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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著力推行S T E M教

育，分別從課程培訓及實踐兩方面

推動本校的創科發展。

  課程培訓方面，校內課程包括：電子模塊設
計、「光雕課程」、人工智能及機械人課程。而社

區展示則有洪福邨嘉年華、STEM@元朗展覽及2019年
書展攤位。另一方面，學校亦為區內小學生設計VR課程
及STEAM課程，本校學生潘建成獲邀教授光雕設計技巧。
同時本校再次參與由教育局舉辦的智慧城市專題研習計劃

2018-2019，到內地不同智能設施參觀交流。
  比賽實踐方面，在師生共同努力及研習下，在不同賽
事中取得佳績，其中在「2018 MakeX機械人挑戰賽（香
港賽區）」勇奪中學組冠軍，以及在「第三屆光雕節」

取得最佳光雕技巧獎及創意大獎。

  本校在發展STEM教育上著重課程培訓及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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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4A潘建成教授光雕技巧

第三屆光雕節獲得最佳光雕技巧獎

及創意大獎

2019書展攤位

2019人工智能及機械人課程

本校光雕課程



洪福邨嘉年華STEM攤位 STEM@元朗展覽介紹AR作品海洋魔方OceanCube

GOOGLE CS FIRST 香港嘉許典禮

智慧城市專題研習導引團

香港中小學STEM大賽高中組 季軍

2018 MakeX機械人挑戰賽（香港賽區）—學生勇奪中學組金獎

本校鄭國威老師到教育局分享物聯網研習心得 2019小愛杯人工智能國際創業大賽獲優秀團隊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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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同學積極參與各項公開比賽，部分同學獲取佳績。

比賽項目 獎項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詩詞獨誦：一項季軍

粵語散文獨誦：一項季軍

《慶祝香港回歸二十二周年》標語設計比賽 季軍

書畫班中，家長們聚精匯神學習

同學們學習書法

中文大學文學夏令營

中華文化周：同學向黃大仙求籤

攤位遊戲：龍吐珠

中二級「粵語詩詞獨誦」

季軍余德偉與評判合照

中一級「粵語散文獨誦」

季軍梁雅茵與評判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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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多使用語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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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畫班及

攤位遊戲等活動。

  春節為中國傳統節日，於2019年1月28至31日舉辦中華文
化周，目的是借各項活動，讓同學對我國傳統文化加深認識，

從而提升對中國語文及文化的興趣與認同。攤位包括「新春美

食粵普對譯」、特意由大仙祠請回巨型簽筒助陣的「向黃大仙

求籤」、充滿節日氣氛的「賀卡製作和寫揮春」，還有富學術

文化的「新春習俗知多少電子問答遊戲」、互動刺激的「龍吐

珠」配對遊戲，同學既能在遊戲中了解到春節的文化，更帶著

豐富的禮物與溫暖的祝福回家渡歲！

  除了舉辦校內的活動外，本科亦鼓勵及指導同學參加多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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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升中文科的學術氣氛。

中
文
科

同學用普通話說出賀年食品名稱電子問答遊戲：新春習俗知多少

發揮創意，一起寫揮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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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Room was abuzz 
with S.1-S.3 students who 
enthusiastically participated in 
the English Café games and 
activities during lunchtime 
throughout the year.

英
文
科

O u r  s c h o o l  w o n  t h e 
Audience Award for the second 

time in a row in ‘Hands on Stage’ 
Puppetry Competition organized 

b y  t h e  E D B  N E T 
Section. 

3C Chow Piu  Yi 
achieves 3rd Place 
i n  H o n g  K o n g 
Speech Festival.

4 C  H o  W i n g 
Yee achieves 1st 
Place in Hong Kong 
Speech Festival.

Teachers 
a n d  s t u d e n t s  f i n d 
practicing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in a fun and relaxing 
atmosphere to be rewarding 
and full of merriment.

Our English team has always been committed to boost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as well as to help students develop their four language skills through a 
variety of  educational and fun activities inside and outside school. 

Emphasizing on interactive and self-directed learning approaches, our students had the 
opportunities to act as English ambassadors conducting game booths for junior forms 
during English Café and English Weeks throughout the academic year. They also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Hong Kong English Speech Festival and language arts Puppetry Competitions 
outside school and were awarded for their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It was undoubtedly a 

rewarding year for both our students and teaching faculty.   

English Activities

English Ambassadors took 
the  he lm  a t  s tuden t - l ed 
language booths guiding their 
peers through their language 
learning jour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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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 l  S 1 - S 3  c l a s s e s 
congregated at the school 
hall and showcased their 
talent in language arts, drama 
and theatrics with stellar stage 
performances to culminate 

the two English Weeks.

Festivities were 
galore during the 

two  theme-based 
English Weeks.

Students excitedly 
share their gi f ts and 
winnings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games.

Varied games kept 
the students’ momentum 
up as  they proact ive ly 

collaborated with peers to 
complete the tasks. 

Vice-Principal 
Chau is giving awards 

to winners of the S1-
S 3  S t o r y  t e l l i n g 

competition. 

M e m b e r s  o f  t h e 
a u d i e n c e  w e r e  e q u a l l y 
e n a m o r e d  w i t h  t h e i r 

classmates’ performances and 
cheered them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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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科雙周於2019 年1 月15 日至26 日期間舉行，爲了推動本校的STEM教育，全體理科老
師為學生舉辦不同與STEM有關的科學活動，從而提昇學生對科學的興趣，鞏固知識基礎，營
造校園科學探索的學術氛圍，活動包括：理科天文生態營、中一至中三級科學比賽、嗇色園流

動科技實驗室科學探究及輻射巡測車導覽等，同學反應熱烈，氣氛良好。理
科
雙
周

同學在流動科技實驗室內參與科學研究活動

中二紙飛機比賽

嗇色園流動科技實驗室工作人員與校長及老師合照

中一降落傘比賽

同學專注地學習DNA抽取實驗

中三雞蛋撞地球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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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探究獲獎者與校長合照

理科天文生態營 觀察太陽

本校同學教授元朗寳覺小學同學製作迷你顯微鏡

輻射巡測車導覽

理科天文生態營 觀星活動

理科天文生態營 生態考察

老師和學生會同
學認真地評審中

二科學比賽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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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
讀
推
廣

繡花鞋第三代傳
人王嘉琳小姐閱

讀分享會

中英劇團「獅子山傳耆」口述歷史劇

微型藝術家安泰閱讀分享會

同學到視藝科攤位拍攝懷
舊相片

本校榮獲教育局「喜『閱』學校」特別嘉許獎

一眾閱讀大使參
與培訓工作坊

Library café

專題書展

  為了推廣閱讀氣氛，提升同學對語文的興趣。圖書館共舉
辦了兩次大型的主題閱讀周活動。分別為2018年10月的「老香
港」及2019年5月的「優質生活派」。
  以「老香港」為題的閱讀周，結合了家政科、音樂科、體育
科及視藝科四個不同的範疇，以科本角度去看看昔日的老香港、

舊情懷。本校又邀請了中英劇團到校進行「獅子山傳耆」口述歷

史戲劇（油麻地區），同學反應熱烈。另外，以「優質生活派」

為題的閱讀周，結合經濟科、旅遊及款待科及企業、會計與財務

概論科三個不同的範疇，以科本角度去分析現代社會如何呈現出

優質生活。並探討傳統行業如何在現代社會作出承傳及變奏。

  在閱讀周期間，本校分別邀得微型藝術家安泰先生及繡花鞋
第三代傳人王嘉琳女士到校作分享。另外，禮堂亦進行專題攤位

遊戲、展覽、書展等，同學能學以致用。

  除舉辦閱讀周外，圖書館於2019年2月參加由教育局主辦的
喜『閱』學校嘉許計劃比賽，並獲得最高榮譽的「喜『閱』學

校」特別嘉許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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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的視藝科積極推動學生參與多元化的藝術
比賽，讓學生盡展所長，從而提升學生的自信。而

本校的視藝科學生在不同的大大小小比賽中，不負

所望，表現出色，屢獲殊榮，令人欣喜。

視
藝
科

「全港青少年繪畫日比賽2018」— 元朗區優勝作品

4B 吳蔚靈獲香港賽3等獎、
國際賽3等獎的作品

4B 葉嘉慧奪香港賽3等獎、
國際賽3等獎的作品

4C 羅巧楠奪香港賽3等獎、
國際賽2等獎的作品

『你想』校服大改造校褸設
計比賽」—冠軍

「Sea For Future中學浮標設計比賽」— 最具創意大獎

6B 林君豪獲傑出視藝學生大獎

傑出視藝學生創作獎

5A 張孝賢獲化學品安全宣傳品
平面設計比賽優異獎的作品

5A 林紀呈獲南華早報年度學生選舉的最佳進步
獎

5D湯凱竣獲斜坡維修海報設計比賽
優異獎的作品

6B 林君豪同時獲傑出
視藝學生創作獎6B 王芷晗獲傑出視藝學生創作獎

4A劉凱敏獲香港賽3等獎、國際賽3等獎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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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同學增廣見聞，走
出課堂，把所學在真實的環境

中應用，發展及運用跨學科的

知識，提昇學習趣味，建立全

人發展的共通能力。本校於下

學期舉辦「全方位學習日」，

中一至中三級的同學分別到不

同地點進行研習，一些同學參

觀富有文化藝術特色的場所，

一些同學在街頭進行訪問，形

式多元化。研習完畢後，各組

在老師悉心指導下，進行初中

級全方位學習匯報，把研習心

得及成果向其他同學展示，提

升校園的研習氣氛。

全
方
位
學
習

進行街頭訪問

到食肆收集資料 出發前於校門外留影

與區內長者作問
卷調查

在深水埗區進行研習

同學到大館參觀

同學以英語作匯報

整理研習結果後，

向區議員反映意見

到屏山文物徑探索10



  本校著重學生的品格、價值觀及身心
靈的發展。輔導組活動主要包括：好心

情計劃、樂TEEN大使、「香港最佳老友
BBH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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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道射擊

隊」、「可道雜耍隊」和「可道魔術隊」，

同學通過參加校外比賽及校內演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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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
導
組

可道射擊隊

可道雜耍隊

可道雜耍隊成員

可道雜耍隊在校內表演

可道雜耍隊表演

香港扯鈴公開賽 團體青少年組季軍

可道射擊隊成員

可道射擊隊義工服務

可道射擊隊義工服務

性教育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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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HK

樂TEEN大使中期訓練營
樂TEEN大使中期訓練營

樂TEEN大使退修營

樂TEEN大使中期訓練營

BBHK社會共融分享會

BBHK老友鬼鬼故事演
繹比賽季軍

BBHK攤位義工服務

BBHK郊遊日

BBHK乘風航活動

BBHK乘風航活動

樂TEEN大使_密室逃脫

樂TEEN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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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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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又透過師生日常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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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以學生為本，用「心」對待學生。本年度以自律、尊重為品德主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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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
康
校
園 

生
命
教
育

同學簽署自律約章母親節表心意展板

水果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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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又

舉辦不同的興趣班，讓初中同學能加快適

應學校生活，培養歸屬感。

玻璃盆景製作工作坊

感恩滿校園

母親節表心意

扭氣球工作坊

潤唇膏製作班

愛家人攤位

愛家人攤位—鼓勵同學在日常小事中表達對家人的愛

感恩滿校園—透過心意

貼紙和飲品，向身邊同
學

表達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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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眾投入參與攤位活動 參加者利用平板電腦進行競技遊戲 本校學生向參與活動的小孩作講解

可瑞幼稚園歌唱表
演

可銘學校歌唱表演

可道中學中樂合奏

  2018年12月15日（星期六），本校聯同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及可瑞幼稚園假洪福廣場順利舉行
了「洪福邨嘉年華2018――環保科技齊玩味」。是次活動獲得嗇色園學務統籌處學務秘書、各校的
校監、校董、校友代表、家長代表及元朗區區議員張木林先生鼎力支持，撥冗前來參與並主持啟動

禮，與眾同樂，亦令活動生色不少。 
  嘉年華歷時四個半小時，為洪福邨居民提供不少文娛活動，除多個以環保及科技為主題的攤位
活動外，亦精心安排了三校學生進行各項的表演，如舞蹈、歌唱、中樂演奏、雜耍等，為場內帶來

了無數歡樂氣氛，也讓三校的同學展現個人潛能，發揮平日所學以回饋社區。在風和日麗的星期六

下午，坊眾人潮如湧，各人盡興而歸。

洪
福
邨
嘉
年
華

三校校監、校董及嘉賓與本校師生大合照

坊眾投入參與攤位活動
參加者利用平板電腦進行

競技遊戲
本校學生向參與活動的小

孩作講解

可瑞幼稚園歌唱表演

可銘學校歌唱表演

可道中學中樂合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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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教
育

  環境教育組為配合校方的一貫環保政策，不時通過多元化的活動提升學生的環保意識，活動包
括：參觀源．區（T．PARK)、舉辦塑膠UPCYCLING【升級再造，水樽壁畫】工作坊，環保大使更
有機會與長者一起收割有機蔬菜，與家長分享親子種植的樂趣，最後大家更能一起共享魚菜共生收

成。以上活動能讓學生身體力行，以積極行動保護及改善環境。除此之外，本校全體師生及家長一

直以來對環保教育所作出的努力，更被環境運動委會予以肯定，本年度環境教育組榮獲2018HKAEE
香港環境卓越大獎優異獎。

參觀源．區(T-park)

環保大使與長者收割有機菜

香港環境卓越大獎

香港環境卓越大
獎

塑膠UPCYCLING【升級再造—水樽壁畫】製成品

塑膠UPCYCLING【升級再造—水樽壁畫】工作坊

15



古情新貌

  本校一直致力與社區建立友好的伙伴合
作關係，增加校外人士認識本校的機會，貢

獻社區。本年度與張木林區議員辦事處合

作，於十一月協辦大型同樂日活動「紅葉古

道齊競賽」；亦獲元朗區議會邀請協辦了

「古情˙新貌」導賞遊。社區興趣班方面，

為可銘學校舉辦「短片製作課程」，為元朗

寶覺小學舉辦STEM課程活動，伊利沙伯中
學舊生會小學亦參加了本校的陶藝班。此

外，我們又舉辦了VR/AR訓練課程，邀請
了可銘學校及光明學校到本校上課，獲小學

師生好評。

  本校每年都舉辦「中一新生撰寫心意卡
及回小學母校探老師」活動，讓學生懂得感

恩，表達對老師的感謝之情，建立正面價值

觀。活動得到小學校長及老師的讚賞。

與
社
區
聯
繫

為小學生開設陶藝班

為兩所小學開辦的AR及VR故事創作比賽工作坊

為小學生開設陶藝班

回小學探訪老師

可銘學校同學

元朗寶覺小學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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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十分重視班級經營，
透過與體育組、聯課活動組、

學生會、生涯規劃組及通識科

等合作，舉辦學術、紀律、技

藝或體育等不同比賽，營造積

極正面的校園氛圍。透過活

動，既發揮學生的所長，同時

又可進一步增強學生對所屬班

別的歸屬感。

班
級
經
營班際乒乓球賽

班際排球賽

班際足球比賽

班際足球比賽

班際跳大繩比賽

同心合力

    為班爭光

班際跳大繩比賽 

班際象棋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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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教師會每年均積極
舉辦各類的活動，如手作唇

膏班及有機卸妝油製作班、

鎅水仙球工作坊、親子萬糉
同心為公益、親子旅行及黃

大仙半日遊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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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教育起相輔相承之效。

家
長
教
師
會

家長羽毛球練習

手作唇膏班及有機卸妝油製作班

親子旅行

親子旅行聚餐 鎅水仙球工作坊

黃大仙半日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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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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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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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舞蹈導賞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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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大會堂一

連兩場的結業演出，獲得保貴的舞台經驗。 

嗇色園學校現代舞培訓計劃

舞
渡
季
節舞渡季節 盼̇ 雨

公演當日大合照

同學投入舞蹈練習

本校演出主題 盼雨

舞蹈導賞學員跟校監和校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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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步操樂團公開賽2018

2A 陳彥諾、2B 劉秀霞、2B 謝思敏、2B 陳建成、2B 江佳嶸、
2B 關俊杰、2B 冼家宇、2C 張詠茵、2C 張玉珊、2C 甘鎧霖、
2C 李嘉琪、2C 田雅淇、2C 陳泓翰、3B 湯翹蔚、3C 陳茵彤、
3C 張楚瑩、3C 曹敏榆、3C 黃寶儀、3C 黃心儀、5B 周柏穎、
6B 羅肇汶、6D 林文欣、6D 冼承亨

銅獎

《漫遊音樂世界》學校聯演 同上
「優良表演獎」、

「魅力台風表現獎」

香港演藝音樂節2019

1B 陳永捷、1B 趙文熙、1B 黎焯嶸、1B 李彥恆、1C 陳沛滋、
1C 朱欣怡、1C 劉涵香、1C 梁雅茵、1C 盧雨涵、1C 秦琬鈞、
1C 鍾旻叡、1C 胡柏謙、2A 陳彥諾、2B 梁智欣、2B 謝思敏、
2B 陳展暉、2B 林翰升、2B 蔡明樂、2B 余德偉、2C 張玉珊、
2C 洪沂欽、2C 簡樂如、2C 甘鎧霖、2C 李嘉琪、2C 梁寶兒、
2C 梁珊妮、2C 黃鈺茜、2C 劉佳熹、3C 趙立茗、3C 周佩儀、
3C 梁靜雯、3C 楊詠佟、4C 何詠儀、4C 李紫琳、4C 曾子晴

合唱團銀獎

步
操
樂
團
、
中
樂
團
及
合
唱
團

中一同學試敲擊樂

本校合唱團

暑期音樂營

漫遊音樂世界

香港步操樂團公開賽2018魅力台風表演獎

柳琴及中阮演出笛子合奏演出

  為了透過音樂藝術陶冶性情，令學生建立良好品格，有健康的身
心發展及團隊精神。本校推行「中樂培訓計劃」開辦了以下樂器班，

分別是笛子、二胡、琵琶、柳琴、中阮、古箏和揚琴，由個別專項導

師小組教授。步操樂團更於「香港步操樂團公開賽2018」獲得銅獎，
之後再參加由音樂事務處主辦的《漫遊音樂世界》學校聯演，憑出色

的表現獲頒「優良表演獎」及「魅力台風表現獎」。本校合唱團也有

好表現，在香港演藝音樂節2019團體音樂比賽中獲銀獎，讓學生增廣
見聞、增強自信心及培養出團隊精神。

步操樂團勇奪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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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涯
規
劃

人生拍賣遊戲

擔任護眼大使，

進行驗眼工作

暑期見習計劃啟動禮

湯曉翹同學參與見習計劃

職業體驗及分享—寵物美容師

職業體驗及分享—社工

職業體驗及分享—言語治療師

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瞳心護眼計劃兒童護眼大使

Working Reality賣物會，
同學售賣自製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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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企業及小組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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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king Reality賣物會，同學們十分投入

參觀內地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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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學文憑試成績優異學生

譚維欣
考獲28分

一科5*、兩科5等、三科4等

林芷琦
考獲24分

兩科5等、兩科4等

黃敏嘉
考獲23分

一科5*、兩科4等

何振運
考獲22分

兩科5等、一科4等

第70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1C 梁雅茵
2B 余德偉

粵語散文獨誦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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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D 余穎晞 季軍

70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3C 周佩儀
4C 何詠儀

英語詩詞獨誦季軍

英語詩詞獨誦冠軍

NET Section, EDB  Hands On Stage - 
Puppetry Competition

2A 陳彥諾、3C 周佩儀
3C 梁靜雯、3C 王浩葦

Audience Award 

教育局喜『閱』學校嘉許計劃
2A 陳彥諾、2C 梁寶兒、3C 朱羽揚 「喜『閱』學生」嘉許獎

4A 徐鎮鴻 「喜『閱』學生」特別嘉許獎

2018 MakeX 機械人挑戰賽 3C 劉家銘、3C 黃沛妮 中學組金獎

學習如此多紛2019 3C 黃寶儀、3C 張楚瑩、3C 駱子風 最佳演繹獎（i-Code初中組）

思科創意解難挑戰賽
4A 王鍵樂、4B 梁恩銘
4A 潘俊佑、4B 李嘉洋

最佳友師團隊獎

學校積極參與獎金獎

2019「小愛杯」人工智能國際創業大賽
4A 王鍵樂、4B 梁恩銘
4A 潘俊佑、4B 李嘉洋

香港區優秀團隊獎

校際STEM智能產品創作大賽2019 3C 黃寶儀、3C 張楚瑩、3C 駱子風 智趣無限大獎

2018 第四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3C 黃心儀、3C 黃沛妮、3C 劉家銘 進步嘉許獎（STEM範疇）

第一屆未來工程師大賽
4A 潘俊佑、4A 黃峻仁、4B 陳宇彤

4B 李嘉洋、4B 梁恩銘
高中組優秀獎

「綠色能源夢成真」比賽2019 3C 朱依琳、3C 楊詠佟、3C 楊咏妮 特別資助項目 獲HK$15000發展基金
「工程師體驗巡禮」STEM方案設計比賽 3C 朱依琳、3C 楊詠佟、3C 楊咏妮 優異獎

青年科技習作比賽
1C 陳仕喬、2B 蔡錦榮、3C 黃心儀

3C 黃寶儀、4B 黃姝祺
優異獎

STEM WORLD @ Book Fair 2019
 香港中小學STEM大賽

4A 潘俊佑、 4B 李嘉洋、4B 梁恩銘 高中組 季軍

元朗區中學校際游泳賽

2A 黃樂兒、3A 劉芷麟、4B 王嘉雪
4C 黎寶恩、6C 龔韋寧、6D 張焯盈

女子甲組 團體優異獎

2A 黃樂兒 女子甲組 200米蛙泳季軍
6A 謝文耀 男子甲組 200米自由泳季軍
4B 王嘉雪 女子甲組 50米蛙泳殿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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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少公開比賽中獲獎，展現

多元智能的潛質。今年有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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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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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區田徑運動大會

3A 葉倩怡
女子青少年C組

100米跨欄冠軍及跳遠亞軍
2B 陳展暉 男子青少年D組 跳遠亞軍
6B 羅肇汶 男子青少年C組 鉛球亞軍
6C 葉健怡 女子青少年C組 800米及1500米季軍

屯門區分齡田徑賽

6C 葉健怡 女子C組 800米冠軍                        
4C 杜卓嵐 女子D組 標鎗亞軍

3B 王晋杰、3B 黃健朗
2B 關俊杰、2C 翁惟晋

男子D組 4X100米接力季軍

2B 陳展暉 男子D組 跳遠季軍
3A 葉倩怡 女子C組 100米欄季軍                 
4C 黃弘喆 女子D組 標鎗 季軍
5A 葉心瑜 女子D組 100米跨欄季軍

元朗區校際田徑賽
3A 葉倩怡 女子甲組 100米跨欄亞軍
6D 陳子軒 男子甲組 標槍殿軍

嗇色園中學聯校陸運會 女甲團體亞軍

第11屆青年視覺藝術展

6B 林君豪 傑出視藝學生大獎

6B 林君豪、6B 王芷晗 傑出視藝學生創作獎 
6B 王芷晗、6A 蕭日揚、6B 鄭子汶
6C 韓鴻裕、6C 林煒峰、6C 簡日初

傑出視藝學生入圍獎 

南華早報第38屆年度學生選舉 5A 林紀呈 最佳進步獎

化學品安全宣傳品平面設計比賽 5A 張孝賢 優異獎

國際珊瑚年創作比賽
4B 葉嘉慧、4C 羅巧楠 香港賽3等獎、國際賽2等獎
4A 劉凱敏、4B 吳蔚靈 香港賽3等獎、國際賽3等獎

斜坡維修海報設計比賽 5D 湯凱竣 優異獎

第三屆香港傑出學生藝術家獎 6C 林煒峰
香港傑出學生

藝術家獎

「打擊化妝品動物測試」創作比賽 5C 杜鈞婷 中學組亞軍

「智 Fit精神健康計劃 2018」 
「我心目中的包剪揼家庭 」攝影比賽

2C 梁寳兒 中學組季軍

4A 黃峻仁 中學組優異獎

5D 余穎晞 最具人氣獎

第55屆學校舞蹈節

2C 梁寳兒、4C 李紫琳、 4C 葉凱蓉  中國舞三人舞甲等獎

中國舞群舞甲等獎

2B 劉秀霞、2B 謝思敏、2B 梁智欣 現代舞三人舞乙等獎

4B 黃裕寬、4B 歐陽靖宇、4B 劉培新 街舞及爵士舞三人舞乙等獎

街舞及爵士舞群舞乙等獎 

第47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中國舞群舞銀獎

2A 邱溢詠、2C 洪沂欽、2C 黃鈺茜 中國舞三人舞銅獎

2018屯門區中國象棋爭霸戰
3C 楊騰威、3C 朱羽揚、5B 廖栢暉

5C 鄧龍輝、5D 王毅翔
中學組團體冠軍

香港扯鈴公開賽暨亞洲盃國際扯鈴大賽資格賽 1A 張少龍、2B 蔡錦榮、3B 黃家樂 青少年團體季軍

第十六屆香港綠色學校獎 全校師生 銀獎

HKAEE 香港環境卓越大獎 全校師生 優異獎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4C 何詠儀 銀章

3C 畢嘉嵐、3C 陳 惠、4A 黃峻仁 銅章

超凡學生嘉許計劃 1C 朱欣怡 超凡學生

元朗警區「正義之光」警學計劃

正義好學生選舉
3C 曹敏榆、4C 何詠儀 正義好學生2019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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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瀏

覽本校網頁：

http://www.hodao.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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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玉茵老師 何德偉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