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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t English Week – 
Christmas is a Time to Love and Share

The 1st English Week ‘Christmas is a Time 
to Love and Share’ was organized from 15th 
December to 17th December 2021 by the 
English Department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use English outside the classroom. A variety 
of fun activities including Write to Santa & 
Interclass Christmas Cards Competition, 
English Radio, Christmas Words Online 
Quiz and English Language Booths were 
organized.

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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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sent wishes and write Christmas cards to Santa Claus and their Christmas cards had been 
mailed to Santa Claus in Finland. 

Write to Santa & Interclass Christmas Cards Competition

    今期《道網》為大家專訪了參加朗誦比賽的同學，讓他們暢

談練習及錄影的苦與樂，希望日後可以有更多同學參與，提升口

語才藝的水平。英文科配合Halloween和聖誕節而推出的一連串

活動，寓學習於遊戲中，相信不少同學也曾參加；特別活動日及

班際才藝比賽裡，同學異常投入、歡呼喝采的情境，值得在這裡

重溫。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家教會及體育科於上學期均舉辦了富特

色而有意義的活動，各位一定有印像吧！今年是壬寅虎年，祝願

可道中學全體學生、家長和老師們龍精虎猛，事事順利。

With the help of the English Ambassadors, English game 
booths about Christmas were set up from 15 to 17 December, 
2021. All the games were so creative and fun that attracted 
crowds of students to the library at lunchtime.

English Language Booths

The Most Creative Design The Most  Colou r fu l 
Christmas Card

‘Playing snowball with Rudolph’ ‘Planting a Christmas 
Tree’

‘Listen to the 
Santa Claus’

‘Say Merry Christmas’ 
Students enjoyed taking photos with 
Santa Claus played by our student 1

The Most Heartfelt Greeting



Wonderful and Exciting Halloween!

October has always been an excellent month for holding English activity as it contains a unique festival that consists of the fun and scary elements – the 
Halloween. We were utterly grateful that the Halloween activity could be successfully held after 2 years into the pandemic. Students were full of excitement, 
and they participated eagerly to win the games. With the aim of promoting the usage of English in mind, all the games were designed to practise students’ 
listening as well as speaking skills. The games were so interesting that even students with lower English ability were willing to join and speak. Overall,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had a fun and memorable Halloween. 

After 2 years into the pandemic, form 6 students could finally attend a 
school activity that would bring them fond memories.

Helpers f rom the Student Union also 
voluntarily assisted in the booth.

For this game, collaboration is of no less 
important to English. Students needed to work 
together to move the pumpkin to the designated 
places by holding 2 strings. 

A game that involved speed was by far the most popular 
games that was liked by both the junior and senior form 
students.

Students, regardless of their English levels, were willing to 
try and participate. Such spirit is what every teacher hopes 
for.We were grateful to have collaborated with the library, 

which helped decorated the game booths.

Many students were attracted by this little game, which 
required students to give answers in English or perform 
some 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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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誦需要掌握意、聲、形三大要素，即傳意、繪聲、具形。透過訓練同學參加朗誦比賽，可讓學生全方位提升，無論談吐、風範、思想、信心等均更勝一

籌，最重要是提升個人面對公眾說話時的自信心。本校中文科於每年9月挑選具潛質的學生參賽，經過長時間的反覆練習，同學終於可以面對觀眾，在鏡頭前展

示自己努力的成果。校園報訪問了本年參加朗誦節(粵語及普通話組別)的同學，讓我們來聽聽他們的感受和心得吧。

參賽組別：粵語女子詩詞獨誦

參賽感言：

    參與這次比賽十分難忘，上一次參加朗誦，已是小學的回憶了，雖然

未有獲獎，但亦無礙我再次參賽。

    我認為自己這次表現非常不俗。在練習過程中，我付出了很多時間去反

覆背誦，同時又獲得了很多朋友的鼓勵和打氣，才能輕鬆順利完成拍攝。

參賽組別：粵語女子詩詞獨誦

參賽感言：

    練習期間屢屢受挫，導致我信心不足，幸獲官老師不辭勞苦為我

訓練，同學們又給予了支援和打氣。結果拍攝當日，我的發揮能超越

平時練習的正常水平。在此我想感謝官老師和我的朋友們，希望來年

能與朋友結伴組隊參與二人朗誦比賽。

參賽組別：粵語男子散文獨誦

參賽感言：

    背誦是很容易的事，只要堅持就能把文章背下來，可是朗誦就不是這

麼一回事了。除了要把文章背得滾瓜爛熟，在朗誦過程中要同時控制聲

線、兼顧節奏、注意語調以及面部表情，而且拍攝期間令我十分緊張，正

式錄影和練習時候的心理狀態又不同。

    無論結果如何，有沒有獲獎都沒所謂，證書只是一個證明，人生本來

就會嘗試到很多不同的事物。

參賽組別：粵語男子散文獨誦

參賽感言：

    散文篇幅較長，背誦得比較吃力，而且我不習慣望鏡頭。儘管如

此，這個過程我還是很開心的，因為有李守康的陪伴，而且老師又很熱

心地指導我。

    這是我首次嘗試參加散文朗誦，期待在下年中二時能夠繼續參與比賽。

參賽組別：普通話男子散文獨誦

參賽感言：

    上次參賽失落了獎項，九月終於可以再次挑戰朗誦節。

    回憶起上次比賽，因為我請假太多而導致回校練習時間不足，朗誦的技巧也變得生疏起來，所

以沒能獲獎也是意料之內的事。

    可是，那篇誦材卻給了我啟發：「自己在空餘時間範圍內，就要把握時間溫習或做事。」比方

說，考試將至，就要溫習；家人在做飯的的時侯，就不要閒著不幫忙。

    最後，我很希望下年度能夠繼續參與朗誦比賽，透過朗誦真的加深我對詩詞、文學作品的認

識，而且可以訓練我的普通話技巧。

參賽組別：粵語女子詩詞獨誦

參賽感言：

    今次朗誦的表現還可以，但練習過程中令

我不斷萌生放棄的念頭，宋詞實在太難背，一

度懷疑自己選錯誦材。如果能再次選擇，或者

下年參賽，我會毫不猶豫選擇散文。

參賽組別：粵語女子詩詞獨誦

參賽感言：

    首先我想多謝朱凱晴老師和朋友們，特別是朱老師，她犧牲了自己的休息時間來

幫我練習，而且我遇到困難時，她一定會為我伸出援手。在我錄影過程中，即使我讀

錯了兩次，她仍孜孜不倦教我正確的讀法，讓我得以順利完成拍攝。

宋詞是我首次參賽的組別，希望接下來幾年都有好成績。

參賽組別：粵語女子詩詞獨誦

參賽感言：

    宋詞的詞義和內容才是令我感到吃力的部份。儘管老師

給予了我很多鼓勵，我還是沒有達到自己理想的要求，所以

我對自己也有些失望。不過，經過這次比賽後，我發現自己

更有信心在公開場合說話。

參賽組別：粵語女子詩詞獨誦

參賽感言：

    這次背誦最開心的事，莫過於有朋友一起參賽。記得我有次在課室練習，當我誦到某一句詩詞時卻有人同聲呼應，循聲回頭一看，卻見到我的朋友，所以練習的時候不會寂寞了。

練習過程進度良好，背誦方面沒有問題。因為我是從內地過來，所以粵語發音上遇到小困難，老師都會幫我糾正。

    不過到拍攝當日進度就變得十分緩慢，我不習慣盯著鏡頭，鏡頭以外又有很多同學盯著我，害我整個人都非常緊張，不斷重拍了好幾遍，我寧可站在台上朗誦。

參賽組別：粵語女子詩詞獨誦

參賽感言：

    最意外的收穫，就是在拍攝期間認識了很多新朋友。另外，要

感謝何德偉老師給予我很大發揮的空間，又糾正我的讀音；宋詞篇

幅短小，可是意思深奧，又多生僻字，真的不能低估。

參賽組別：粵語女子散文獨誦

感想：

    第一次參加朗誦比賽，我花費了很長時間練習，正式拍攝當日卻沒有練習時

那麼順暢，結果我重拍了十五次。不過，朗誦這個活動很好玩，可以增強自己的

膽量和口才。以影片形式參賽反而更適合我，因為不用面對很多評判和觀眾。

培養口語才藝     朗誦節初試啼聲

中一 
1A 曹心然 

1C 黃希敏 

1B 李守康 
1B 周飾悅 

中二
2D 許柏軒 

2C 劉嘉霖

2D 吳嘉怡 
2D 周芷澄

2D 葉蔚霖 

中三 3A 鄧采盈 3D 周嘉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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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課程助解難  推動實踐惠社群

1.香港大學電子學習發展實驗室「國際電子教案獎」STEM 及 計算思維教育     —銀獎：鄭國威老師

2.香港大學電子學習發展實驗室「國際電子教案獎」歷史及人文教育              — 銅獎：林栢健老師、李文珍老師、麥泳欣老師、鄭國威老師

3.香港大學電子學習發展實驗室「國際電子教案獎」電子教學應用         —銅獎：鄭國威老師

創新科技

    本校於中一及中二開設STEM創新科技科，有系統地發展同學的創科知識，發展令人滿意，來年

將推展至中三級。初中課程主要著重創意思維、解難能力及自學精神。從日常生活中的例子運用創

科的設計以解決問題，如教導學生創意設計STEM LAB的平面圖，從而在資料搜集、分析及設計以協

助同學定出解決方案。本科亦會將學生的學習成果向公眾展示，如在學與教博覽裡展示成果及出席

數碼娛樂領袖論壇2021等。課後延伸活動則有社區服務及比賽，期望能夠回饋社會。

本校教師在教學方面亦成績斐然，獲獎如下：

「社區服務」

學與教博覽展示成果

學生尋找認知障礙症的資料

學生作品

國際電子教案獎

創科體驗館

2021 HSBC SMART community Hackathon

數碼娛樂領袖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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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及公民教育組不時通過多元化的活動，提升學生的環保意識。亦透過

中四及中五級的其他學習經歷(OLE)課堂活動，培育學生良好的品格，建立

正面積極的價值觀和態度。

    為加強師生的節能意識，明白能源效益及節約能源的重要，德育及

公民教育組於6/12/21(一)至10/12/21(五)舉行環保周，活動包括：「互

動資訊站電子平台」及「能源效益及節約」展覽、攤位遊戲及環保點子

徵集比賽。

   為讓同學親嘗有機耕種的樂趣，本組推行「班際耕種計劃」，邀請班主任與同學一起栽種愛心有機蔬菜，發揮共融互助精神，享受耕種過

程及收成帶來的喜悅。另外，亦透過舉辦「親子種植活動」，讓家長及子女透過種植有機蔬菜，加強親子之間的互動。

公民教育德育及

環保周

中四及中五級其他學習經歷 (OLE)課堂活動

有機耕種計劃

「能源效益及節約」展覽 互動資訊站電子平台

攤位活動 環保點子徵集比賽得獎同學

中四級生命教育活動「學校巡迴話劇
《喜跑線》」（11 月 12 日）

中四級生命教育活動「做個盡責任的
寵物主人」（12 月 17 日）

中五級環保教育活動「盲探行動膠織
未來劇場」（11 月 5 日）

各班同學與班主任積極參與耕種計劃
家長與子女一同種植有機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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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際聖誕
才藝比賽

中一：1A及1B

中二：2D

中三：3D

中四：4C

中五：5C

中六：6C

最具青春活力獎：2C

最佳團隊合作獎：5A

我最喜愛表演獎：5C

獲我最喜愛表演獎的 5C

悉心設計的舞台演出

師生齊心爭冠

同學投入表演

不惜工本 皇帝也來了

卡通人物造型 引起全場歡呼

班主任為同學伴奏 場面溫馨

恭喜以下各級獲獎的班別

    12月22日本校在禮堂舉行了班際聖誕才藝比賽，

讓同學在繁重的課業裡得以放鬆身心之餘，又可展現唱

歌及跳舞等藝術才華；各班為爭奪榮譽，努力綵排及備

戰，花盡心思，間接加強了全班的凝聚力和歸屬感。比

賽當天，為避免人群過度聚集，分開兩個時段，禮堂及

課室直播同時進行。據觀察，參賽同學忘我表演，欣賞

的同學也異常投入，歡呼聲不絕，氣氛熱鬧。

普天同慶賀聖誕     
唱歌跳舞顯才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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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樂•同行」
活動日花絮 21.12.2021

活動目的： 
    加強級本的凝聚力及社幹事的團體合作，同時推動

學生對新興運動的興趣，加強對學校歸屬感。

   由輔導組安排「中四鬆一鬆」及「中六鬆一鬆」，透過活動為同學減減壓，

增加同學對學校的歸屬感。

創業分享及體驗工作坊
活動目的：
    讓中五級以體驗方式了解不同行業的實況，增加

青年的職涯發展的選擇，及提升個人發展的能力。

活動流程：
1. 介紹劍玉兄弟及追夢及創業歷程

2. 短片播放

3. 花式表演

4. 創球體驗

活動流程：
1.介紹競獅團及追夢歷程

2.舞獅示範

3.舞獅體驗活動

活動流程： 
1. 歡樂體驗品牌（港式幽默學院）及本地喜劇男團（笑旅時代）成立原因、發展經過及創業機遇。

2. 棟篤笑介紹及笑話體驗

3. 即興劇介紹及互動體驗

生涯規劃組

劍玉體驗工作坊

笑旅時代—笑話體驗工作坊

競獅團體驗工作坊

聯課活動組

輔導組

老師全神貫注，積極參與。看我這一推一定能勝出！努力向前划！一定要為班爭光！

同學將壓力放瓦煲中

同學解決自身壓力透過藝術活動抒解壓力同學投入藝術活動

同學共同創作，增強學生的歸屬感。

看我多威武！

導師先介紹玩劍玉的基本招式

學生學習舞獅的步法

學生學習把玩劍玉基本技巧學生學習把玩劍玉基本技巧

學生學習基本舞獅打鼓法

中四及中六鬆一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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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促進學生的學習效能及培育良好的品德，本會透過不同的活動，讓家長更深入認識子女在校的學習情況，並加深親子間的了解；藉着舉辦不同類型的活

動，加強家長與學校之間的聯繫與合作，從而使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起相輔相𠄘之效。

    第十三屆（2021-2023）家長教師會成立典禮已於2021年10月22日舉行，新一屆的執行委員會委員亦已於當天透過選舉產生，當天亦舉行了中一及中二

級家長晚會。

    歷屆家長教師會均有賴家長們積極的參與，籌辦各類型活動，包括：舉辦周年會員大會、水仙頭切割班、親子旅遊、不同類型的家長講座及工作坊等，為

家長們提供不少親子聯誼及學習的機會。此外，本會亦籌辦家長義工計劃，凝聚一眾熱心的家長，積極參與校內及校外的義務工作。家長們透過協助中一新生

註冊日、可道資訊日等，與學校之間建立和諧的伙伴合作關係，讓莘莘學子受惠。

  為培育學生有強健體魄，除體育課堂訓練外，本科亦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讓學生透過體育鍛煉，令身心

得到均衡發展。此外，本校運動員亦參加元朗區學界水運會、田徑賽及學界室內划艇賽，並取得優異成績。體育科

家長教師會

可道資訊日：鄒校長與家長閒談 可道資訊日：家長小組分享 家長委員向中一新生講解本校教學特色

家長義工講解切割水仙技巧

第十三屆 (2021-2023) 家長教師會成立典禮

家長義工講解切割水仙技巧：合照

元朗區中學校際田徑比賽 
( 運動員與教練合照 )

運動員與老師合照 元朗區中學校際田徑比賽 ( 獲獎同學 )

元朗區中學校際田徑比賽 元朗區中學校際田徑比賽 ( 參與同學 )

公民青少年田徑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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