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競技平台合作賽」得獎同學

全球Hours of Code

  

本校著力推行STEM教育，分別從課程

培訓及比賽實踐推動本校的創科發展。

 課程培訓方面，校內課程包括：人工智能及機械人課

程、運用電腦學習繪圖設計、「一小時編程」™團體大挑戰

Hour of Code Challenge2019及3D打印課程。在圖書館內設立了閱

讀閣，提供與STEM相關而富趣味及生活化的圖書，增添更多有關科

技的圖書。

  在比賽方面，在師生共同努力及研習下，在不同賽事中取得佳績，

其中「MakeX Spark online competition」更獲得全國一等獎，功能設計獎及

商業應用獎多個獎項，「STEM WORLD@Book Fair 2019香港中小學STEM

大賽—高中組季軍，2019前海粵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大賽香港賽區（中

學組）以及在STEM@元朗2019「程控循跡智能車比賽」青年組中勇奪多

個獎項。

    在教學經驗分享上，本校學生出席嗇色園聯校教師發展日分

享STEM的教學心得。本校STEM教師團隊更勇奪「STEM教育與

電子學習教案設計」多項獎項。本校在發展STEM從課程

培訓及比賽實踐，令學生對科學技術產生興趣，

從而轉化出無限的創意及學習動力。

地址：新界元朗洪水橋洪順路 11號  電話：2479 9885  網址：www.hodao.edu.hk

「一小時編程」TM團體大挑戰
Hour of Code Challenge2019

「保良局iSTEM科創建構未來」
獲獎者

嗇色園主辦可道中學

2019 MakeX Spark Online Competition得獎師生合照

AI智能商店工程計劃

STEM專題圖書展示區

STEM@元朗2019
「程控循跡智能車工作坊」

教 學

可 道 通 訊

S
T
E
M
教
學

STEM教育國際研討會



     各項活動：
1. 「全球Hours of Code」運算思維工作坊義工小導師透過編程教學培養學生運算思維(Computational 

Thinking)及提升其解難能力，為人工智能的未來作好準備。學生將擔當小導師到洪福邨青年空間教授

區內小學生相關課程。

2. 「STEM教育國際研討會」師生獲香港教育大學邀請擔任講者分享心得。

3. 「未來城市．智慧社區」創科培訓系列—「AI智能商店工程計劃」。此課程中，同學將學習IoT技

術原理及編程開發，涉獵AI視像識別收款技術、智能貨架工程、數據監察及分析等科技應用，共同建

構及經營區內第一個「AI無人文具商店收款系統」，進而將創新科技推廣予社區使用。

4. 「未來城市智慧社區創科培訓計劃」獲洪福邨青年空間邀請出席展示學生多個發明品。

5. 嗇色園聯校教師發展日師生出席分享STEM的學習成果。

6. 「STEM教育與電子學習教案設計獎勵計劃」得獎教案分享會。

7. 「STEM教育學與教和評估系列：運用Cospaces Edu發展初中學生編程概念工作坊」教師獲教育

局邀請擔任講者。

8. 香港珠海學院邀請擔任講者嘉賓

	土木工程學系及資訊科學系ZOOM Conference 

	新聞及傳播學系多媒體及傳播新星Zoom Conference 2020

	全城生涯規劃任務師體驗計劃

     老師獎項：
1. 「STEM教育與電子學習教案設計獎勵計劃」高中組電子學習教案傑出教案獎銅獎

2. 「STEM教育與電子學習教案設計獎勵計劃」初中組STEM科目教案我最喜愛教案

3. 「STEM教育與電子學習教案設計獎勵計劃」初中組STEM科目教案最受歡迎教案

     學生獎項：
1. 在STEM@元朗2019「程控循跡智能車比賽」，最終在青年組中勇奪多個獎項，包括了速度賽冠亞軍及優異獎、環保創意設計賽亞軍及優異獎。

2. 「明日世界概念車設計大賽」，隊員表現出色，最終在青年組中勇奪冠軍、亞軍及優異獎。

3. 由香港嶺南大學舉辦「第三屆青少年STEAM國際創客挑戰賽暨第二屆青少年STEM知識競賽」—全國高中組二等獎。

4. 由STEM PLUS及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舉辦「STEM WORLD @ Book Fair2019香港中小學STEM大賽」—高中組獲得季軍。

5. 由騰訊舉辦「第一屆青少年程式設計追夢營(香港/澳門)比賽」—優秀作品獎並入選香港代表出席全

國賽。

6. 由ＭakeBlock舉辦「MakeX Spark online competition」—全國一等獎、功能設計獎、商業應用獎並入

選香港代表出席2019 MakeX World Championship。

7. 由前海國際聯絡服務有限公司舉辦「2019前海粵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大賽香港賽區（中學組）」—中

學組銅獎。

8. 由微軟舉辦「『一小時編程』™團體大挑戰Hour of Code Challenge 2019」—「#HappyCoding最開心

笑容」大獎。

9. 由保良局舉辦「iSTEM科創建構未來」—中學組殿軍。

10. 參加由葉錫恩教育基金舉辦「2019第五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進步嘉許獎。

11. 由聯校資訊科技學會舉辦「mBot競技平台合作賽」—中學組季軍。

未來城市 智慧社區 創科培訓計劃參加者合照

明日世界概念車設計大賽獲獎同學 平日訓練

負責老師與得獎同學

本校勇奪速度賽冠軍及亞軍

第一屆青少年程式設計追夢營（港澳）

獲獎老師合照

2019前海粵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大賽
香港賽區（中學組）

嗇色園聯校教師發展日

向學童講述光雕作品 向洪水橋坊眾講解設計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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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時制宜  靈活變通
網課及視像會議

為了讓學生不會因疫情及其他突發事故的停課而減少學習機會，本校從多方面著手，

推展利用網絡進行授課，務求令同學保持學習的動機及緊跟課程進度。

1. 硬件齊全 人手一機
本校斥資為每位老師購置Surface Pro 6手提電腦，方便老師在學

校任何角落及家中進行網課。

2. 從時間表到功課系統
校方重新調動課堂，編定全新時間表，在學校網頁向學生及家長發布相關訊

息。通過Google Classroom系統，老師以google form形式設計課業或預習題，

於網課前或後發放，家長及學生只要通過網頁便可知悉習題的存放位置。學生

完成課業後，利用Google Classroom提交，老師清楚學生繳交的情況，批改後

也方便發還給同學。

3. 視像會議 兼顧老師培訓 照顧家長需要
為了讓老師更熟習網課的操作，本校於停課期間舉辦網上培訓課程及分享會，前

者介紹有用的軟件及製作課業的方法，後者促進交流，分享網

課時的應變方法或教學心得。為了跟家長保持聯繫，於暑假期

間舉辦網上視像中一新生家長會，家長反應積極，效果理想。

網
課
及
視
像
會
議

中一新生家長會

科學科網課

資訊科技組教師培訓

地理科網課 網上收發課業系統

家政科網課

zoom googleclassroo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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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2020年1月14至17日中文科與中

國歷史科及普通話科合辦「中華文化

周」，以「中華文化與傳統節慶」為

主題，目的為加深同學對我國傳統文

化的認識，提升對中國語文及文化的

興趣與認同。是次文化周除了早會分

中
文
科

享外，最受同學歡迎的是於禮堂進行

的活動，包括有攤位遊戲、專題展板

及導賞、中國傳統服飾穿著體驗、中

國茶藝展覽及品茗、新春賀年美食及

傳統遊戲體驗等，同學積極投入參與

活動，氣氛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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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同學應用課堂所學的知

識，提升中文科的學術氣氛。

運用平板電腦的攤位遊戲

「傳統春節美食」攤位

「粵普對譯」攤位

書畫班導師指導學員

配合展板的問答比賽

傳統遊戲體驗

書畫班上課情形

於校園當眼處展示學生佳作

中華文化周老師及家長合照

書畫班學員作品展示

普通話戲劇 寓學習於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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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 Dao English Activities 
2019-2020 

Our school is always committed to providing a rich English-speaking environment for our 
students. In the first semester, we organised a Halloween Library Fun and an English Café 
for our students to enjoy a festive English learning experience. 

Look at the happy smiles and our gifts!

All students enjoyed a great time playing 

games, taking photos in costumes and 

eating sweets with our teachers!

Halloween Library Fun

Ho Dao English Café

English Café has 
been bustling with 
activity at lunchtime 
with students vying 
to play English 
language games with 
their friends.

英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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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d every alternative 

Friday of each 
month, it has become 

an activity hub and 

language games 

centre for students of 

all forms.

Look at their happy faces!

Teamwork sure helped 

them win the game,  

practise English in a fun 

way, and gain gifts!

Students’ enthusiasm 
was palpable as they 
tried best to beat their 
peers while navigating 
the twists and turns 
on the game board and 
word bi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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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積極推行全方位閱讀學習，包括：

1. 作者分享周會
2019年10月25日，邀請了「DustyKid塵話過……」繪本系

列插畫家陳林煒(Rap)到校，為大家分享他的創作歷程及心

得。分享他如何透過出版繪本，以一粒微塵帶出日常生活

小故事，傳遞正能量，分享簡單的世界觀理。

2. Library Café 之
    Halloween期間限定
2019年10月31日，圖書館首次與

英文科及學生會合作，學生會成

員落力扮鬼扮馬，在萬勝節當天

舉行圖書推廣活動，讓同學在活

動中愉快學習與萬勝節相關的英

文詞彙及文化。

3.「手作是認真的事」
圖書館與家政科合作在中一級舉辦「手作是認真的事」。老師希望

透過個人的作品展覽，同學能夠感受「一針一線」的手作樂趣。並

且明白在日常

生活中的實用

價值。

4. 「老香港」主題學習
圖書館連繫了家政科、音樂科、體

育科、視藝科及通識科，在中一級進行跨學科的主題學習—「老香

港」，各科以科本角度去看看昔日的老香港的各種舊情懷。各科在課堂

上進行相關的閱讀教學，利用「閱讀」帶出及加深同學對香港的認識，

並完成閱讀報告。為了增加是次活動的趣味，閱讀報告改以「書仔」形

式去設計，以達至藝術及文字並重。

閱
讀
推
廣

家政科介紹及制作當年街頭小食

老師認真地講解

快來玩遊戲，換禮物呀！

情深分享盡在笑談中

體育科推介集體遊戲如何鍛鍊身體

圖書推廣

生字配對難唔到我

老師細心地示範

讓我為大家介紹一下英文圖書吧

音樂科以流行曲了解當年制水的情況

繪本作家為本校送上親筆
簽名書籍

全體工作人員大合照

分享會後大合照

做手作確實必須認真

同學排隊索取親筆簽名

我們的製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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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主辦單位 獎項

1 2020 哈佛圖書獎 哈佛大學香港校友教育基金會
第一名：5C 吳子茵 
第二名：5C 葉詠芝 
第三名：5B 黃凱霖

2 「中國旅遊」雜誌創刊40周年標語比賽 中國旅遊 優異獎 3C 張詠茵 

3 「笑聲樂Fun享」短片製作比賽（公開組） 心晴行動慈善基金 季軍 圖書館 

8. 其他比賽獎項：

7.「暑期閱讀計劃—『書出知識—

     贈閱圖書』試行計劃(2020)」
向學生派發由教育局送贈的書本，以便能夠隨時隨地翻閱

書本，享受翱翔書海的樂趣。

6. 健康飲食推廣
圖書館參與健康周的活動，透過閱讀及攤位遊

戲，帶出健康飲食的重要性。

5. 香港電台「有聲好書」全港中學生聲演比賽2020
4B徐鎮鴻同學參加香港電台「有聲好

書」全港中學生聲演比賽2020，經過初

賽、複實及決賽，最後打入十強，有機

會接受星級導師鄭子誠的指導，並取得

「優異獎」。

哈佛圖書獎—合照

可道電視台協助錄製初賽短片

星級導師—鄭子誠帶領訓練工作坊

派發由教育局送贈的圖書，讓學生享受閱讀樂趣。

「笑聲樂Fun享」短片製作比賽中國旅遊標語比賽

分享得獎的喜悅 謝謝導師
認真忘我地聲演比賽中

我知道檸檬有豐富維他命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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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科為了讓學生盡展所長，從創作中

提升自信心，故鼓勵學生參與多元化的比賽，而學

生在創作的過程中，能培養對視覺藝術的鑑賞能力。

學生亦參加多項比賽，表現優秀，獲得不少獎項，令人欣

喜。此外，又透過時裝設計工作室，讓同學把視覺藝術所學

的知識加以應用，透過工作室模式，讓同學體驗時裝設計及

製作的流程，從中獲得更多經驗，鞏固所學。

視
覺
藝
術

嗇色園一百周年紀慶標誌設計比賽 
亞軍：5B 關升浩 獲獎作品

嗇色園一百周年紀慶標誌設計比賽 頒獎典禮 嗇色園一百周年紀慶標誌設計比賽 亞軍：5B 關升浩

元朗區文藝之星嘉許計劃 獲獎學生：6A岑凱瑤

南華早報Student of The Year-Visual Artist 1 st Runner up

「愛的圍牆」香港壁畫

馬拉松 2020 

壁畫設計比賽 

冠軍：6A 張孝賢

「愛的圍牆」香港壁畫馬拉松 2020 壁畫設計比賽 
冠軍：6A 張孝賢 獲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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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取獎項：
比賽名稱 主辦機構 獲獎學生 獎項

「愛的圍牆」

香港壁畫馬拉松 2020

壁畫設計比賽

錦田壁畫村

6A 張孝賢

6D 鍾棹琳

6B 阮美玲

6D 余穎晞

6C 黃雅雯

5C 李紫琳

5C 杜卓嵐

6C 杜鈞婷

6C 陳芯羽

6D 馮浩怡

冠軍

亞軍（雙亞軍）

亞軍（雙亞軍）

優異

優異

優異

優異

優異

優異

優異

嗇色園一百周年紀慶標誌

設計比賽
嗇色園

5B 關升浩

5A 吳蔚靈

6D 何佩芝

6D 鍾棹琳

亞軍

優異

優異

優異

元朗區文藝之星嘉許計劃 元朗區文藝協進會 6A 岑凱瑤 元朗區文藝之星

南華早報年度學生選舉 南華早報 6A 岑凱瑤
Student of The Year Visual Artist 

1st Runner up

時裝設計工作室：同學正進行裁剪工序

時裝設計工作室

時裝設計工作室：同學展示特色服裝 時裝設計工作室：同學展示特色造型

時裝設計工作室：同學正進行裁剪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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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校 著 重 學 生 的 品 格 培

育、價值觀及身心靈的發展。本年

度以感恩、堅毅為品德主題，培育學生良

好品格。舉辦「好人好事」徵集大行動，利用

展板展示，營造感恩身邊人和互相讚賞的校園氣

氛。製作「我的行動承諾2020」展板，鼓勵同學建

立目標，坐言起行。舉辦公益金慈善花卉義賣及有

機耕種活動，以培養同學關懷別人以至大自然的情

操。安排部分同學參與嗇色園中學心肺復蘇及急救

訓練計劃啟動禮，以傳遞珍惜生命，注意健康的

訊息。每年學期末，於禮堂舉辦「學生成果

分享會」，全校師生見證同學在該年度

的優秀表現，讓同學互相欣賞，

加強對學校的歸屬感。 

「學生成果分享會」：中樂演奏

校園內張貼本年度的品德主題

「好人好事」展板

學生製作義賣花卉

公益金慈善花卉義賣

有機耕作

心肺復蘇及急救訓練計劃啟動禮

導師向學員講解急救事項

「學生成果分享會」：雜耍

「學生成果分享會」：民族舞表演

生
命
教
育

「我的行動承諾2020」展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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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導組全方位協助學生培養良好品德，建立健

康的自我形象，使他們在學業、群性、感情方

面得到充分的發展。本組安排多元化的計劃、

成長小組活動、以及個別或小組輔導，培養學

生關愛、尊重及堅毅的品德。主要活動包括：

「關懷伙伴」以建立融洽友愛的校園氣氛，

「樂Teen大使」計劃營造校園關愛氣氛；「香

港最佳老友BBHK」增強同學自信及關心社會的

精神；Project X挑戰計劃透過多元化活動建立

健康的自我形象，培養學生的抗逆力。輔導組

舉辦各類型的健康活動及講座，讓同學建立正

確的價值觀；因應社會事件及疫情後學生的心

理健康和情緒狀況，輔導組籌辦心理健康活動

照顧學生身心靈的健康需要。

輔
導
組

攀爬訓練

射擊比賽得獎者蔡錦榮

bbhk本校同學分享樂TEEN就職典禮

樂TEEN中一入班送上生日祝福
樂Teen大使合照

樂TEEN平日訓練

樂TEEN中期訓練營

射擊訓練

塵話過講座

射擊比賽得獎者葉心瑜

雜耍隊合照

樂TEEN協助可道資訊日

樂TEEN終期訓練營

樂TEEN中一迎新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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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十分重視班級經營，透過舉辦或協調不同類型的班際比賽，例如：

跳大繩比賽、乒乓球比賽、才藝比賽及秩序比賽等，營造一個積極而正

向的學校環境，使學生對所屬班別及學校產生濃厚的歸屬感，發揮學生

的所長。

班際常識問答比賽

才藝比賽班際排球比賽乒乓球比賽

班際閃避球比賽

班
級
經
營

才藝比賽

班際跳大繩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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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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

「愈感恩、愈寬恕、愈快樂計劃」、探訪獨居長者、與

智障人士一同參與敲擊樂及陶藝體驗活動等，過程中讓同

學明白社會上有不少弱勢社群努力生活的一面，從而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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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愛與關懷感染身邊人學生義工與智友一起體驗敲擊的樂趣 陶藝體驗工作坊

學生義工探訪獨居長者

同學簽署感恩約章

友共情 即影即有 中一級德育課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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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社區的一分子，本校舉辦不少活動或

同樂日，藉此增加校外人士對本校的認

識，並讓本校與社區有緊密的伙伴合作關

係。於2019年12月7日，舉辦「可道資訊

日」，對象是小學生及家長，當天有學

生課堂體驗活動，學校社工及樂Teen大使

協助小學生認識本校。此外，亦有分組活

動，讓本校家長與小學生家長分享經驗，

小學生與家長亦一起參觀校園、並透過禮

堂展板介紹、對成長支援措施及建構以學

生為本的理想校園有更深認識。

可道資訊日：手功製作

可道資訊日：手功製作

可道資訊日：VR學習體驗活動可道資訊日：家政室活動

可道創意杯—AR VR故事創作比賽頒獎

可道資訊日：設計與工藝室

可道資訊日：學生司儀

可道資訊日：電腦機械製作

可道資訊日：視藝課體驗可道資訊日：家政課體驗

可道資訊日：實驗講解

可道資訊日：鄒志文校長向參與同學講解本校特色

社
區
聯
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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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教
會

中華文化周

繽紛美食迎聖誕

家長講座

家
教
會

鎅水仙球工作坊

開心水果攤位日

家長教師會每年均積極舉辦及協辦各類的活動，如鎅水仙球工作坊、中

華文化週、繽紛美食迎聖誕及開心水果攤位日等，藉此加強家長與教師

之間的聯繫溝通及合作，從而使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起相輔相𠄘之效。

文化周傳統美食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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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劃組透過舉行不同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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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早訂立不
同的人生目標。

 

丁錦豪同學參與暑期實習計劃
自初中起指導學生建立不同階段的人生目標

徐應如老師代表學校出席香港珠海學院的研討會—
多媒體及傳播新星 ZOOM CONFERENCE 2020

鄭國威老師代表學校出席香港珠海學院的研討會—

多媒體及傳播新星 ZOOM CONFERENCE 2020

高中家長晚會—面談高中家長晚會—向家長講解升學的途徑

生
涯
規
劃

高中家長晚會—校長致辭 高中家長晚會—學生及家長跟班主任商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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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自信 舞出精彩
本校舞蹈組學員5C李紫琳同學，熱愛舞蹈，憑努力練習
和堅毅的精神，在第五十六屆學校舞蹈節以「薩亮娣」一
舞，奪得中國舞獨舞甲等獎，可喜可賀。

第五十六屆舞蹈節

香港夏日繽紛
Marching Show

步操樂團勇奪「傑出表演獎」

同學們整裝待發

齊心就事成

步操樂團勇奪「香港步操樂團公開賽2019」銀獎

李紫琳同學舞姿妙曼，奪得中國舞獨舞甲等獎

同學落力演出

步
操
樂
團
及
舞
蹈

香港步操樂團
公開賽2019

3B劉秀霞 3C張詠茵 3C張玉珊 3C甘鎧霖 3C田雅淇 
4B湯翹蔚 4C陳茵彤 4B張楚瑩 4C曹敏榆 4C黃寶儀 
4C黃心儀 3B陳建成 3B關俊杰 2A鄭可健 2B陳永捷 
2B趙文熙 2C陳沛滋 2C李靜宜 2C梁雅茵 2C黃凱儀 
2C鍾旻叡 2C黃偉志 2C胡柏謙 1D陳智謙 1D莊雋晞

銀獎

香港夏日繽紛
Marching Show 2019

同上 「傑出表演獎」

香港步操樂團公開賽2019

18



優秀表現
本校學生在學術、體育及藝術等領域均有出色的表現，在不少在公開比賽中獲獎，展現多元智能的潛質。

以下為部分較突出的學生成就：
類別 比賽項目 得獎學生 獎項

中文
嗇色園一百周年紀慶標語創作比賽 5C 吳子茵 優異獎

「中國旅遊」雜誌創刊40周年標語比賽（公開賽） 3C 張詠茵 優異獎

閱讀
哈佛大學香港校友會2020哈佛圖書獎 5C 吳子茵 5C 葉詠芝 5B 黃凱霖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香港電台「有聲好書」全港中學生聲演比賽 4B 徐鎮鴻 優異獎

視覺藝術

嗇色園一百周年紀慶標誌設計比賽 5B 關升浩 
5A 吳蔚靈 6D 鍾棹琳 6D 何佩芝

亞軍 
優異獎

「愛的圍牆」香港壁畫馬拉松2020壁畫設計比賽 6A 張孝賢 冠軍

6D 鍾棹琳 6B 阮美玲 亞軍

5C 李紫琳 5C 杜卓嵐 優異獎

保良局2019國際化學元素週期表美術創作比賽 4A 劉芷麟 4B 張楚瑩 4B 黃家樂 
4B 楊宇阳

香港區賽三等獎

智Fit精神健康計劃2019—笑聲樂fun享短片製作比賽 4A 潘建成 中學組優異獎

元朗區文藝之星嘉許計劃 6A 岑凱瑤 元朗區文藝之星

南華早報第39屆年度學生選舉 6A 岑凱瑤 Visual Artist 1st Runner-up

第十二屆青年視覺藝術展2020 6D 湯曉翹 6D 湯凱竣 6D 何佩芝 
6D 余穎晞

傑出視藝學生創作獎

音樂

香港步操
樂團公開賽 2019

1D 陳智謙 1D 莊雋晞 2A 鄭可健 
2A 黃建君 2B 陳永捷 2B 趙文熙 
2C 陳沛滋 2C 李靜宜 2C 梁雅茵 
2C 黃凱儀 2C 鍾旻叡 2C 黃偉志 
2C 胡柏謙 3A 陳彥諾 3B 劉秀霞 
3B 陳建成 3B 關俊杰 3C 張詠茵 
3C 張玉珊 3C 甘鎧霖 3C 田雅淇 
4B 張楚瑩 4B 湯翹蔚 4C 陳茵彤 
4C 曹敏榆 4C 黃寶儀 4C 黃心儀

銀獎

舞蹈 第五十六屆學校舞蹈節 5C 李紫琳 中國舞中學組（獨舞）甲級獎

科技及
STEM

中國騰訊第一屆青少年程式設計追夢營（香港∕澳門）比賽 2C 植海琳 2C 盧伊靜 2C 翁宝聰 優秀作品獎

2019 MakeX Spark Online Competition 2C 植海琳 2C 盧伊靜 2C 陳沛滋 全國中學組一等獎、功能設計獎、
商業應用獎

JSIT EdTech Innovation STEM Day mBot 競技平台合作賽 2C 翁宝聰 2C 陳澤壕 2C 謝浚烯 
2C 林煒智

中學組季軍

2019 前海粵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大賽香港賽區 ( 中學組 ) 5A 李嘉洋 5B 梁恩銘 中學組銅獎

保良局 iSTEM 科創建構未來 5A 李嘉洋 5B 梁恩銘 中學組殿軍

2019 第四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4A 潘建成 進步嘉許獎（STEM 範疇）

STEM@ 元朗程控循跡智能車比賽（速度組） 2C 吳文希 2C 盧伊靜
3B 蔡錦榮 3B 陳建成
3C 劉佳熹

冠軍
亞軍
優異獎

STEM@ 元朗 程控循跡智能車比賽（環保創意設計組） 3B 陳建成 3B 蔡錦榮
2C 盧伊靜 2C 吳文希
2C 植海琳

季軍
季軍
優異獎

明日世界概念車設計大賽 1B 陳熲荇
1B 陳嘉渝
1B 何韻淇

冠軍
亞軍
優異獎

體育

元朗區中學校際游泳賽 4A 王嘉雪 女子甲組、200 米蛙泳季軍、100 米蛙泳殿軍

元朗區中學校際越野比賽 3B 冼家宇 男子乙組個人第三名

元朗區中學校際田徑比賽 3B 冼家宇 男子乙組、3000 米亞軍、1500 米季軍

元朗區閃避球比賽 1A 周家祺 1A 楊恩豪 1B 陳泯光 
1B 葉明道 2A 袁家豪 2A 顏浩銘 
2A 霍志斌 2B 陳顥文 2B 文家豪 
2C 潘駿凱 3A 鄺世榮 3B 陳展暉

男子組冠軍

1A 周家祺 1A 孫慧凝 1B 陳泯光 
1C 依楚琪 2A 袁家豪 2A 顏浩銘 
2A 霍志斌 2A 趙敏晴 2B 陳顥文 
3A 鄺世榮 3B 胡焯琳 3B 陳展暉

混合組季軍

個人成長

中學學界室內射擊比賽 1D 吳羿儒 中學生新手組季軍

3B 蔡錦榮 中學生新手組冠軍、中學生男子組季軍

6A 葉心瑜 中學生女子組冠軍

1C 文鈺瑩 中學生女子組季軍

環保 環境運動委員會第十七屆香港綠色學校獎 全校師生 金獎

優
秀
表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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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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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敏儀老師  何德偉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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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