀
1A 謝天佑、1C 王澤楷、 1C 黎翰庭、
2E 張文浩、2E 譚來希

優良
良好

男子組散文獨誦
3D 鄭榮傑 良好

女子組詩詞獨誦
1C 郭倩彤、2E 駱嘉慧、3D 梁淑儀、
3D 戴冠儀、4D 余翠玲

良好

女子組散文獨誦
5D 傅寶珊、5D 陳欣怡
1D 朱月僮、2E 周珮筠、3E 鍾悅晴、
3E 林靜彤、3E 林靖婷

優良
良好

元朗區家庭生活教育
宣傳運動工作小組、

元朗區議會
「愛．感恩」金句創作比賽 4E 吳家傑 中學組優異獎

中國僑聯、全國台聯、
人民日報海外版、

中國國際廣播電台、
中央電視台、

《快樂作文》雜誌社

第十三屆世界華人作文大賽 2E 鄧俊朗
香港賽區
三等獎

聰穎教育
My Smart Chinese

啟慧中國語文網上閱讀計劃
2E 李曉霖、3D 葉嘉文、4E 邱釔澤

全年度聰穎
電子學習
世紀之星

普通話科 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
第十五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

演講比賽 2013 
3E 胡   婷、4E 邱釔澤
3E 許雲烯、3E 俞嵩琳

優異星
良好獎

英
文
科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64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1C Kwok Sin Tung
1C Ho Sze Wing
1D Lau Hon Pan
3D Cheung Yuen Kiu
4D Wong Man Ching
5E Xiao Junfeng
1C Lai Hon Ting
3D Leung Shuk Yi
3E Lam Ching Ting
3E Lam Ching Tung
3E Yu Sung Lam Eileen
4D Choy Ngan Wai 

Certificate of Merit 
Certificate of Merit 
Certificate of Merit 
Certificate of Merit 
Certificate of Merit 
Certificate of Merit 

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 
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 
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 
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 
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 
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

校外榮譽

( 2012 - 2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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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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
香港學校音樂教師協會 

2013 全港中英文歌唱比賽
( 決賽 )

中學隊際組 ( 男聲合唱 )
中學個人組－ 2D 李功榮
公開個人組－ 4D 胡瑞琳

優異
優異
優異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65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聲樂獨唱－中文歌曲
14 歲或以下 ( 女聲 ) 
2E 駱嘉慧、3E 林靜彤
2E 黃敏希、3E 林靖婷
3E 鍾悅晴

良好獎狀
優良獎狀

冠軍

聲樂獨唱－中文歌曲
14 歲或以下 ( 男聲 )
1D 陳祖耀、1D 梁博文、2E 陳智朗、
2E 林知樂、2E 譚來希
1D 劉漢斌、2D 李功榮

良好獎狀

季軍

聲樂獨唱－外文歌曲
16 歲或以下 ( 男聲 )
4E 黃瑋傑、4E 陳宇軒 優良獎狀

聲樂獨唱－中文歌曲
16 歲或以下 ( 男聲 )
2E 鄧俊朗
4E 黃瑋傑、4E 陳宇軒

良好獎狀
優良獎狀

聲樂獨唱－外文歌曲
16 歲或以下 ( 女聲 )
4D 胡瑞琳 優良獎狀

聲樂獨唱－中文歌曲
16 歲或以下 ( 女聲 )
4D 胡瑞琳
4D 羅泳欣、4E 劉嘉欣、4E 陳琳婷、
4E 鄺泳詩

優良獎狀
良好獎狀

小號獨奏
中學初級組
4E 周俊鋒 優良獎狀

長笛獨奏
中學初級組
3E 文玉婷 良好獎狀

體
育
科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元朗區中學校際田徑賽 

3B 曾兆烽、4B 羅振華、4E 歐志翔、
5C 黎文健、5D 韋漢陞、5D 吳衛文、
5D 陳軍洛、5E 劉熙麟、5E 莫偉賢、
5E 譚浩言、5E 陳澤佳、6A 麥煥章、
6B 羅振龍、6B 江曉樺、6B 張錦良、
6E 楊漢能、6E 張栢軒

男子甲組團體季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元朗區中學校際田徑賽 
1B 陳斯朗、1C 黃文陶、2A 袁日朗、
2B 李海龍、2B 邱浩勤、2C 李家富、
2C 李溢朗、2D 吳浩軒

男子丙組團體亞軍

嗇色園
嗇色園中學第四屆

聯校運動會 

1B 陳斯朗、1C 黃文陶、2A 袁日朗、
2B 李海龍、2B 邱浩勤、2C 李家富、
2C 李溢朗、2D 吳浩軒、3B 曾兆烽、
4B 羅振華、4E 歐志翔、5C 黎文健、
5D 韋漢陞、5D 吳衛文、5D 陳軍洛、
5E 劉熙麟、5E 莫偉賢、5E 譚浩言、
5E 陳澤佳、6A 麥煥章、6B 羅振龍、
6B 江曉樺、6B 張錦良、6E 楊漢能、
6E 張栢軒

男子組團體
總冠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元朗區中學校際足球賽 

1A 潘衍辛、1B 陳斯朗、1B 鄧浚傑、
1B 周子揚、1B 梁凱喬、1B 梁永豪、
1C 黃文陶、1D 謝旻希、2A 朱穎熙、
2B 李海龍、2C 李溢朗、2D 黎民健、
2E 譚來希、2E 張文浩

男子丙組冠軍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
張煊昌中學

陸運會友校接力邀請賽 5C 黎文健、2B 李海龍、3A 曾煒軒、
1C 魏炳坤

男子組冠軍

22



科 / 組 主辦機構 參加項目 獲獎學生 獲取獎項

視
覺
藝
術
科

傳藝學院 
2012 年度

全港傑出視藝學生選舉

6D 張紫柔

6D 潘小珊、6D 張紫柔、6A 李豐樺

全港傑出視藝
學生大獎

傑出視藝學生
創作獎

綠色力量
「放駕一天」

減碳行動海報設計比賽 
5D 歐家堯 中學組優異獎

元朗區撲滅罪行委員會
元朗區禁毒

 T-shirt 設計比賽

5D 張鎧堯
4D 鄧梓慧
4B 陳嘉慧

中學組亞軍
中學組季軍

中學組優異獎

創新科技處
「創新科技嘉年華 2012」
攝影比賽－「光影之夜」 

5E 陳進杰 中學組亞軍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 屯門 ) 建築素描寫意日素描比賽 5D 歐家堯 優異獎

教育局資優教育組
「薈萃館」玻璃外牆

設計比賽 
5B 曾瑋琪、5C 翁倩美、5E 陳進杰 中學組優異獎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全港學屆

「光之藝術」創作比賽 

4C 莫劍鋒
4A 張嘉澄、4B 陳嘉慧、4D 鄧梓慧
4C 張海盈

中學組季軍
中學組優異獎

中學組入圍作品

香港版權影印授權協會 尊重知識版權標誌設計比賽 4B 陳靜儀、5B 孔進康、5B 黃婉瑤 中學組優異獎

香港設計中心
從「設計思維」出發－

香港國際博物館日
吉祥物設計比賽 

4B 林海娥、5D 陳嬋媛
最後 30 強及
最佳演繹大獎 

meetpoint 主題角色 T-shirt 設計比賽 6B 黎健珊
識得欣賞獎及
懂得分享獎 

APM 
apm 全城 love mama

設計繪畫比賽 
6B 黎健珊 中學組優異獎

國家地理頻道 攝影大賽 2013 5E 陳進杰 入圍作品四張

元朗足球會 會徽設計比賽 5B 簡浩賢、5C 楊浩德 中學組優異獎

理
科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
科學創意中心 

2013 香港青少年
科技創新大賽 

5C 黎文健、5D 韋漢陞、5E 譚浩言 物理及工程組亞軍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
科學創意中心

第 6 屆國際可持續發展項目
奧林匹克競賽

5D 吳衛文、5E 莫偉賢、5E 陳澤佳 優異獎

教育局資優教育組 網上學習課程 ( 地球科學 ) 2E 譚來希、2E 陳智朗 第一級證書

升學
就業
輔導組

羅氏慈善基金、教育局 高中應用學習獎學金 6B 廖見贏
高中應用學習

獎學金

義
工
服
務
組

賽馬會耆智園
「護腦起動 －

老幼齊動腦」遊戲設計比賽 
2E 張文浩、2E 黃敏希、2E 黃啟嵐、
2E 陳裕珠、2E 李曉霖

初中組亞軍

社會福利署 義工運動 5D 楊家裕、5D 傅寶珊 銅狀

教育局 公益少年團 

1B 黎文迪、1C 江詩琪、1D 鍾雪汶、
1D 詹文茵、1D 邱靜

中學基本級 
( 黃色徽章 )

3E 陳鳳慧、2E 陳裕珠
中學初級

( 綠色徽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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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委員會

顧	 問：彭惠蘭校長、鄒志文副校長

編	 輯：徐笑珍老師、官恒珀老師、林惠容老師、林慧琴老師、趙星老師

校園記者：4C葉翠芳、4D胡瑞琳、4D蔡雁慧、2E 周珮筠、2E 陳裕珠、2E 禤琳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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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 / 組 主辦機構 參加項目 獲獎學生 獲取獎項

棋
藝
學
會

新界西象棋會
屯門中國象棋爭霸戰 2012

屯門中國象棋學界賽－
中學組

6E 林偉墩、6D 龔卓賢、6D 文駿鳴、
6B 鍾順發、4D 邱浩斌、2A 陳弘毅、
1B 葉志倫

團體冠軍

海洋音樂藝術教育中心、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

鄧兆棠中學

棋道盃第三屆
全港中國象棋比賽

2A 陳弘毅、1B 葉志倫、1C 陳家偉、
1C 陳伽明、1C 謝耀龍

團體亞軍

1B 葉志倫 優異獎

香港象棋文化發展協會、
香島中學

第八屆國慶杯中國象棋賽 6E 吳麗婷、6E 鄧雅騫 女子組優異獎

荃灣象棋會
荃灣象棋會成立十週年會慶

暨「會慶盃」象棋賽 
1B 葉志倫 優異獎

天藝棋院、元朗象棋會、
元朗大會堂 

2013 天藝盃中國象棋大賽 1B 葉志倫 優異獎

戲劇
學會

香港藝術學院 香港學校戲劇節

幕前演出：
1C 周詠琳、1D 朱月僮、2E 鄧俊朗、
3D 鄭榮傑、4C 劉尉彤、4E 陳宇軒
幕後工作：
1A 潘衍辛、3C 楊永恩、4D 施偉軒、
4D 黃瑋傑

傑出舞台效果獎

學生
事務組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 
2012-2013 年度尤德爵士

紀念基金獎學金
6E 趙全宗、5E 李斯婷 

2012-2013 年度尤德
爵士紀念基金

獎學金

香港道教聯合會
第十三屆道教節

【信善紫闕玄觀獎學金】 
2E 譚來希、4E 陳琳婷、4E 李潔珊

第十三屆道教節 
【信善紫闕玄觀

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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