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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協助學生提升運用語文的能力，中文科努力創設全方位的語文學習環境，除了日常

課堂外，亦舉辦多元化的課外活動，提升同學學習語文及普通話的信心和興趣。活動包

括中文周、閱讀匯報比賽、故事演繹比賽、語文遊蹤、硬筆書法比賽、標語創作比賽、

書畫班及攤位遊戲等活動。

為配合使用資訊科技的趨勢，及提升中文科的學術氣氛，本校中文科與圖書館合辦學術

周，利用平板電腦進行語文活動，讓同學在活動的過程中更添趣味。

中文科亦鼓勵及指導同學參加校外的各項比賽，藉此提升同學運用語文的能力，增強個

人自信。比賽包括校際朗誦節、徵文比賽、標語創作比賽等，讓同學應用課堂所學的知識。

本年度同學積極參與各項公開比賽，並獲取以下佳績。

中
文
科

比賽項目 獎項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散文獨誦 ：一項冠軍

普通話散文獨誦 ：一項亞軍

粵語詩詞獨誦   ：三項季軍

七位獲優良獎

四位獲良好獎

《慶祝香港回歸二十一周年》

標語設計比賽

殿軍

優異獎

演講比賽

閱讀周：同學以戲
劇形式

演繹書本內容

親子書畫班

老師與同學分享閱讀心得

利用平板電腦進行語文活動

普通話散文獨誦 冠軍
聯校中六口語溝通訓練

同學在書展中選購
書籍

1



英
文
科

English Department has always been committed to creating an English-rich 
environment for students. Hence, our department specially apportioned three 
school weeks for three theme-based English Speaking Fests last year. To get students 
immersed in an English-speaking environment and to boost their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a wide variety of fun and educational activities for students were organized.

Further to consolidate their knowledge and skills, regular English Café activities and 
various meaningful inter-class competitions were held. Our teaching faculty is greatly 
impressed by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and students' progress thus made.

English Activities

Our school won a Merit award and the Audience award in Hands On 
Puppetry Competition.

Our S4-S5 students are giving speeches with confidence.

The emcees are introducing the contestants of S4-S5 
Persuasive Speech Competition.

All contestants receive satisfactory results in Speech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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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mcees are introducing the contestants of S4-S5 
Persuasive Speech Competition.

Vice-principal Chau is giving awards to winners of S4-S5 Persuasive Speech Competition.

All S1-S3 participants gave superb 
performances in 

Reading Aloud Competition.

All contestants receive satisfactory results in Speech Festival.

3C Tsang Tsz Ching achieves 3rd place in 
Speech  Festival.

Wong Man Ka achieves 2nd place in Speech Festival.

All S1-S3 classes gathered at the hall and performed for one of the most eye-catching English Fest activities, 
Storytelling Competition. 3



本校早年開始引入「自主學習」模式，學生在

靈活而互動的課堂裡聽課、討論、報告及點

評，提升了課堂的趣味，讓學生真正享受學習

的樂趣。為了進一步提升教學效能，本校除了

積極優化「自主學習」外，又引入「電子學習」

的元素，老師利用不同的電子教學軟件和平板

電腦進行教學或帶領學生進行戶外考察，使同

學把握資訊科技的應用，有效地記錄自己的學

習進度，使學習變得更具體清晰。

   隨著 STEM在教學中日形重要，本校除了成
功申請優質教育基金撥款進行「STEM 實驗室
計劃」外，更從多方面入手開展 STEM教學，
以「mBot機械人大冒險」、「太陽能風扇」、
「立體製作」等課題，讓同學在實踐中掌握相

關的原理。此外，本校獲兩所區內小學邀請，

在課餘時間為小五、六的同學舉辦課程，以富

趣味的主題，發掘學生對科學技術的興趣，參

加同學積極投入，效果理想。

課堂靈活互動
       STEM教學邁步向前

友校小學機械人課程

同學在 JSIT EdTech Innovation STEM Day 2017

獲四項一等獎

自主學習課堂

電子學習課堂 電子學習 同學踴躍參與 本校老師獲邀到小學教授 STEM課程

一人一 i-pad 學習

自
主
及
電
子
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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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
讀
推
廣

為了培養同學閱讀興趣及推動

校內的閱讀風氣，圖書館於上年度舉辦

了兩次大型閱讀周，分別以「風雲人物」和

「好奇一小步．人類一大步」為主題。當中

有老師好書分享、名作家分享會、中英文故

事演繹比賽，而書展和攤位遊戲當然也不可

少。同學在這兩次精彩活動中，不但可以

從過程中找到樂趣，更能藉着閱讀擴

闊視野。

閱讀KOL

真人圖書館 故事
演繹比賽

書展及攤位

徐鎮鴻同學於 2018「閱讀 KOL」自拍短片
創作比賽中勇奪優異獎及網紅獎。

老師與同學一同踴躍參與選書行列！

同學們對手上的書籍愛不釋手！

老師們粉墨登場，令同學彷如「穿梭時空」，
與歷史人物對話。

初中的同學所演繹的歷史人物，
維肖維妙，表演精彩絕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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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方
位
學
習
日

本校於 2018年 3月 9日 (星期五 ) 
透過舉辦「全方位學習日」，在老師跨科

協作下，讓同學走出課室，在真實的情境中，發展

及運用跨學科的知識，提昇學習趣味及建立全人發展的共

通能力。在 3月 21至 23日初中級進行全方位學習匯報，旨在展
示學生的研習心得或成果。初中級共有四隊取得由校長和

老師評審出的匯報金獎，分別是中二級介紹元朗舊

墟的組別及中三介紹西貢墟文化的組別，另

設有由同學選出的最受歡迎大獎，足

見是次活動學習成果斐然。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中二同學考察訪問

中三匯報金獎—
西貢

主題英詩朗誦

中三匯報金獎—西貢客家村落與教會的關係

中三同學到圖書
館尋找西貢資

料

中一同學匯報

中一最受歡迎大獎

中一同學訪問外籍遊客

中三同學到西貢考察

中一同學到尖沙咀考察

中二匯報金獎及最受歡迎
大獎

中二匯報金獎—細說元朗旅遊

中二同學在街市考察

樂 TEEN城市遊蹤之登上嘉頓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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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
導
組

本校著重學生的品格、價值觀及身心靈的發展。輔導組

主要由四大活動及組織形成：好心情計劃、樂 TEEN大使、
Best Buddy Hong Kong及魔術雜耍隊，透過持續性及多樣
化的訓練及服務，讓同學在學業、群性、感情方面得到

充分的發展，為成為負責任的成年人作好準備。近年成

立的魔術雜耍隊，樂於參加校外比賽

及校內演出，同學的表達能力、社交

合作能力及自信心均得以提升，成效

理想。透過全年的活動，輔導組培育

學生自律守紀、互相尊重，幫助學生

建立自信，並實踐健康的生活方式。

樂 TEEN聖誕派對

寵物與你鬆一
zone

樂 TEEN中期訓練營

樂 TEEN狼人之夜午間小聚

雜耍表演

第三屆老友鬼特共融故事演繹比賽

好心情計劃挑戰營

樂 TEEN初階訓練
魔術隊表演

樂 TEEN城市遊蹤之登上嘉頓山 廉政互動劇場密室貪污事件

樂 TEEN閃避盤活動

樂 TEEN城市遊蹤檢討

樂 TEEN中期訓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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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
校
園 

生
命
教
育

本校著重學生的品格培育、價值觀及

身心靈的發展。我們以學生為本，用

「心」對學生。本年度以責任感、關

愛為品德主題，培育學生良好品格。

此外，我們亦積極推動生命教育和健

康教育，幫助同學發展健康的生活習

慣，建立積極、有意義的人生。

在心靈發展方面，我們相信感恩是快樂的來源 ! 本年
度舉辦了感恩滿校園活動，當中包括一分鐘感恩、我

在生命遇見你 -給家人的信、生命留言冊、感恩紀念
冊等，培養學生常存感恩之心，感受他人善意與關懷，

並能加以回報。

在升中適應上，我們透

過手工製作聚會，讓初

中同學建立正面的社群

關係，加快適應學校生

活，並培養同學對學校

的歸屬感。

在健康教育方面，本年度舉辦了

水果派對、水果攤位、健康週、

健康講座、捐血日等，鼓勵同學

關心身體，注意健康。除以上活

動，更重要的是透過師生日常接

觸，以生命影響生命，讓學生先

懂得珍愛自己，進而關心及尊重

別人，再延伸至社會，建立正面

積極的人生態度。

水果日 -鼓勵同
學關心身體，
注意健康。

手工製作聚會 -製作新年吊飾
透過手工製作聚會，讓初中同
學建立正面的社群關係，加快
適應學校生活，並培養同學對

學校的歸屬感。

生命教育資訊板 -定期更新生命分享

感恩紀念冊 -培養學生常懷感恩心，常做感恩事。

同學在進行才藝訓練 -扭氣球

一分鐘感恩 -培養學生常存感恩之心

健康周攤位日

大家一起簽署關愛約章

關愛分享 -鼓勵同學主動關心同學，
理解及照顧別人的感受。

身體力行捐血救人8



社
區
聯
繫
組

本校一直致力與社區建立友好的伙伴合作關係，貢獻社
區。本年度除與社區機構，包括：聖雅各福群會、張木林
區議員辦事處，協辦大型同樂日活動，為區內居民提供文
娛活動，與眾同樂，亦協辦區內親子體能競賽活動「紅葉
古道齊競賽」，透過親子體能競賽，推廣本土行山徑、自
然風景、鄉郊文化及提升環保意識，並提倡勤做運動的家
庭文化，競賽之餘兼具教育意義。

本校每年均會舉辦「可道資訊日」，讓小學家長及學生了
解本校的教育理念、課程特色、設施配套、學生成長支援
措施等。為了鼓勵學生關注時事及常識，並建設高小學生
交流切磋的平台，於 2018年 5月邀請區內小學參加本校
舉辦的「小學校際時事常識問答比賽」，比賽在激烈的氣
氛下圓滿舉行。

全場大合照

小學生於台下問答環節踴
躍舉手作答

小學生與家長一同參與體驗課

參加者與大會工作人員在起
步禮前大合照。

各主禮嘉賓於頒獎禮上
一同合照。

參加者人數眾
多，齊聚大棠

有機

生態園，準備
出發。

表演節目豐富，透過歌唱、魔
術、舞蹈、銀樂演奏等，盡展

同學才華。

可道資訊日

紅葉古道齊競賽

小學時事常識問答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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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社區長者中心合作，探訪獨居長者

洪
福
邨
嘉
年
華

主禮嘉賓、老師與一眾表演同學歡樂合照

本校舞蹈表演

校園小記者訪問張偉琛先生

本校雜耍隊
表演

大受歡迎的
棉花糖及氣

球攤位

梁延溢校監致辭

坊眾投入攤位遊戲

本校與區內兩所嗇色園屬校合辦的「洪福邨嘉年華」
活動，除了增加與社區的聯繫合作和交流，也讓本校
學生增加與區內坊眾溝通的機會，提升學生的溝通能
力及建立自信心，同學於社區活動上展現各種才華，
表演雜耍、舞蹈、魔術等，也可學以致用，發揮潛能，
回饋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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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社區長者中心合作，探訪獨居長者

校園小記者訪問張偉琛先生

服
務
學
習

服務學習組成立了義工小組已經兩年了，

為學生提供不同類型的義工服務及訓練，

讓同學從活動中提升自信及得到滿足感。

本年度本組舉辦了義工講座、義工技巧

培訓、長者義工服務、賣旗日等活動，

漸漸聚集了一群熱心義工，定期參與義

務工作，讓同學從活動中擴闊眼界，關

心社會，培養同理心，學懂感恩。

本組推薦學
生參與香港

傑出青年義
工協會的義

工領袖培訓
計劃，開拓

同學的眼界

高中同學參與賣旗活動

同學跟智友一起體驗陶藝設計

探訪獨居長
者

獎勵熱心參
與義工服務

的同學

義工小組定期聚
會，跟同學分享

義工服務的感受
，

互相學習和支持

義工領袖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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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教
育

本校致力通過多元化的活動讓學生在

生活中實踐環保理念，如班際種植活

動、環保互動劇場、參觀有機農莊、

參觀香港首個自給自足的污泥設施「T 
‧ PARK」、環保攤位、魚菜共生工
作坊、魚菜共生收成大典、聯歡會使

用循環再用餐具獎賞活動等，藉此提

高學生的環保意識，身體力行，響應

環保。憑著全校師生及家長的努力，

本校獲環境運動委員會頒發第十六屆

「香港綠色學校獎」銀獎及「環境卓

越大獎」優異獎。

全校參與見成效

榮獲香港綠色學校銀獎

班際種植活動

榮獲第十六屆香港綠色學校獎銀獎

環保劇場

鼓勵同學使用
循環再用餐具

參觀 T-Park

參觀有機農莊
魚菜共生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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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涯
規
劃

生涯規劃組為各級學生舉行不同類型的升學及就業輔導活動，如：職業講座、

參觀大專院校、工作見習計劃、參觀企業及小組輔導活動等，讓他們了解自

己、發掘潛能；繼而認識社會，及早訂立不同的人生目標。

全方立學習日高中生涯規劃活動(時裝布料設計體驗 )

參觀珠海學院

職業探索計劃 -參觀本地企業

職業講座

友導向計劃

生涯規劃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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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萬里」高中學生
內地交流計劃 - 
北京歷史及科技探索之旅

台灣升學藝術考察團

山東歷史文化及儒家思想探索之旅

認識北京的歷史，並了解當今中國的科學、天文及航空技術發展概況和成

就，加強同學對國家的認識，提升多角度分析問題的能力。

考察台灣大學教育發展，了解升學出路；考察當地藝

術創意特色，擴闊眼界，豐富創作靈感；透過寫生及

攝影，加強學生的藝術氣質。

參訪山東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孔廟、當地大學及中學，觀賞封禪大典

及參與專題講座等，讓學生認識山東的歷史文化及自然風貌，加深對儒家

思想的了解。

交
流
考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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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流
考
察

2018 澳門大學 STEM
青少年夏令營

粵西綠色生活考察團

浙江交流團

讓學生進行了一連串物理實驗及製作無線發光球，從中學習編程技巧；同時，

可體驗大學生活及對澳門文化有所認識。

讓學生透過體驗農耕生活及認識有機種植，學習珍惜食物及欣賞

大自然寶貴資源。

讓學生瞭解個人

發展機遇與國家

的繁榮穩定一脈

相連，鼓勵他們

日後投身兩地經

濟文化建設，融

入國家發展。 15



透過與體育組、聯課活動組、

學生會、生涯規劃組、英文科、

通識科及理科協調各類型班際

比賽，營造一個積極正面的校

園氛圍。透過活動，發揮學生

的所長，展現潛能，亦可使學

生對所屬班別及學校產生濃厚

的歸屬感。

班
級
經
營

班際陸上划艇接力賽

班際閃避球比賽

自律守紀清潔比賽得獎班別
班際排球賽

班際跳大繩比賽

班際乒乓球賽

班際拔河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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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同心　暖遍校園
家
長
教
師
會

家教會除了舉辦各類手工藝班，更響應「健康校園」，參與「開

心水果日」，設置攤位活動向師生宣揚健康飲食的訊息。另外，

舉辦了「孩子的精神健康家長講座」，向家長教授如何關顧子

女情緒及減壓的技巧，從身心靈出發，關心學生成長。而一年

一度的親子遊則選址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及鴨

洲，並在吉澳享用海鮮午餐。

為了培養學生關心社會

及慈善公益的價值觀，

本會特意舉辦了「裹糭
同樂日」及「校內義賣

愛心糭」，校內師生踴
躍認購，籌得款項全數

撥捐香港公益金作慈善

用途。

校監與校董們均到場參與「繽紛美食迎聖誕」

家長義工正為聖誕聚餐準備美食

花瓣盒裝手作唇膏班

家長義工親手裹

家教會親子旅遊

家長分組進
行活動，加

深對孩子的

精神健康的
了解

開心水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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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透過音樂藝術陶冶學生性情，令他們建立良好品格、有健康的身心發展及團隊精神。

本校推行「中樂培訓計劃」學生至今已經踏入第四年，開辦七個主要的樂器班，分別是笛

子、二胡、琵琶、柳琴、中阮、古箏和揚琴，以小組形式，由個別專項導師獨立教授。步

操樂團更於「2018上海旅遊節」、「香港財務策劃師學會結業禮」及「中六視藝作品展」
中表演。每年的上海旅遊節以規模宏大的開幕式大巡遊拉開帷幕，並邀請來自世界各地的

代表團體參加，本校步操樂團獲邀參與此盛事及公益活動，深感榮幸。透過與來自世界各

地的表演團隊進行觀摩及交流，讓學生增廣見聞、增強自信心及培養團隊精神。

步
操
樂
團
及
中
樂
團

步操樂團大合照

交流活動於「2018上海旅遊節」開幕禮表演

於「香港財務策劃師學會結業禮」表演

於廣場表演

笛子獨奏揚琴表演

樂團於 2015-2018年參加「香港步操樂團公開賽」
連續三年奪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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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色
舞
薈

由「城市當代舞蹈團」舞蹈中心統籌，八間嗇色園中、小學共同參與的現代

舞培訓計劃—八色舞薈，旨在為參與學校提供一個有系統的藝術發展課

程。計劃歷時七個月，活動包括校內導賞、舞蹈培訓及創作、專業舞蹈欣賞

及結業公演四部分，受惠學生達 4000人。本校挑選 20位同學參加培訓，經
過多月以來的專業指導，不但親身體驗舞蹈創作的樂趣，更與百多位屬校的

同學參與在理工大學盛大的結業演出，獲得保貴的舞台經驗。 

嗇色園學校現代舞培訓計劃

八色舞薈  賞心悅目

全體學員跟校監與校長合照

參演同學、老師及導師

校內導賞

公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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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中學文憑試成績優異

鄭成
考獲 34分

獲香港理工大學
物理治療學 (榮譽 )理學士學位取錄

詹文茵
考獲 27分

獲香港大學文學士學位取錄

趙鈺滢
考獲 24分

獲香港浸會大學
中國研究社會科學學士學位取錄

倪灝楷
考獲 23分

獲英國明瀚大學
教育學系學士學位取錄

元朗區文藝之星嘉許計劃 2017/18 5D劉嘉莉 元朗文藝之星

第十三屆 元朗區優秀學生選舉
5D黃韻清

高中組卓越寫作大獎
高中組最佳領導才能獎
高中組元朗區十大優秀學生

5C羅紫薇 高中組元朗區優秀學生

第 69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4D何佩芝 普通話散文獨誦冠軍

5D黃敏嘉 普通話散文獨誦亞軍

3C杜卓嵐 粵語詩詞獨誦季軍

4A張孝賢 粵語詩詞獨誦季軍

5C房承熹 粵語詩詞獨誦季軍

《慶祝香港回歸二十一周年》
標語設計比賽

2C湯翹蔚 殿軍

 68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5D黃敏嘉 英文詩詞獨誦亞軍

3C曾子晴 英文詩詞獨誦季軍

NET Section, EDB  Hands On Stage - 
Puppetry Competition

1C陳彥諾  3C李紫琳  
5D林芷琦  5D譚維欣

Audience Award 1st Prize &
Merit Award

JSIT EdTech Innovation 
STEM Day 2017

2C黃寶儀  2C黃心儀      Formula m (中學組 ) 一等獎

2C劉家銘  2C張楚瑩 HK智慧型循線競賽
(中學組 )  一等獎

2C曹敏榆  2C陳茵彤 死亡平台編程 大師賽 一等獎

2C黃沛妮  2C駱子風 死亡平台遙控 gogo賽 
一等獎

學習如此多紛 2018  
iGeneration Hong Kong

2C張楚瑩  2C黃心儀  
2C朱羽揚  2C曹敏榆 初中組冠軍

2C黃沛妮  2C黃寶儀  
2C劉家銘  2C陳茵彤 最佳創意獎

全港中小學 STEM機械人大戰 2018
2C張楚瑩 一等獎

1B劉秀霞 最佳外型設計獎

青年科技習作比賽 2C黃心儀  2C黃寶儀 中二組二等獎

香港步操樂團公開賽 2017 本校步操樂團 金獎 (連續三年獲金獎 )

第 70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6C  李功榮             聲樂獨唱 – 公開組  中文歌 
 男中音 /男低音亞軍

3C曾子晴 聲樂獨唱 中文歌曲 (女聲 )
季軍

 本校學生在學術、體育及藝術
等領域均有出色的表現，在不少

公開比賽中獲獎，展現多元智能

的潛質。今年有幾位學生更在文

憑試中考獲優異成績，讓全校師

生振奮。以下為部分較突出的學

生成就： (左起 ) 趙鈺 _ 鄭成 詹文茵三位同學與校長合照

優
秀
表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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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
秀
表
現

元朗區校際游泳賽

1A黃樂兒 女子甲組 100米蛙泳季軍、 200米
蛙泳季軍

3A王嘉雪 女子甲組 50米蛙泳冠軍、
100米蛙泳亞軍

5C龔韋寧 女子甲組 100米自由泳季軍

6A詹廣祺 男子甲組 50米自由泳亞軍、
 50米蛙泳季軍

元朗區校際田徑賽
2B 王晋杰 男子丙組  100米及 200米亞軍

6C 陳嚼暉 男子甲組  標槍季軍

屯門區分齡田徑賽

1C陳展暉 男子 E組  壘球冠軍

3B葉倩怡 女子 C組  跳遠季軍、
100米欄季軍及 200米季軍

5B 羅肇汶 男子 C組  鉛球亞軍

6C 陳嚼暉 男子 C組  標槍季軍

JPC足球暑期全接觸 2A鄧梓朗  2B梁子傑  2C駱子風 冠軍

奧夢盃七人足球賽 亞軍

嗇色園中學聯校女子排球賽 亞軍

元朗區五人足球賽 男子青年組季軍

教育局學生視覺藝術作品展 6D詹文茵 金獎

第 10屆青年視覺藝術展 6D詹文茵 傑出視藝學生大獎

6B邱溢樺   6C岑旻軒  6D周穎彤 傑出視藝學生創作獎

2017國際可持續旅遊發展年
美術設計創作比賽

4D湯曉翹 香港賽 1等獎

4C陳芯羽 香港賽 1等獎 、世界賽 3等獎

4A林紀呈 香港賽 2等獎 

4A岑凱瑤 香港賽 2等獎 、世界賽 3等獎

4A張孝賢  香港賽 3等獎 、世界賽 3等獎

4C杜鈞婷 香港賽 3等獎 、世界賽 3等獎

4D鍾棹琳 香港賽 3等獎 、世界賽 3等獎

優質教育基金 20周年海報設計比賽 6D 文苑華  季軍

南華早報  Student of the Year 年度
學生選舉

6D詹文茵 視覺藝術界別﹣優異獎

我的香港夢攝影比賽 4D余穎晞 中學組季軍及「網上人氣大獎」

反賭塗鴉宣傳橫額設計比賽
4D湯曉翹  4D鍾棹琳  4D何佩芝 亞軍

4A林紀呈  4A岑凱瑤 4C陳芯羽 季軍

2018水上安全海報設計比賽 4A林紀呈 季軍

「愛融樂．藝同行之友共情
屯結篇」徵文比賽

4D 余穎晞 中學組最佳作品獎

社會福利署「義工運動」
4B馮嘉慧  4B潘嘉盈
4C黃寶儀  4D鄭佳茵 銅狀

「愛融樂．藝同行之友共情
屯結篇」徵文比賽

4D 余穎晞 中學組最佳作品獎

社會福利署「義工運動」
4B馮嘉慧  4B潘嘉盈
4C黃寶儀  4D鄭佳茵 銅狀

第 12屆粵港澳台兩岸四地
毽球錦標賽

5D 黃韻清 「國際毽球」項目第二名

2017年「昊飛杯」
第二屆亞洲青少年毽球賽

5D黃韻清 「甲組女子 (B組 )三人賽」第二名

Samsung 第 61 屆體育節 - 
第 22 屆學界足毽邀請賽

3C陳益昇  4C陳駿豪 5D黃韻清 混合三人平推毽賽亞軍

3C陳益昇  4C王藝霖
4C陳駿豪  4D胡樂恒 男子高級組團體賽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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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4屆香港學校舞蹈節

5D劉嘉莉 中國舞 (獨舞 )優等獎

3A歐陽靖宇  3A黃裕寬  3A劉培新 街舞及爵士舞 (三人舞 )甲等獎

5C陳頌明 現代舞 (獨舞 )甲等獎

 中國舞 (群舞 )甲等獎

現代舞 (群舞 )甲等獎

3C李紫琳  4D何佩芝 現代舞 (雙人舞 )甲等獎

街舞及爵士舞 (群舞 )乙等獎

5C胡淑華 街舞及爵士舞 (獨舞 )乙等獎

第 46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5D劉嘉莉 中國舞 (獨舞 )銀獎

中國舞 (群舞 )銀獎

街舞及爵士舞 (群舞 )銅獎

棋道盃第八屆全港中國象棋比賽

4B廖柏暉  4C吳俊潔  鄧龍輝  
4D王毅翔  6A陳伽明  6C冼承希  

6D葉志倫
高中組團體冠軍

3B許建樂 葉天龍 馮易豪 初中組團體亞軍

6D葉志倫 高中組個人冠軍

慶回歸香港國際雜耍盃 2018 5C黃卓文 中學及大專個人組優異獎 、
拋五球耐力挑戰賽優勝者

「2018第九屆香港學界魔術比賽」
5C潘俊傑 舞台魔術組亞軍

5D許越丞 近距離魔術組亞軍

第七屆全港青少年雜耍大賽 5C黃卓文 舞台至尊組冠軍

5C 房承熹 舞台至尊組亞軍

咪嘥野校園減廢大獎
「傑出減廢大獎」中學組冠軍 
「校園減廢進步大獎」中學組季軍

第十六屆香港綠色學校獎 銀獎

2017 HKAEE香港環境卓越大獎 優異獎

優
秀
表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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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園
剪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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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委員會
顧問：彭惠蘭校長  鄒志文副校長
編輯：余勇威老師 官恆珀老師  
 陳桂芳老師 林慧琴老師 
 何德偉老師 鄭玉茵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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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