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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學年第一期的可道校園報《道網》又跟
大家見面了。我們很高興邀請到兩位去年畢業

及在文憑試獲優異成績的鄭成及詹文茵同學，

以家書的形式向各位述說大學生活的種種經歷

和體會。期望日後可邀請更多校友，跟大家一

起分享他們學習的經驗和生活的見聞。在上學

期，中文科、英文科、數學科及各術科都舉辦

了大小不同的學習活動，當中有不少同學更獲

得校內或校外的獎項，讓我們藉這個園地來重

溫及為他們送上祝賀吧！

電子學習
  本年電子學習及stem組舉辦多項課程、參觀及比賽，讓師生充分發揮各項電子教學潛
能。課程有為學生設計的光雕團隊建設課程和「全球Hours of Code」運算思維工作坊，更有
照顧老師需要的「如何使用網上資源進行簡單的平面設計」工作坊，又安排全級中一同學參觀

創科博覽2018。另有四次校外比賽，詳見下表：

比賽項目 成績 參與者

2018 MakeX 機械人挑戰賽（香港賽區） 中學組金獎 3C 劉家銘、黃沛妮

「STEM 建未來．認識港珠澳大橋」
「創科連接港珠澳」中學生網上問答比賽

積極學校參與獎 本校初中學生

青年科技習作比賽 優異獎
1C陳仕喬、2B蔡錦榮、3C黃心儀 、

3C黃寶儀、4B 黃姝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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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MakeX 機械人挑戰賽（香港賽區）

中一同學參觀創科博覽2018

太陽能遙控車比賽光雕團隊建設課程 同學在博覽認真學習

1C 陳仕喬 2B 蔡錦榮3C 黃心儀、黃寶儀 4B 黃姝祺



季軍

個人賽
班際賽

個人賽得獎同學：（由左至右）冠軍：2C李嘉美、亞軍：2C梁珊妮、季軍：2C張鴻威

班際賽（由左至右）：季軍：2A、亞軍：2B、冠軍：2C

姓名 參加項目

1C 梁雅茵 粵語散文獨誦

2B 余德偉 粵語詩詞獨誦

1C 盧雨涵 普通話散文獨誦

2C 李嘉琪 粵語詩詞獨誦

3C 黃沛妮 粵語詩詞獨誦

3C 張楚瑩 粵語詩詞獨誦

3C 楊詠佟 粵語詩詞獨誦

4C 黎寶恩 普通話散文獨誦

5A 張孝賢  粵語詩詞獨誦

6C 房承熹 粵語詩詞獨誦

姓名 參加項目

1A 詹綺倩 粵語散文獨誦

2C 鄧可姿 粵語詩詞獨誦

3C 趙立茗 粵語詩詞獨誦

4C 梁希彤 粵語散文獨誦

2B 余德偉同學與評判合照1C 梁雅茵同學與評判合照

中文科活動
  從九月開始，我們不時在校園角落看見同學練習朗誦的身影，經過辛勤的練

習，同學於十一及十二月參加校際比賽，跟區內其他學校的學生一較高下。同學

的努力沒有白費，獲得不俗的成績，在此恭賀獲獎同學，感謝負責指導的老師，

期望同學再接再厲，來年更上層樓。

以下同學獲本年度香港學校朗誦節獎項：

優良獎（80-89分）

良好獎（75-79分）

梁雅茵同學獲評判陳柱中先生的評語：
  聲佳美，眼神恰當；節奏恰當，有變化，聲調有抑揚，情之高處誦出作者心底處，佳！情節見安排。末處反思恰當。語調語氣自然。

余德偉同學獲評判陳柱中先生的評語：
  聲亦美，誦亦投入，佳！眼神及面容恰當，詩誦以壯語，誦出沉重心情；詞之景語恰當，帶出情意，佳。聲調抑揚有致，很能誦出兩首作品
的情意，語調自然真摯。

  為提升學生對數學的興趣，數學科於上學期舉辦了中
二級「恆等式與因式分解速算比賽」。比賽分為個人賽及

班際賽，每班由三名同學組隊參賽。個人賽冠軍由2C班李
嘉美同學奪得，而班際賽的冠軍是2C班。

數學科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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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級三位參賽同學與評判合照。
（由左至右起：4C 黎宝恩同學、4B 黃宝林同
學和4C 何詠儀同學。）

No Class Chi Section Marks  Awards

1 1A 多哈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1, Girls

中一級女子組英文詩詞獨誦
81 Certificate of Merit 

優良

2 1B 羅樂穎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1, Girls

中一級女子組英文詩詞獨誦
81 Certificate of Merit 

優良

3 2A 陳彥諾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2, Boys

中二級男子組英文詩詞獨誦
84 Certificate of Merit 

優良

4 3C 周佩儀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Girls

中三級女子組英文詩詞獨誦
85 Certificate of Merit

優良

5 4B 黃宝林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4, Girls

中四級女子組英文詩詞獨誦
83 Certificate of Merit 

優良

6 4C 李紫琳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4, Girls

中四級女子組英文詩詞獨誦
84 Certificate of Merit

優良

7 4C 曾子晴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4, Girls

中四級女子組英文詩詞獨誦
84 Certificate of Merit

優良

8 4C 黃佩瑩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4, Girls

中四級女子組英文詩詞獨誦
81 Certificate of Merit

優良

9 4C 何詠儀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4, Girls

中四級女子組英文詩詞獨誦
88 Certificate of Merit 

優良

10 4C 黎宝恩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4, Girls

中四級女子組英文詩詞獨誦
83 Certificate of Merit 

優良

英文科活動
  本校今年共有10位（中一至中五級）同學參加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
節的英文詩詞獨誦比賽，比賽日期為2018年11月19日至12月19日。

  其中4C何詠儀獲中四級女子組英文詩詞獨誦冠軍及3C周佩儀獲中三
級女子組英文詩詞獨誦季軍，可喜可賀。

3C班周佩儀同學獲得中三級女子
組英文詩詞獨誦比賽季軍。

4C班何詠儀同學獲得中四級女子組
英文詩詞獨誦比賽冠軍。

English Department aims to promote an English-rich 
environment and enhance students’ interest and confidence 
in learning English. In order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interact 
freely in English, the department held the English Speaking 
Fest from 10th to 14th December 2018.

Fun programmes including morning presentations, interview 
fun, song dedication, language game booths and speech 
competition provided students with opportunities to improve 
their four language skills during the event.

1st English Fest

Self-introduction
Being a teacher is not my first career choice 
but it is definitely the most meaningful one 
among all. Having worked in different sectors, 
I found being a teacher is more than just 
having the job done as it requires not only 
professional knowledge but also a great sense 
of humanity. Throughout my teaching years, 
I have encountered different difficulties and 
overcome various challenges but the most 
unforgettable are the life-affirming stories of 
every student of mine! They have enlightened 
my life and I wish I could do the same way 
round to my students in order to nurture them 
to become a valuable person that they are 
proud of! Learning languages enables me to 
go further and unbound my limitation and this 
is why I chose to become a language teacher. 
I hope all of my students can also keep 
exploring the unknown and find the world that 
they belong to since I believe that “all of you 
are more than what you think you are”! 

I am your new English teacher, Miss Fung 
C.W. 

About Me:
Hello splendid Ho Dao College students! I am 
Miss Chloe, This will be my first year teaching 
at Ho Dao College but my eighth year of 
teaching English. I am so pleased to be one of 
the new English teachers this year. 

My favourites:
When I am not teaching or planning lessons, 
I enjoy shopping, singing and dining out with 
my friends and family. 

List of my favourite: 
Food:  Pasta
Candy: Haribo Gummy
Sports: Badminton and squash 
Color:  Blue
Desert: Brownies
Store:  Gap

My Motto:
“I always believe that knowledge can change 
a student’s life”. As a language teacher, I 
always strive to stimulate students’ motivation 
in acquiring English language and make a 
sustainable impact on their learning. Managing 
the difference of abilities among students may 
be challenging, yet satisfying, and what I hope 
is to at least motivate students to do the best 
they can and extend their own personal limit.

My primary mission is not only to help my 
students develop their language proficiency, 
but also moral integrity. I take my role as a 
language teacher with vigor and excitement, 
and look forward to sharing my great passion 
for growing up with my students here!:)

獲得優良獎狀同學名單如下：

Introduction of New Englsh 
language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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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及班際比賽

社際籃球賽由藍社奪冠

觀賽同學為所屬社別打氣
2A 黃樂兒勇奪女子甲組
200米蛙泳季軍

屯門區分齡田徑比賽

本校於伯特利中學陸運會友校接力邀請賽奪得男子組亞軍

3A 葉倩怡勇奪女子甲組
100米跨欄亞軍 6B 羅肇汶勇奪男子青少年C組鉛球亞軍

班際跳大繩比賽

大家無懼寒風，踴躍參與比賽！

班際乒乓球賽—各級正分組進行比賽

班際排球賽—同學於賽前留影

  本校著重全人發展，除了致力提升學術成績外，亦定期舉行體育
活動，讓學生盡顯所長，伸展筋骨，舒緩學業壓力。本校舉行各個班

際及社際活動，如班際乒乓球賽、班際排球賽、社際籃球賽及班際跳

大繩比賽等，參與人數眾多，氣氛熱烈，有效傳遞健康校園訊息。校

外方面，本校於上學期積極參與元朗區校際游泳賽、第43屆元朗區田
徑運動大會、屯門區分齡田徑比賽2018、元朗區校際田徑賽及伯特利
中學陸運會友校接力邀請賽，參賽同學勇奪不少獎項，為校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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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校監、校董及嘉賓與本校師生大合照

可瑞幼稚園歌唱表演

可道中學中樂合奏

可銘學校歌唱表演坊眾投入參與攤位活動

本校學生向參與活動的小孩作講解

參加者利用平板電腦進行競技遊戲

洪福邨嘉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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褔廣場順利舉行了「洪褔邨嘉年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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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舞蹈、歌唱、中樂演奏、雜耍等，為場內帶來了無數歡樂氣氛，也讓三校的幼稚園、小學及中學同學展現個人潛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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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活動
  本校致力培養學生對環境保育的責任感，並透過多元化的活動令學生付諸行動，使學生能在日常生活中貫徹環境保護的精神。於本年度上學期，同學已
踴躍參與了多項活動，如班際種植活動、親子耕作、校服回收、環保互動劇場、環保水機 Well、洪水橋嘉年華環保攤位、聯歡會使用環保餐具、STEM 週
末絕膠、STEM 絕膠設計師及參觀環保團體  「軸物行者」等，在這些STEM活動中，
同學更學習了觀察社會需要，設計簡單的STEM 方案，回應塑膠問題。除此之外，憑著全
校師生及家長的努力，本校榮獲環境運動委員會頒發「第十六屆香港綠色學校獎」銀獎及

「2017HKAEE香港環境卓越大獎」優異獎 。

環保互動劇場 參觀環保園體 —「軸物行者」

親子耕作

班際種植活動
香港環境卓越大獎 HKAEE—優異獎

校服回收

STEM 週末絕膠

洪水橋嘉年華環保攤位

聯歡會使用環保餐具

可道中學榮獲「第十六屆香港綠色學校獎」銀獎

STEM絕膠設計師 

—模型製作

環保水機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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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化交流

參加舞動思潮2018

同學投入舞蹈培訓

參加<不期而遇>舞蹈欣賞 校內舞蹈導賞

舞蹈導賞演出中互動

舞蹈培訓

於上海機場合照

上海街頭表演

上海旅遊節表演

「『你想』校服大改造校褸設計比賽」—冠軍
「全港青少年繪畫日比賽2018」
—元朗區優勝作品

「Sea For Future中學浮標設計比
賽」—最具創意大獎

「斜坡維修保養海報設計比賽」
—優異獎

  嗇色園教育委員會委託城市當

代舞蹈團（CCDC）續辦「現代舞培

訓計劃」，再為8間屬校（中學及小

學）學生提供舞蹈培訓。計劃包括導

賞演出、舞蹈培訓、舞蹈欣賞及舞台

演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 到校舞蹈導賞演出

2018年9月7日

第二階段   舞蹈培訓

2018年10月10日至2019年5月7日（共16節）

第三階段  舞蹈欣賞

2018年11月23日<舞動思潮2018>
2018年12月7日<不期而遇>

第四階段 舞台演出

2019年5月12日（星期日）

舞蹈

樂團
  本校步操樂團共派出26位學生

於2018年9月14-18日前往上海參

與「上海旅遊節」開幕禮表演，同

學更進行多埸文化交流，提升演奏

技巧及團隊合作精神。

視覺藝術
  本校視藝科積極指導同學參加多元化的藝術比賽，讓學生盡展所長，從而提升自信。視藝科學生在不同的大大小小比賽中，如「你想」校服大改

造校褸設計比賽、全港青少年繪畫日比賽2018、第21屆眼鏡設計比賽、Sea For Future 中學浮標設計比賽、斜坡維修保養海報設計比賽及高中學生視

覺藝術作品集等，亦不負所望，表現出色，屢獲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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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欄
  校園報《道網》每學年出版兩期，第二十四期將於7月份出版。其中「投稿園地」現誠邀各位同學

踴躍發表作品，中、英文均可，類別、字數不限，來稿者請註明姓名和班別，方便聯絡。稿件請電郵至

mail@hodao.edu.hk，註明「校園報投稿」，截稿日期為6月1日。另外，如想取得更多本校資訊，亦可瀏

覽本校網頁：http://www.hodao.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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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慧琴老師

 官恆珀老師、鄭玉茵老師

 鮑劉淑妍老師、何德偉老師

 鄺淑芬老師

萬聖節活動同學為歌唱比賽傾力演出！

同學積極參與估歌仔環節

放膽你就來！

齊來探險吧！

本校卧虎藏龍，大家都是舞林高手！

同學投入演唱，感動全場觀眾！

  為了透過家校合作，促進學生的學
習成長，家長教師會在本學年已舉辦多
項活動。

  第十一屆（2017/2019）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會選舉（補選）及
就職典禮已於2018年11月9日（星期五）假本校禮堂順利進行；當晚
更為中一及中二級家長舉辦「孩子  機不離手」預防小貼士講座。

  此外，家長教師會致力舉辦不同活動，例如「皮革製作班」、
「羽毛球同樂日」及「性格透視工作坊」等，促進家長之間溝通，交
流生活日常百科知識及育兒心得。

  家長教師會為表達對學校的支持，於2018年11月28日協助校方舉
辦「開心水果日」，向師生發放健康有營飲食的訊息。亦於12月15日
參與洪福邨嘉年華的攤位活動，教授坊眾製作「環保酵素清潔劑」。
又於12月19日在學校家政室舉辦「繽紛美食迎聖誕」大食會，家長們
即席烹煮美食，與教職員分享及聊天，樂也融融。

學生會
  本屆學生會LIGHT秉承傳

統，致力為同學謀福利，除了

在學生會室售賣不同優惠文具

用品，回饋同學外，又適切回

應同學需求，舉辦了萬聖節活

動及聖誕歌唱比賽，兩個活動

皆大受歡迎，現場氣氛熱烈，

增強了同學對學校的歸屬感。

來讓我們一起重溫活動的精彩

時刻！

家教會

家長專注製作皮具

家長積極向同學講解水果的益處

家長向坊眾教授製作
「環保酵素清潔劑」

「繽紛美食迎聖誕大食會」
佳餚滿桌

家長與老師一同品嚐美食

第十一屆（2017/2019）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就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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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成

詹文茵

鄭成跟同學合照

詹文茵與同學合照

詹文茵攝影作品詹文茵攝影作品 

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大家好！我是2017-2018年度的畢業生詹文茵，現時在法國里昂天主教大學修讀法文。

時光匆匆，六年過去，當年懵懵懂懂的我們現已成了大學生，大學的生活豐富了我的眼界與閱歷。我很榮幸能在此向大家分享一下這半年來的學習經

歷和心得。

  文憑試放榜後，雖然得知自己成功獲香港大學取錄修讀文學士課程，可是我認為要真正掌握一個語言，以及深入了解當地的文化，到當地留學是
最直接、也是最好不過的方法，因此，我放棄了在香港大學讀書的機會，選擇在法國開始我的新一頁。

  或許你們會對法國的學習模式感到興趣，與香港有分別嗎？有何分別？事實上，法國多偏向自主學習，上課的互動性較強，很多時候老師都希望
學生能多思考，多發問。此外，在課堂上，我們也有很多與同學討論、分組的活動，實踐書本上所學的知識，這樣比起香港的學習更為全面實用。我也發

現，很多來自西方國家的同學都會勇於嘗試說法文，不怕文法錯誤，盡量表達自己。我認為這個態度很值得我們學習，因為可使我們更有自信、進步得更快。

  對我而言，其中一個與香港教育截然不同的情況是法國學生的假期很多。除了暑假、復活節和聖誕節假期外，幾乎每個月也
有國定假日。且一般來說，學生在星期三也是放假的。可見這裡的上課時數相對較少，但同時課程比較緊湊，因此這裡的學生特

別珍惜上課的每一分每一秒，不會錯過學習知識的機會，格外認真。

  正因有多餘的時間，我不時也會到法國的其他城市，甚或其他歐洲國家旅遊，開拓視野。法國也可以說是歐洲的中心，去別
的國家也十分方便快捷，交通費用也很合宜。因此，只要有空，我都會動身出發，到不同的地方走走看看，或遠或近。

  早在十月份時，我到訪英國的首都倫敦，參觀了各式各樣的國家博物館，實實在在的英倫格調讓我有置身於電影中之感。而
在聖誕期間，我也遊覽了法國不同的小鎮，如：史特拉斯堡和科爾馬，甚至徒步走到相鄰的德國。由於亞爾薩斯是聖誕市集的起

源地，佈滿裝飾的建築物使我能深深地感受到濃厚的聖誕氣氛，也清楚了解聖誕節的由來、故事等。同時，我也親身見證了被雨

果描述為「偉大而精緻的奇蹟」的主座教堂，的確令人震撼與讚嘆！走在這些名勝古蹟之中，著實令我眼界大開，樂而忘返。

  在香港，人們常說在大學有幾項必做的事，當中最為人熟悉的少不免是「上莊」、「O camp」、「住hall」等，可是在法國
的大學生活卻沒有那麼多姿多彩了。這裡的學生會閒時或會舉辦節日派對、電影欣賞、參觀博物館等活動；但其餘時間，同學們

都專注在學業上。而且，大部分的大學都沒有獨立的宿舍，反而是在同一學生宿舍中有著來自不同學校的學生，讓我們能認識更

多的人。

  除了適應新的校園生活外，在外地留學的最大挑戰則是獨自一人解決所有的起居飲食，以及各種居留、簽證、銀行等文件問題。隻身離港，我再沒法依靠老師或是父母
的幫助，要對自己負責的認知讓我變得更獨立、堅強。在大學裏努力學習知識之餘，若你也希望有鍛練自

己的機會，我建議你們不妨參加一些交換生計劃，嘗試體驗異國的文化和生活，走出舒適圈，或會有意想

不到的得著呢！

  每年的三月，不僅是春天來臨的時節，更是一眾莘莘學子實踐所學的時候。文憑試即將開始，不知道
你們有沒有善用過去的日子作充分的準備？若果還沒有，請謹記好好把握study leave的時段，盡你所能跨
越這個關口。或許，有人認為應對公開試是人生中最辛苦、厭倦、苦惱的時刻，沒錯！可是難關從來都不

容易過，但只要你堅持不懈，一定可以衝破所有障礙的！最後，希望來年的考生鵬程萬里，在公開試中取

得滿意的成績，追尋自己的理想。

  「今天看來難關重重，明日回望小事一樁。」共勉之。

親愛的學弟、學妹：

  時間總是不留任何的機會給我們停留，等待。

  轉眼間，我也不再試當初一個稚嫩的中三學生，離開了母校，踏入了我朝思暮想的大學校園，成為了一名大學生。離開固然有不捨，但新的未
來卻一直在前方迎接著我們，多姿多彩的大學生活便是如此。

  初到理工大學，對周遭的人，事，物都充滿著未知，一切對我而言都很陌生。幸好在大學迎接我的第一個活動便是“迎新營”。我們一大班
“Freshmen BB”在“組爸組媽”的帶領下去到了長洲進行三天兩夜的露營。在這個露營中，我們玩了許多由“組爸媽”精心策劃的活動，唱了很
多次詼諧的“開飯歌”。但最令我印象深刻的還是“口水舞”。那天的夜晚，熊熊的篝火將整個夜空照得通明，連同頭上也佈滿了豆大的汗水。但卻

沒有任何一個人有離開的意願，都在享受著這一揮灑著青春汗水的時刻，享受著這辛勤努力考上大學後的一份喜悅，一份釋放。我心想，這就是我所向往

的青春，所向往的大學生活吧！想到這裏，中學的那份努力都是值得的。

  不得不說大學生活真的很是自由，沒有了很多的“溫馨提示”，不會有老師提醒你做論文，不會有人提醒你上八點半的課，不會有人提醒你需要報讀怎樣的副修科。但
這並不意味著我可以一味的娛樂嬉戲。上到大學，蜂擁而來的一系列英文課本，英文論文，英文教學都讓我一時難以適應。這也就難怪英文老師們總是苦口婆心地催促我

們，叫我們讀好英文。與中學完全不同的教學方式亦讓我有些難受，不過幸好認識一班新的朋友樂意幫助我，自己亦開始規劃好自己的時間，在娛樂和學習之間取得平衡，

這一難關才得以跨過。這樣自由的大學生活亦讓我懂得自律的重要性，畢

竟自己規劃下有意義而充實的生活才是最讓人心安快樂的，中學如此，大

學亦是如此。

  大學，總是令人嚮往，但在此之前的中學大考備考卻總是令人望而卻
步。但其實深一層地去想一想，如果用中學幾年的努力，犧牲多一點自己

打球、打機的時間， 自己打拼出一個美好的大學生活，充滿光明的未來。

這樣的付出似乎遠比中學時期的“及時行樂”來得划算，來得有意義。所

以，趁著自己在中學仍然有時間可以為自己的未來打算，不妨加把勁，咬

緊牙關，堅持下去為自己的大學夢想拼上一拼，畢竟時間總是不留任何的

機會給我們停留，等待。

  祝

學業進步                                                                   

畢業同學給母校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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