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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領獎名單（2009-2010）  

中五 A 班第一名  5A 馮碧琴 

中五 B 班第一名 5B 陶樂希 

中五 C 班第一名 5C 劉振和 

中五 D 班第一名、中國語文、中五級第一名 5D 周建華 

數學 5D 何海俊 

英國語文、尤德爵士紀念獎學金 5C 葉子健 

中七 A 班第一名、中國語文及文化 7A 黃倩婷 

中七 A 班第二名 7A 鄧巧欣 

中七 S 班第一名、尤德爵士紀念獎學金 7S 劉兆康 

中七 S 班第二名 7S 莫豪震 

英語運用 7S 陳靜怡 

 

各位中五及中七的畢業同學： 

在可道中學渡過了不少個寒暑，見證了學校不少的改變，包括教職員人事

變動及學校設施的不斷更新。一向以來，學校堅守以學生為本的教育原則，並以

學生學習的效益作首要考慮的因素。基於此信念，學校近年增建不少校園設施，

包括語言學習中心、體適能中心、探索科技學習中心、電腦室、家政室、社工室

等等，為同學提供良好學習條件；並為同學提供多元化的學習經歷，包括學術、

聯課活動、社會服務及體育藝術活動，讓學生發展潛能，以應付將來的挑戰及迎

合社會的需要。當大家回想一下，老師著實為同學付出了不少時間，無論課堂上

的教學、課後的補課及活動。現時，學校正好見證各位同學完成中五或中七的學

習歷程，將要進入人生的另一階段。 

大家能夠在此時此地相聚，是一份「緣」。所謂「有緣千里能相會，無緣對

面不相逢」，大家能成為同學、朋友，是有緣；能成為家人的，更是有緣；大家

能夠在茫茫人海中相遇，也是一種緣份。希望大家能夠好好珍惜同學之間、師生

之間，與可道之間難得的緣份。 

緣份有時會跟「際遇」相提並論。每個人的際遇各自不同，際遇有順亦有

逆。在面對不同的際遇時，抱有「順境不逞強，逆境不示弱」的態度是十分重要，

往往是通往更美好明天的鑰匙。人生中必然會遇上大小不同的難關，而難關的背

後，往往是隱藏著通往成功的階梯。在面對難關時，信心是很重要，海倫凱勒說

過：「信心是命運的主宰」，大家必須要對自己有信心，有克服任何難關的信心，

所謂「放棄者不會勝利，勝利者永不放棄」，各位畢業同學在任何事情上要盡力

而為，絕不放棄，亦希望各位同學毋忘師長的教誨，為將來美好的人生不斷求進。

 

地址：香港新界元朗洪水橋洪順路 11 號  電話：2479 9885       傳真：2474 7324 

網址：http://www.hodao.edu.hk    電郵：mail@hodao.edu.hk 



 

 

 

 
 

中五甲班  (由左至右排) 
第四排：黃霆峯  蔡雁傑  羅博文  勞德智  翁子昕  彭浚銘  駱嘉俊  梁慶豐  黃志安  謝柏聰  朱嘉傑 

第三排：李秀雯  葉碧君  麥麗嬋  溫凱欣  楊惠棋  陳靜雯  馮嘉如  黎蔓儀  黃雯雪  嚴永欣  麥婉莉  

馮碧琴 

第二排：黃詩穎  張麗華  呂茵茵  李佩儀  張晧賢  黃志聰  黃志文  黃詩樂  陳煒健  蔣卓均  陳誠軒 

        周嘉熙 

第一排：陳俊生  陳子軒  蔡嘉豪  鄭國昌  蕭志新校長  蔡容勝老師  李子娟  鄺綺文  湯文如  陳燕玲 

 

 
 

中五乙班  (由左至右排) 
第四排：凌瑋君  陶樂希  何君漢  陳健恒  鄭國明  陳欣倫  鄧偉廷  黎俊威  凌滺伸  謝浩強 

第三排：梁潔盈  賴佩雯  潘燕玲  張巧俞  洪鳳燕  葉浩玲  羅嘉欣  劉青華  徐妙珊  陳慧欣  曾梓婷 

第二排：陳景輝  吳明威  崔燕耀  陳子健  陳添富  王勁程  周潔瑩  何巧琳  呂善怡  李穗宏  曾偉豪 

第一排：陳子聰  鄧駿衡  楊  俊  香展鴻  鄭偉剛老師  蕭志新校長  梁秋慧  文玉婷  王志芳  謝芷菩 

 

各班畢業生合照 



 

 

 

 

中五丙班  (由左至右排) 
第四排：陳俊樺  楊梓灝  鄺卓龍  陳俊傑  劉振和  莫澤星  姚泰萊  羅宇浚  曹正鑾  莊佩權  馮保軒 

第三排：陳慧儀  陳美興  蔡寶瑤  黎健平  賴映瑺  梁塏塋  葉利微  陳佩華  李沅潼  劉亮儀  吳淑媛 

第二排：羅文思  何小鳳  張雪瑩  劉華材  黃子健  李嘉麒  萬嘉潤  杜鎰昇  蕭敏瑤  林佳儀  呂珞怡 

顧鳳娣 

第一排：吳家濠  曾志杰  陳歷麒  葉子健  蕭志新校長  文愛玲老師  翁詩敏  潘 蓉  張志瑩  黎采樺 

 

 
 

中五丁班  (由左至右排) 
第四排：賴志成  黃德威  鄧浩天  羅銘峰  鄧俊培  李文瀚  符傳宗  石梓健  黃德昌  趙子文  鄭嘉威 

第三排：徐根福  陳嘉勇  許令愉  陳  韋  李惠民  曾偉鵬  郭鎮洋  劉亦楠  許文耀  何海俊  盛泰豐 

  羅學流 

第二排：何康達  周建華  陳紹輝  曾遠平  黃凱鈴  李明樺  陳詩嘉  楊杞彤  葉靜雯  李偉華  梁梓聰 

  陳巧賢  曾遠安 

第一排：黃兆賢  胡嘉穎  黃家駒  許龍輝  蕭志新校長  姚錦蓮老師  周詠儀  李小微  冼諾儀  陳皓貽 



 

 

 

 

中七文科班  (由左至右排) 
第三排：鄧巧欣  唐月珍  陳景柱  馮漢棋  陳浩光  陳俊良  袁耀全  何銘峰  何欣熹  黃富嫦 

第二排：黃倩婷  鄧思瑋  翁秀珠  陳嘉恩  姚文艷  陳子瑩  陳文菁  胡潔雯  葉曉玉  盧紫君 

林萬婷  梁麗英  曾倩凝 

第一排：黎鄭達  鄧浩明  曾繁宇  趙敏東  蕭志新校長  康保齡老師  徐婉清  鄭于齊  蔡麗晴 

   曾仲淇 

 

 
 

中七理科班  (由左至右排) 
第三排：郭龍妹  區美儀  陳景森  何峻鋒  黃雲峯  李嘉鋒  許永傑  陸德成  王日升  莫豪震 

張潤瑜  李小慧 

第二排：范嘉儀  祝正珊  張安彤  葉嘉欣  張  群  陳韵詩  黃鈺芝  香倩虹  劉紀君  林穎欣 

第一排：楊健勇  陳肇男  王奕斐  劉兆康  蕭志新校長  徐笑珍老師  陳靜怡  張令彤  岑卓嵐 

  吳麗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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