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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今學年第二期的可道校園報《道網》又跟
大家見面。回顧這個學年，有甚麼難忘的課外

活動呢？下學期的中華文化周、英語周、全方

位學習日及校內外各種運動賽事，大家應該還

有印象吧！今期我們為大家推介舞蹈學會及修

讀視覺藝術的同學，在公開比賽裡的出色表現，

更有全年校外各項比賽的一覽表，大家嘗試找

找有沒有自己的名字？最重要當然是跟家長一

同分享當中的喜悅。祝各位同學擁有一個多姿

多彩而充實的暑假。

己亥年中華文化周
認識傳統  樂在其中

  由中文、中史、普通話科主辦及家教會協辦的「中華文化周」，已於1 月28 至31 日順利完成，
這次文化周的主題為中國傳統節日—春節。目的是借各項活動，讓同學加深對我國傳統文化的

認識，從而提升對語文及歷史的興趣。前期活動包括：「班際種植水仙花迎新春」及初、高中兩

次早講宣傳。

  重點節目則是為期兩天，在禮堂舉行的文化周攤位遊戲。當中攤位計有與家教會合辦的「新
春美食巡禮與粵普對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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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學術文化的「新春習俗知多少電子問答遊戲」及互動刺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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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歲！

龍吐珠
賀年食品知多少

賀卡製作

新春習俗知多少電子問答環節新春美食巡禮攤位遊戲會場

攤位遊戲會場 師生的紙板財神造型寫揮春

大功告成向黃大仙求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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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d English Fest (2018-2019) 
Theme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2nd English 
Fest was organized from 11 to 14 March by the 
English Department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use English outside the classroom and to offer 
opportunities for them to flaunt their talents in 
using the language. The campus was abuzz with 
engrossing English activities during the fest.  They 
included Student Presentations, Interview Fun, Song 
Dedication, Writing Competition and Game Booths. 
S1 to S3 Reading Aloud Competition, which was 
the highlight of the events, added extra sparkle to 
the fest. The students had great fun communicating 
in English while learning a lot about caring for our 
environment in the 2nd English Fest.

英語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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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教育
之「光雕課程」

  「光雕課程」是一種由藝術驅動的 STEM教育模式，透過團隊建
設學習模式，創作一個真實的光雕舞台表演活動，讓不同個性的學生

透過課程認識產業的理念，模擬一間光雕製作公司的運作，擔當不同

崗位，包括導演、創作總監、視頻及配樂設計、動畫創作、舞台設計

及工程、市場策劃、導賞司儀等，同學們分組研討及工作，學習應變

解難的方法，親手實現自己打造的作品，體驗肩負重任的使命感。

  為期半年的課程完成後，光雕團隊於 2 月 23 日出席由元朗區議
會主辦的 STEM@ 元朗之「創新科技知多少展覽計劃」，並在元朗劇
院朗藝徑展出光雕作品「聚星樓」，向大眾介紹創作意念及光雕技術。

另外，其中四名光雕團隊代表於 3 月 21 日在長沙灣天主教中學展出
光雕作品，並向參與的小學老師及學生講解光雕軟件的操作及分享製

作經驗。

利用電腦軟件進行設計

光雕作品「聚星樓」
到其他中學展出光雕作品

向小學同學教授光雕軟件的操作

動畫創作 為表演活動進行配樂設計

組員投人學習活動

同學與導師進行研討

家長教師會
  為促進家校合作，本校家長教師會定期籌辦
不同類型的活動，成效顯著。早前舉辦了親子旅

行、萬糉同心為公益及家長聯誼等活動。在「萬
糉同心為公益」活動中，家長、老師及學生投入
活動，共包裹了近 200隻糉，在校內義賣共籌得
五千多元，善款全數捐予公益金。在各項活動裡，

家長們熱心參與，同學也積極投入，家校之間的

聯繫愈來愈強。 

家長聯誼活動

糉子義賣

「萬糉同心為公益」於家政室大合照

在糉子加入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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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會 第二十八屆周年陸運會
  本年度陸運會已踏入第二十八屆，於 4月 11及 12日假元朗大球場舉行，參加人數踴躍，兩天
天氣雖然不穩，仍無阻同學之熱情，比賽過程激烈，四社啦啦隊吶喊助威，場面熱鬧。

各組個人冠軍成績
男甲 男乙 男丙 女甲 女乙 女丙

李子歷

（藍社）

冼家宇

（紅社）

余德偉

（藍社）

葉心瑜

（黃社）

梁希彤

（綠社）

陳寶儀

（黃社）

紅社勇奪全場總冠軍

黃社啦啦隊表現出色

 友誼第一，比賽第二！

 啦啦隊總冠軍由綠社奪得，可喜可賀。

嗇色園中學第七屆聯校運動會

  本年度聯校運動會已踏入第七屆，於
2019年 2月 22日假荃灣城門谷運動場舉
行，本校健兒榮獲以下獎項：

女子甲組團體亞軍     
葉倩怡獲女甲個人冠軍   
羅肇汶獲男甲個人冠軍

健兒們全力向前衝

可道健兒信心十足

看我跳得多遠！

獎杯獎牌多耀眼 可道運動健兒與校監及老師合照

飛躍跨越欄杆，為校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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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比賽及步操樂團

步操樂團及合唱團
  本校步操樂團早前參加由香港步操及鼓號樂團協會主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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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合

唱團也有好表現，在香港演藝音樂節 2019團體及個人音樂比賽中獲銀獎，衷
心祝賀同學和負責訓練的老師。

本校步操樂團步操樂團勇奪銅獎

本校合唱團

社際及班際比賽  同學才能盡顯
  本校除了關注學生能於學術上建立成就外，更致力於藉著不同類型的體
育活動及比賽營造健康校園的風氣，使同學能從中領略運動所帶來的樂趣和

好處，盡展潛能。本學期，本校同學參與了「社際呼拉圈比賽」、「班際足

球比賽」及「社際與班際棋藝比賽」。長遠而言，學生必能從活動中培養出

參與體育活動的良好習慣。

班際足球賽

社際呼拉圈比賽

季軍：1B
中一參賽同學與老師合照

棋藝比賽

冠軍 : 黃社
亞軍 : 紅社

比賽當天場面熱鬧

社際棋藝比賽  鬥智鬥力 社際棋藝冠軍—綠社

班際象棋比賽  專注投入

5



視覺藝術及舞蹈
視覺藝術

傑出視藝學生領獎合照
6B 林君豪獲傑出視藝學生大獎

6B 林君豪同時獲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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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C 羅巧楠奪香港賽 3 等獎、

國際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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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D 湯凱竣獲斜坡維修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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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B 吳蔚靈獲香港賽 3 等

獎、國際賽 3 等獎的作品

4A 劉凱敏獲香港賽 3 等獎、國際

賽 3 等獎的作品

舞蹈
舞渡季節  盼•雨

  嗇色園學校現代舞培訓計劃結業演出於 5月 12日一連兩場在沙田大會堂演
奏廳舉行，八所嗇色園屬下的中、小學老師、家長及學生都有出席，見證同學多

月以來的辛勤成果，場面盛大，氣氛熱鬧。本年度計劃以中國傳統文化的廿四節

氣為主題，本校的主題是「盼•雨」，內容為祈求天空降下夢幻小雨，潤澤大地，
舞出新世界。同學運用雨傘配合舞蹈，將繽紛的雨中世界，以不同的圖案展示出

來，盡顯天馬行空的想像力，他們的投入、忘我和創意，讓每位觀眾擊節讚賞。

演出的同學包括：

1A張卓瑤 、1A陳寶怡、1A邱曉慧、1B羅樂穎、1B杜京霖、1B吳泳誼、1B李彥恒、1B凌德軒、
2B梁智欣、2B劉秀霞、2B謝思敏、4B陳宇彤、4B吳海莉、4B曾晞琳、4B歐陽靖宇、4B黃裕寬、
4B劉培新、4B黃凱霖、4C葉凱蓉 、4C李紫琳。 

大合照

第 55 屆學校舞蹈節
跳出自信 舞出精彩
  本校舞蹈組學員熱愛舞蹈，敢於接受挑戰，
憑努力練習和堅毅的精神，於本年度第 55 屆
學校舞蹈節裡獲得右方多個獎項，可喜可賀。

街舞及爵士舞群舞乙等獎街舞及爵士舞 三人舞 乙等獎 現代舞 三人舞乙等獎

中國舞  三人舞甲等獎

6B 王芷晗獲傑出視

藝學生創作獎

中國舞 群舞甲等獎

現代舞培訓計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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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舞 三人舞乙等獎

中國舞 群舞甲等獎

全方位
學習日

走出課室
  本年度是本校第三年舉辦全方位學習日，旨在透過
不同學習領域跨科協作，為學生創造機會走出課室，在

社區不同的地方進行參觀、考察，讓他們在真切情境和

實際環境中鞏固及增長知識，增加學習的趣味及建立全

人發展的共通能力。來讓我們一起重溫同學們在活動當

天的花絮，以及學習成果分享會的精彩片段！

閱讀活動齊參與
  本年度圖書館共舉辦了兩次大型的主題閱讀周活動。分別為 10月的
「老香港」及 5月的「優質生活派」。
  10月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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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舉辦了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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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周期間，本校分別邀得微型藝術家安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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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圖書館定期邀請老師到 library café，與同學一
邊吃小食，一邊分享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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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四位同學以

錄像的方式去分享好書，4A徐鎮鴻取得「喜『閱』學生」特別嘉許獎；
2A陳彥諾、2C梁寶兒及 3C朱羽揚則取得 「喜『閱』學生」嘉許獎。

2C 同學到食肆訪問員工

獲得匯報金獎的中二組別3C 同學以生動形式分享學習成果

3B 同學到大館參觀

3A 同學到南生圍考察

1C 同學以英語作匯報

1B 同學參觀美荷樓

1A 班同學到區內屋苑進行活動

繡花鞋第三代傳人王嘉琳閱讀分享會

本校榮獲教育局「喜『閱』學校」特別嘉許獎

微型藝術家安泰閱讀分享會

專題書展同學到視藝科攤位

拍攝懷舊相片

中英劇團「獅子山傳耆」口述歷史劇 

一眾閱讀大使參與培訓工作坊Library ca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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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項目 得獎同學 獎項

2018 MakeX 機械人挑戰賽 3C 劉家銘 3C黃沛妮 中學組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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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第四屆全港青少年
進步獎

3C 劉家銘 3C黃沛妮 3C黃心儀 進步嘉許獎（STEM範疇）

第十六屆香港綠色學校獎 嗇色園主辦可道中學師生 銀獎

HKAEE 香港環境卓越大獎 嗇色園主辦可道中學師生 優異獎

喜『閱』學校嘉許計劃

2A 陳彥諾 2C梁寳兒 3C 朱羽揚 「喜『閱』學生」嘉許獎

4A 徐鎮鴻 「喜『閱』學生」
特別嘉許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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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A 蕭日揚 6B 王芷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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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B吳蔚靈 4A劉凱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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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屯門中國象棋爭霸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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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71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1B凌德軒 1C盧雨涵 1C鍾旻叡
2B余德偉 2B陳展暉 4A張延峰

聲樂獨唱 – 中文歌曲
良好獎狀

3C周佩儀 3C楊詠佟 3C梁靜雯
4C曾子晴 4C何詠儀 

聲樂獨唱 – 中文歌曲
優良獎狀

3C周佩儀 4C曾子晴 4C何詠儀  聲樂獨唱 – 外文歌曲
優良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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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良表演獎」
「魅力台風表現獎」

香港演藝音樂節 2019團體及
個人音樂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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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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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A張卓瑤 1A陳寶怡 2A黃樂兒
2A邱溢詠 2B劉秀霞 2B謝思敏
2B梁智欣 2C簡樂如 2C梁寳兒
2C陳淑貞 2C蔡熹旻 2C洪沂欽
2C黃鈺茜 2C謝凱恩 4C李紫琳

 4C葉凱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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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B林肇康

街舞及爵士舞三人舞
乙等獎

2B陳建成 4A潘俊佑 4B黃裕寬
4B伍軒成 4B歐陽靖宇 4B劉培新

4B林肇康 4B黃凱霖 
街舞及爵士舞群舞乙等獎 

第 47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1A張卓瑤 1A陳寶怡 1A紀曉瑩
2A黃樂兒 2A邱溢詠 2B謝思敏
2B姚嘉怡 2B梁智欣 2C簡樂如
2C梁寳兒 2C陳淑貞 2C蔡熹旻
2C洪沂欽 2C黃鈺茜 2C謝凱恩

4C李紫琳 4C葉凱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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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4C何詠儀 銀章

4A黃峻仁 銅章

《道網》徵稿
  校園報《道網》每學年出版兩期，第二十五期將於來年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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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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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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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項目 得獎同學 獎項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

朗誦節

4C 何詠儀 中四級英文詩詞獨誦冠軍

1C 梁雅茵 中一級粵語散文獨誦季軍

2B 余德偉 中一級粵語詩詞獨誦季軍

3C 周佩儀 中三級英文詩詞獨誦季軍

佛教榮茵學校慶回

歸標語設計比賽
5D余穎晞 優異獎

元朗區校際游泳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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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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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B 關俊杰 
2C 翁惟晋
3B 王晋杰 
3B 黃健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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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特利中學陸運會

友校接力邀請賽

2B 關俊杰
3B 王晋杰
3B 黃健朗
 3C 劉家銘

男子組亞軍 

元朗區中學

校際羽毛球賽

3C黃沛妮
4C黃弘喆
4C杜卓嵐
4C葉詠芝
4C梁希彤

女子團體第五名

本年度學生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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