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嗇色園 – 

教育對一個人的未來，以至整個社會的發展，都有莫大影響，重要性可謂不言而喻；

所以「辦學育人」，向來是嗇色園最重視的工作之一。

嗇色園的教育事務由董事會轄下教育委員會全權領導，範圍涵蓋中、小學基礎教育、

學前幼兒教育、環境教育、天文科學及生物科技教育。教育委員會製訂本園的辦學總

方向，並透過委任校監及校董，管理及監察屬校事務，確保本園各項教育政策得以貫

徹執行。

嗇色園視辦學育人為回饋社會的使命，所設立的學校俱以黃大仙師寶訓「普濟勸善」

為本，以學生利益為先，以培養能對社會有所貢獻的人才為最終目標。自 1969年開辦
首間學校，在過去 50年，嗇色園一直信守此辦學理念，致力為適齡學童提供接受平等
及優質教育的機會。

重視因材施教  啟發學生潛能
嗇色園相信每一名學童，無論其出身背景，均有接受教育的機會，均有可供發展的個

人潛能。本園以「學生為本」為辦學方針，強調「因材施教」，因應學生在不同學習

階段的心智發展特性規劃全方位課程，務使每名學生均能透過不同的學習機會，發掘

及培養多方面的潛能。

除了致力於正規課程的教與學，嗇色園亦關心學生的全人發展，經常會組織各類型延

伸學習活動、制服團隊、領袖訓練及外訪交流等，讓學生藉著親身接觸及體驗，獲取

多方面的知識及技能，同時鍛鍊精神意志、待人接物及與人溝通的技巧，培養正向健

康的生活態度。

辦學育人半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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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中華文化  推廣道德教育
青少年的品格及德育培養向來是社會關注的議題，嗇色園尊崇儒、釋、道三教，早於 1969年已於轄下
中學推展道德教化工作，透過教導學生孔孟、佛陀及老莊的思想學說，弘揚中國傳統道德觀念及倫理觀，

讓學生修養品德，培養對個人及群性發展有重要影響的價值觀及生活態度。 

發展藝術教育  豐盛孩子人生
藝術可以培養想像力及創作力，亦有助自我成長及與人

溝通；為此，嗇色園各屬校均開辦有不同的藝術課程，

包括音樂、樂器、美藝、舞蹈及戲劇等，以期豐富學生

在藝術方面的經歷、激發他們對藝術的持續追求。嗇色

園近年與專業舞團 --城市當代舞蹈團合作，為屬轄中、
小學組織有系統的舞蹈培訓，讓同學體驗肢體動作如何

表達思想感情，感受舞蹈帶來的滿足感。

嗇色園各屬校不時舉辦學生作品展覽，為學生提供公開

展示才華及創意的機會，亦讓家長了解子女在藝術方面

的潛能。讓學生從小接觸多元化的藝術，對促進他們的

美感發展及評鑑能力有一定幫助。

嗇色園亦在小學及幼稚園全面推行兒童誦讀經典計劃，從

《弟子規》、《三字經》、《道德經》及《論語》等選材，

讓學生從小透過經典

的薰陶，培養正面健

康的思維及品格；亦

藉著朗讀及背誦經典

著作，逐步建立良好

的語文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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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環境及科技教育  培育新世代專業人才
科學及科技發展一日千里，要充分發揮其效益，促進社會的繁榮進步，教育的普及不容忽視。1995年
嗇色園率先開辦「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館」，為不同學習階段的學生提供自然科學、地理、生物、

天文及環境生態等課程。中心內設有自然教育徑、蝴蝶園及生態池；天文館頂層備有一台全電腦操控

的 0.5米口徑巨型反射式天文望遠鏡，為香港學生提供獨特的天文學習體驗。可觀中心亦不時舉辦天
文觀測活動、教師培訓、公眾講座及校際比賽等，以推廣、普及和提升本地的環境及天文教育。

此外，嗇色園分別在 2004及 2009年設立了全港首間生物科技教研室及全亞洲首台於巴士車架上建設
的生物科技流動實驗室，由專家向中、小學教師及學生教授生物科技、基因工程、微生物學等高階知

識，將生物科技教育推廣至社區層面，為香港培養高技術人才。

建設綠色校園  珍惜環境資源 

嗇色園各屬校十多年前已開展環保教育，除了在校園進行綠化及節能設施改善工程，亦透過校本課程

及不同形式的活動，提升學生對自然生態及可持續發展概念的認知。

多年來，各校進行了不少項目，例如綠化天台、建設園圃及溫室、建立能源教室、實施廚餘回收計劃、

參與有機耕作、推廣健康飲食、培訓學生大使等，讓學生從實踐中學習珍惜自然資源。各校亦會邀請

家長及坊眾參與綠化工作，將環保及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推展至家庭及社區層面。各校在可持續發展獎

勵計劃、綠色學校獎計劃及香港環境卓越大獎等比賽中曾多次獲獎，成就備受肯定。

嗇色園深信教育的核心是學生，學校的環境、設施、課程、活動、教學法等均應以學生為本。教育的

本質不僅是傳授學科知識，更重要的是讓學生的身心取得均衡發展，這是嗇色園的辦學信念，亦是各

屬校一直信守奉行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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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記者：今天很高興吳校監接受我們的訪問，請問吳校監在求學時最喜歡甚麼科目？

吳校監：小時候，我最愛數學科，當年老師用獎勵的方式，讓我很易投入到學習裡去。記得當時有一個遊戲，就

是跟別的同學比試背誦電話號碼，再將號碼相加，看誰最快計出答案。這種遊戲，讓我們不知不覺中訓

練到運算的速度，可說是既益智又刺激。

校園記者：要把數學學好有甚麼捷徑呢？

吳校監：坦白說，是沒有捷徑的。學好數學的不二法門就是「努力」二字，多計算、多練習、不怕重複。面對不

同的習題，也要堅持多練，這樣便必定有好成績。古語有云：世上無難事，最怕有心人。只要你肯計算

十次、二十次，熟能生巧，到考測時你計一次就可以計算出答案了。年輕人往往害怕單調、沉悶，其實

做事要成功，就不要害怕重複。日常生活裡的巴士司機或收銀員，他們能夠將工作做好，就是因為能夠

克服重複帶來的單調感覺，不視之為苦差。希望同學能明白這一點。

校園記者：校監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應付考試的心得嗎？

吳校監：人生每天都是考試，面對不同的考驗，我們毋須視考試為生死關頭，即使面對公開試，也能運用這個道理。

否則，只會給自己太大壓力，在心慌意亂之下，考試時便容易出錯或看錯題目。考試要發揮得好，心境

必需要定。其實，只要平日多學習、多溫習、寫好筆記，打穩基礎，在應考前再略加溫習便可以了，臨

急才讀書是於事無補的。

專訪校監

校園記者：校監在閱讀方面有甚麼愛好？可否跟我們分享一下？

吳校監：閱讀方面，我認為應該從興趣入手，選擇自己感興趣的書籍閱讀。我早年喜歡希臘神

話，後來對道教、佛教及哲學都產生興趣，閱讀範疇主要圍繞以上幾方面。每個人的

時間有限，不可能對有興趣的學科都進行研究，我認為閱讀的最大好處是可以汲取別

人的看法和心得，有助跟其他人交流討論，從而深化自己的認識。因此，

我希望同學能多閱讀課外書。 

嘉賓：吳家權校監
校園記者：5C周佩儀、5C梁靜雯、5C朱羽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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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記者：我校邁進 30周年，吳校監對我校的同學有甚麼期望？

吳校監：我對同學的期望，就是把握現在，努力充實自己，向更美好的未來邁進。今年是嗇色園一百周年紀慶，

我們的標語是「弘道百載，不忘勸善初心。 惠澤萬民，承傳普濟精神。」學校的校訓「普濟勸善」四字

正好包含在內。「普濟」指不分任何階層施予救濟，「勸善」就是勸其行善，這份精神都體現在本園廣

推善行，辦理醫療、教育及安老扶幼等事務上。希望同學將來能身體力行實踐出來。要做到這一點，我

期望同學能夠把握現在，努力過好每一天，因為將來的日子正是建基於今天的自己，今天的學習就是為

明天打好基礎。可道今年邁向三十年，我深信每位同學若能做好自己，可道在下一個三十年一定會有更

輝煌的成就。

校園記者：最後，校監對我校的同學有甚麼勸勉？

吳校監：在這個資訊爆炸的年代，人們很易有選擇困難，一天二十四小時，太多資訊和娛樂，往往浪費了寶貴的

光陰而不自知，這實在太可惜了。我對同學的勸勉是「自強」和「自制」。自強是指善用時間增值自己。

每個人每天都只有二十四小時，自強的人懂得有計劃地善用時間，多讀書或做功課，學習不同的事物，

讓生活充實。同學有沒有想過每天早起三十分鐘？利用早上頭腦最清醒的時段，學習英文、數學或閱讀

課外書，日積月累，相信必定能讓你們的學習及成長有很大的裨益。同時，大家亦要自制，切勿讓玩遊戲、

睡覺、追劇等消閒活動主導了生活，請謹記浪費了的時間是永遠追不回來的。

 此外，現今電子科技發達，人與人的溝通卻減少了，久而久之，年青人容易出現在說話表達上未達標的

情況，常見的問題有咬字欠清晰、語速太快、語氣和聲線令人聽得不舒服等，這些問題都會影響人與人

之間的溝通，甚至令對方誤會而引致不快，希望同學可以多加留意。

校園記者：謝謝校監的金石良言，我校同學定當銘記教誨，把握當下分秒，努力自強，不辜負嗇色園的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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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大學畢業，便進入可道中學這個大家庭，自此，我遇上了並肩作戰的同事、可教可愛的學生。

轉眼間，可道已三十歲，而我，亦由老師、副校長到今天成為這裡的校長，這裏是我第二個家，也

是我成長的地方。

還記得在這裡工作的首數年，由於與高年級同學的年齡相差不大，故心裡時常希望成為他們的

朋友、大哥哥；到結婚、成為父親，我開始把可道的同學看作自己的子女，期望能分享他們成功的

喜悅、感受他們面對成長的惶恐與不安。雖偶爾為他們的調皮感到生氣，但更多的是見證他們的努

力而感到鼓舞，作為他們的「爸爸」，我期許能陪伴他們面對成長的種種挑戰，跨過各個難關。

可道有著很多令人自豪的地方。我們有良好的校舍設施──設備優良的體適能中心、先進的科

技學習中心、富藝術氣氛的視藝室⋯⋯。最重要的，我們有一班為同學健康快樂、正面成長而不斷

努力的同事，老師們除了教授課本知識外，還向同學灌輸正面的做人態度，幫助他們建立正確的價

值觀。在同學得意時鼓掌，失意失落時，則為他們作指引，不辭勞苦地陪伴同學成長。滿滿的人情，

是可道最令人著迷之處。

認識的可道同學，縱使或有間中頑皮，但也是可愛而友善的。過去十數年，我都堅持每天早上

在正門迎接學生回校上課，無論是一臉倦容的還是精神抖擻的，均會和我點個頭、說聲早晨。還記

得有一次我抱著一大疊習作簿，卻不小心散落一地，附近有數位同學見到便主動地幫我拾起，再替

我拿著部份，並為我「護航」到課室。那次班際閃避球比賽，同學邀我下場參加，還對我說：「老

師你站在這個位置可以了，我們會護著你的。」最終我們輸了，當我想鼓勵大家的時候，同學已搶

先互相鼓勵：「輸了不打緊，下次再努力，最緊要玩得開心！」

我喜歡與同學相處，尤其喜歡和同學去交流團，可以在另一個地方，用另一種心情與同學交往。

最難得的是在交流團往往可看到同學平時不為人知的另一面，如同學們會主動關心老師，艷陽下，

撐傘的會主動問我要不要一同遮蔭；晚上進膳時，也會主動替老師盛飯、盛湯；較年幼的同學要上

洗手間，高年級的同學會主動陪伴⋯⋯這便是我所認識的可道同學。

回憶過去在可道的日子時，腦海不期然浮現一張張愉快、滿足、自信的面孔，面孔後一個個的

故事，有血有肉地編織成我人生的一大部份。我期望可道在未來的歲月，仍能為同學成長而努力，

更期望可道的校友有美好的前途，同學們能在學業、個人修養方面更上一層樓。

同學們，正如老師們相信你們一樣，要相信自己，只要相信，便能激發勇氣與力量，一步一步

堅定地向夢想邁進！祝願各位有美好的人生。

校長 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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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立「教師考績制度」。

• 成立「學校推廣組」。

• 舉辦「中一新生輔導周」。

三十年回望
1988-1991 年

1991-1992 年

1992-1993 年

1993-1994 年

教育署接納嗇色園於新界元朗的洪水橋開辦第三所中學，

校舍工程隨即展開。
一九九零年九月正式

創校，因校舍仍在建

築中，需暫借深培中

學部份校舍上課。

校舍落成，九月正式啟用。首任校長陳達生先生。

開校初期教職員合照同年十二月十二日舉行開幕典禮。

• 成立「教師專業發展組」。

• 加入「學校管理新措施」計劃。

• 推行「初中級課程剪裁」計劃。

• 開辦中四級，分文、理、商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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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中、英文科採用「主題教學法」。

• 數學科於中一級引入電腦遊戲課。

• 舉行「五周年校慶開放日」。

• 開設中六級兩班。

• 展開「學校改善工程」。

• 成立「學校危機處理小組」。

• 圖書館全面電腦化。

• 首辦「初中成績評核辦法家長座談會」。

• 陳達生校長移民加拿大，周繼正校長接任。   

• 成立「英文發展委員會」。

• 開設中一級「生活教育科」及中六級「電腦應用科」。

• 成立「家長教師會」。

• 成立「中一級管理委員會」。

1994-1995 年

1995-1996 年

1996-1997 年

1997-1998 年

• 推行「可道一家親」計劃。

• 中一至中五級大致完備。

• 參加「校本輔導課程設計」計劃。

• 安裝教育署提供「學校行政及管理系統」軟件。

• 第一屆畢業典禮於十二月六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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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回望

• 成立「中二級管理委員會」。

• 開展「美術教育試驗計劃」。

• 於中一課室加裝電視機及錄影機。

• 將電腦組改為「資訊科技發展組」。

• 成立「優質教育保證組」。

• 成立「中三級管理委員會」。

• 家長代表成為校董會成員。

• 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舉辦「優質教育觀摩日」。

• 發展校本的初中「生活教育科」。

• 開始參加「多元智能躍進」計劃。

• 全校網路鋪設完成。

• 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推行「親子廣泛閱讀獎勵」計

劃、「環保教育專題研究」及「電腦美術創意」計劃。

• 設立「家長資源中心」及「多媒體語言學習室」。

• 推行「拔尖補底」計劃。

• 成立「學生會」。

1998-1999 年

1999-2000 年

2000-2001 年

16



三十年回望

• 舉行「十周年校慶開放日」及出版紀念特刊。

• 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開設「可道中學實習企

業」，將 105室改建為「105 station」。

• 成立「殘疾歧視小組」。

• 開設中三升中四中、英、數銜接課程。

• 少年領袖團首次參加於警察學院舉行的聯合畢業禮。

• 首辦中六級領袖訓練營。

• 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購置七十四部手提電腦借予學

生在家中使用。

• 全校課室及禮堂安裝空調。

• 初中學生留校午膳。

• 羽毛球及籃球場改建為全天候運動地面。

• 零三年二月周繼正校長榮休，蔡錦勇校長由

嗇色園可觀自然教育中心調任本校。

• 全部教員室教師桌均安裝網絡結點，每位教

師獲發手提電腦一部。

• 成立「義工服務委員會」。

2001-2002 年

2002-2003 年

2003-2004 年

• 成立「可道中學少年領袖團」。

• 舉辦首屆學術周及專題研習活動。

• 成立「校友會」。

• 於特別室及禮堂安裝高質素投影機。

• 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推行「多媒體綜合教育

藝術圈」，新增一個「多媒體影音工作室」，

音樂室全面電腦化。

• 全校課室安裝多媒體投射機。

• 校長及二十一位教師參加上海教育考察交 
流團。

• 《明報》報導本校少年領袖團，予以正面評價。

• 於沙士疫症期間，響應政府呼籲，復課後師生

戴口罩上課。17



• 於中一級設立五支制服團隊，包括少年領袖團、

童軍、女童軍、紅十字會青年團及銀樂隊，讓學

生選擇參加，及須於常規課節接受訓練。

• 舉辦全校性的「南亞海嘯籌款」活動。

• 接受教育局質素保證視學組的全面檢視，結果得

到正面評價，全校師生大感鼓舞。

• 與佛山南海九江鎮中學締結為姊妺學校。

• 校長與多位老師參加珠三角考察交流團。

• 零五年十一月一日蔡錦勇校長因病辭世，十一月

二十六日舉行追思會，蕭志新校長於翌年三月 
履新。

• 「十五周年回顧綜合表演」於零六年二月在元朗

劇院舉行。

• 二十位師生到訪九江鎮中學進行交流。

• 增設 English Café，促進同學以英語發表意見。

• 參加區本「升中觀校」日。

• 開放校舍予小學生及家長們到校參觀。

• 舉辦「小學生中學生活體驗」活動。

• 首屆聯校陸運會，本校勇奪全場總冠軍。

2004-2005 年

2005-2006 年

2006-2007 年

18



• 第二屆聯校陸運會，蟬聯男子組團體冠軍。

• 獲優質教育基金及嗇色園資助，於雨天操場增

設「體適能研習中心」。

• 全校課室更換環保分體式空調。

• 將工友宿舍改建為「校友會室」。

• 出版校園刊物〈道網〉，介紹校園動態，展示學

生成果。

• 推展「啟發潛能教育」，成立多元化表演平台 
HDChannel。

• 首次舉辦「中三級全方位探究學習之旅」。

• 舉辦首次校內中五、中七級畢業禮。

• 增建「語文閣」。

• 於七樓天台興建「綠頂上的能源教室」。

• 安裝太陽能光復板及進行綠化。

• 將家政室改建及重新裝備為「烹飪及縫紉綜合用

途室」及「多用途活動室」。

• 全校課室玻璃窗加貼隔熱膜。

• 首次舉辦中一級制服團隊聯合匯操暨頒獎典禮。

• 中六理科學生在香港科學比賽中奪獎，獲報章

及電視台採訪報導。

• 獲優質教育基金資助推行「設計與科技校本課

程」發展計劃。

• 開展為期六年的「提升英語計劃」。

• 於元朗劇院大堂舉行「第一屆視覺藝術科學生

畢業作品展」。

• 於四樓增建一間「社工室」，又改建三零四室

為「社工室」。

2007-2008 年

2009-2010 年

2008-2009 年

• 獲優質教育基金資助推行「簡化學校行政

工作計劃——運用新科技處理學校工作」。

• 將設計與科技室改建為「探索科技學習 
中心」。

• 全校更換環保節能光管。

• 設立「校園氣象台」。

• 舉辦全校性的「四川大地震」籌款。

• 上課由六日循環周改為星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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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回望

• 舉辦二十周年校慶典禮暨長者學苑開幕。

• 舉辦二十周年校慶活動及於禮堂舉行盆菜宴，嘉

賓、校友及老師聚首一堂。

• 設立「流行音樂會室」。

• 舉辦嗇色園聯校學生視藝作品展。

• 設立「再生能源長者中心」。

• 舉辦「學生營商體驗計劃」。

• 佛山九江鎮中學校長聯同該校教師到訪本校。

• 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近三十萬開展「創意藝術傳播」計

劃，定期印製藝術刊物《真色》。

• 首辦洪水橋嘉年華，以創意藝術為主題。之後每年一

次，以不同學科主導，深受坊眾認同。

• 校友李三財成立「陳就娣女士紀念獎學金」，每年資助

學生到台灣遊歷或留學。

• 開始在校園部份樓層及操場髹上壁畫，分三年完成。

2010-2011 年

2011-2012 年

20



• 成立「社區聯繫組」，與視藝科、理科、家

政科合作舉辦「社區到會」服務，以加強與

小學及洪水橋區內的聯繫工作。

• 開闢「語文閣」附近地方為「樂悠園」，以

宣揚環保概念。

• 校方與 11所台灣大學簽訂結盟協議，以協助
畢業生到台灣升學。

• 三位學生到美國參加第 65屆英特爾國際科學
與工程大獎賽。

• 於中一級開始推行自主學習，然後逐年推展至中三。

• 多個科目開始試行電子學習。

• 獲教育局資助裝置無線網絡基礎設施及購置平板電

腦，以配合師生於課堂中使用電子學習資源。

• 以「靜電除菌器」獲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高中物

理及工程組別二等獎。

• 於「第 28屆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中獲一等獎及
清華大學環境友好青少年科技創新獎。

• 校園外牆重新髹上新顏色。

• 彭惠蘭校長履新。

• 舉辦洪水橋科學科技嘉年華。

• 獲「可持續發展學校獎勵計劃」金獎及積極

推動可持續發展榮譽大獎。

2012-2013 年

2013-2014 年

2014-2015 年

• 以「電冰箱除臭器」奪香港學生科學比賽

高中組冠軍及代表香港參與 NIWA Waikato 
Science& Technology Fair贏得「發明品及
創新科技組」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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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回望

• 舉辦二十五周年校慶開放日、聚餐及綜合晚會。

• 獲教育局邀請運用移動電子學習技術進行地理科

考察活動，教育局將學習成果製成光碟派發予全

港中學。

• 「語文閣」改變用途為「生涯規劃室」。

• 成立「中西樂練習室」。

• 成立「服務學習組」，統籌義工小組活動。

• 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進行「STEM實驗室計劃」，於設計
與工藝室增設 STEM 實驗室。

• 獲第十五屆香港綠色學校獎銅獎。

• 獲第十三屆元朗區優秀學生選舉高中組十大優

秀學生。

• 獲第十六屆香港綠色學校獎銀獎。

• 獲教育局喜『閱』學校嘉許計劃特別嘉許獎。

• 獲「2018 MakeX機械人挑戰賽」香港賽區中學組金獎。

• 獲「思科創意解難挑戰賽」最佳友師團隊獎及積極參與學

校獎金獎。

• 獲港燈「綠色能源夢成真」比賽 2019評為特別資助項目。

2015-2016 年

2016-2017 年

2017-2018 年

2018-2019 年

• 於第十二屆元

朗區優秀學生

選舉獲初中及

高中組優秀學生 
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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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回望

• 鄒志文校長履新。

• 全校無線網絡標準提升至Wi-Fi 6。

• 每位教師獲發手提電腦一部，方便老師進行電子

教學及網課。

• 獲第十七屆香港綠色學校獎金獎。

• 30周年校慶。

2019-2020 年

2020-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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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道

1993-1994年
領袖生長：岑嘉儀

1994-1995年
領袖生長：李凱茵 、劉啓昌

1995-1996年
領袖生長：劉永威

1996-1997年
最傑出學生：林鍵、黃迪雯

領袖生長：李凱茵

1997-1998年
最傑出學生：黃慧銀

領袖生長：黃慧銀

家教會主席：何少琼女士

1998-1999年
最傑出學生：黃佳怡

領袖生長：周夏明

家教會主席：何少琼女士

1999-2000年
最傑出學生：鄭冠球

領袖生長：梁健萍

家教會主席：何少琼女士

2000-2001年
最傑出學生：6S 關佩欣
領袖生長：6S關佩欣
家教會主席：何少琼女士

2001-2002年
最傑出學生：6A 楊國威
領袖生長：6A 方綺婷
學生會會長：6A 張鼎盛
家教會主席：姜愛玲女士

2002-2003年
最傑出學生：6S 陳綺文
領袖生長：6A 梁飛揚
學生會會長：6S 黃智明
家教會主席：姜愛玲女士

2003-2004年
最傑出學生：6A 文雅倩
領袖生長：6A文雅倩
學生會會長：6A 冼文慧
家教會主席：姜愛玲女士

2004-2005年
最傑出學生：6A 袁瑞玲
領袖生長：6S 黃騫嬅
學生會會長：6S 鄭洪川
家教會主席：姜愛玲女士

2005-2006年
最傑出學生：6A 趙詠兒
領袖生長：6A 趙詠兒
學生會會長：6A 吳婉華
家教會主席：王麗萍女士

2006-2007年
最傑出學生：6A 夏鈺渼
領袖生長：6S 陳曉丹
學生會會長：6A 馮偉龍
家教會主席：王麗萍女士

2007-2008年
最傑出學生：6S 凌仲欣
領袖生長：6A 陳鈺鈞
學生會會長：6S 凌仲欣
家教會主席：郭偉英女士

校友會主席：周繼揚先生

2008-2009年
最傑出學生：6A 曾繁宇
領袖生長：6S 陳韻詩
學生會會長：6A 梁麗英
家教會主席：郭偉英女士

校友會主席：周繼揚先生

2009-2010年
最傑出學生：6S 梁泳儀
領袖生長：6S 梁泳儀
學生會會長：6S 李梓豪
家教會主席：廖美玉女士

校友會主席：黃慧銀女士

2010-2011年
最傑出學生：6S 梁寶意
領袖生長：6A 譚樂兒
學生會會長：6S 梁寶意
家教會主席：林健誠先生

校友會主席：黃慧銀女士

2011-2012年
最傑出學生：5D 郭倩瑜
領袖生長：5E 鄧偉濠
學生會會長：5B 畢嘉俊
家教會主席：林健誠先生

校友會主席：黃慧銀女士

2012-2013年
最傑出學生：5D 吳衛文
領袖生長：5D 吳衛文
學生會會長：5D 黃善汶
家教會主席：林健誠先生
校友會主席：黃慧銀女士

2013-2014年
最傑出學生：5E 吳家傑
領袖生長：5D 陳惠冰
學生會會長：5E戴旭智
家教會主席：林健誠先生
校友會主席：黃慧銀女士

2014-2015年
最傑出學生：5E 許雲烯
領袖生長：5E 梁淑儀
學生會會長：5E 許雲烯
家教會主席：林健誠先生
校友會主席：黃慧銀女士

2015-2016年
最傑出學生： 5D 譚來希 
領袖生長：4D 黃文陶 
學生會會長：4B梁凱喬
家教會主席：羅婉文女士
校友會主席：黃慧銀女士

2016-2017年
最傑出學生： 5D 趙鈺滢
領袖生長：5D 黎佩恩
學生會會長：5D 葉志倫
家教會主席：羅婉文女士
校友會主席：黃慧銀女士

2017-2018年
最傑出學生：6D 詹文茵 
領袖生長：5D 林芷琦
學生會會長：5D 黃敏嘉
家教會主席：林嘉敏女士
校友會主席：黃慧銀女士

2018-2019年
最傑出學生：5D何佩芝 
領袖生長：5C 陳寶怡
學生會會長：5D 何佩芝
家教會主席：林嘉敏女士
校友會主席：黃慧銀女士

2019-2020年
最傑出學生： 5B黃凱霖
領袖生長：4C 曹敏榆
學生會會長：5B黃凱霖
家教會主席：蔡德志先生
校友會主席：黃慧銀女士

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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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學生學習動機及提升教學效能，乃自開校以來發

展的重中之重。

　　2013 年，校長及部分老師參加以山東濰坊為目的地的
聯校教育考察團，眼見內地同學積極投入、自主互助及有很

高的學習動機，因而給當地學校採用的「自主學習」法深

深吸引。回港後，積極展開研究，成立自主學習核心小組，

為自主學習的軟件及硬件配套作準備。2013-2014 學年開
始，在校內推行自主學習，並以中一級的中文科、英文科、

數學科、通識科、綜合科學科及地理科作試點。

　　簡言之，自主學習課堂的流程大致如下：1.有清晰的
學習目標 2.派發導學案 3.摘錄重點、寫筆記 4.朗讀  5.分
組討論  6.分組匯報／展示學習成果 7.分組點評 8.老師點
撥及評分  9.課堂總結 10. 安排家課。

　　多年來，自主學習已成為大部分科目的上課模式，學生

在靈活而互動的課堂裡聽課、討論、報告及點評，提升了

課堂的趣味，讓學生真正享受學習的樂趣。為了進一步提

升教學效能，近年除了積極優化「自主學習」外，又引入「電

子學習」的元素，利用不同的電子教學軟件和平板電腦進行

教學或帶領學生進行戶外考察，進一步加強教與學的效能。

各組代表將
商討結果板
書出來

同學在課堂分組
進行討論

我們的學與教

同學匯報

老師考察國
內推行自主
學習的課堂

多位教育界同工到校參與觀課

跟國內老師開會研習自主學習的理念

自主學習

「夢可創」：秉承可道中學作育興才的宗旨，致力培育及發掘學生在學術、藝術、體育、科學、
領導等多元潛能的一面，鼓勵及啓發他們敢於追尋夢想，定下目標，勇於邁步向前，
開創自己的未來。

「愛道隨」：貫徹可道中學嚴而有愛的校園文化，明白學生在成長及追夢的道路上必然會遇到喜
悅、困難、失敗及迷惘；師長、家長及校友皆以耐心和時間，聆聽、支持及指引學生，
給予他們愛和溫暖，伴隨他們茁壯成長。

「夢可創、愛道隨」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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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
學習

同學投入上課

融入了電子學習的課堂

積極發表意見

利用 i-pad進
行分組學習

同學點評

我要點評

老師點撥

老師點撥後 
給予分數

使用 Kahoot 學
習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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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學習及

教學 

　　本校於 2014-15 學年開始參加「電子學習學校支
援計劃」，並為首 100 所成功申請的中小學之一。
教育局資助本校裝置無線網絡基礎設施和購置平板電

腦。初時，於中一級及中四級部分科目，結合自主學

習模式，讓學生可走出課室，進行更互動、靈活的學

習活動。及後參與科目逐漸增多，各科構建科本的電

子教學資源庫，又作出不同的嘗試，使用 Nearpod、
Quizlet、Kahoot、Plickers、Google Classroom 等電
子教學工具，既促進師生互動，又讓學生進行多元化

的探索活動，老師也可持續地評估學生的進展性表現，

效果理想。

　　為緊貼時代發展與教學的步伐，讓學生能掌握有

關 STEM 相關的知識和技能，本校成功申請優質教學
基金撥款進行「STEM 實驗室計劃」。規劃設計與科
技科、普通電腦科、綜合科學科、數學科、音樂科、

家政科、體育及視覺藝術等科目加入科技知識及創新

元素，為 STEM領域的發展，率先邁出重要一步。

　　為了誘發學生的探究精神、提升創意及擴闊視

野，學校為學生安排不同課後活動，如 Tinkercad 3D
打印工作坊、mBot機械人進階工作坊、micro:bit工
作坊、智能班房體驗工作坊等，以增加學生對科技的

認識及應用。另外，亦會邀請外間機構協辦活動，如

Microsoft的全球「Hour of Code」運算思維工作坊、
航拍工作坊、虛擬實境 VR／擴增實境 AR課程等，
讓同學學習最新的技術。 

2010年國際 Kbot香港大賽
(中學公開組及常規組 --亞軍 )

三位初中同學於 2019 MakeX 
Spark Online Competition裡
奪得 全國中學組一等獎、功
能設計獎及商業應用獎

人工智能及機械人課程

元朗屯門區青少年科研創意
分享日及匯演

中一新生家長會，以視像
形式進行

中文輸入法比賽

Android手機應用程式開發及立體
虛擬現實工作坊

STEM 實驗室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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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本校於「2019小愛杯人工智能國際創業大賽 香港
賽區」獲優秀團隊獎 及獲得參加複賽的八強資格

兩位中二同學於 STEM@元
朗 程控循跡智能車比賽 

 (速度組 )獲冠軍

參觀創新科技嘉年華

同學參加思科創意解難挑戰賽，
作品名為 物聯魔鏡 IoT Magic 

Mirror

同學參與程式編碼課程

同學投入電子學習的課堂

同學獲 2019第四屆全港青少年進
步獎進步嘉許獎 (STEM範疇 )

嗇色園聯校教師發展日，同學分
享 STEM的學習成果

地理科網課

學生於 STEM實驗室
操作 3D打印機

學生於 STEM實驗室
操作激光切割機

　　本校鼓勵學生參加校外各式各樣的活動和比

賽，與其他學校的學生互相交流、切磋，擴闊視

野，讓所掌握的技術精益求精。活動有參觀科技

展覽，如創科博覽、創新科技嘉年華等；境外交

流活動有參加澳門大學 STEM青少年夏令營、
教育局舉辦的智慧城市專題研習計劃導引團等。

比賽方面，學生表現令人欣喜，學以致用，於不

少比賽中獲獎，帶動全校的積極學習 STEM的
氣氛。

　　為了讓學生不會因疫情及其他突發事故的停

課而減少學習機會，本校從多方面著手，推展利

用網絡進行授課，務求令同學保持學習的動機及

緊跟課程進度。

平日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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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正研究利用電腦
程式操作機械人

家政科網課

師生們在積極準備比賽

本校於 2018 Make X機械人挑
戰賽中獲香港賽區中學組金獎

本校於 JSIT EdTech innovation 
STEM Day mBot 競技平台合
作賽裡獲中學組季軍

機械人訓練班

為老師開設的電子學習培訓課程

為區內小學生開設的 STEM課程

洪福邨嘉年華 STEM攤位，
同學學以致用

科學科網課

通過 Touchdevelop網站製作網上手機程式

運用平板電腦於大埔嘉道理農場進行考察

電子學習課 電子模塊積木課程

思科創意解難挑戰賽，本校獲最佳
友師團隊獎及積極參與學校獎金獎

本校師生獲香港教育大學邀請於
STEM教育國際研討會上分享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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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學習
　　本校早期舉辦「班際問

答比賽」，以提升學術氣氛
，同學反應理想。

為了讓同學可以涉獵不同的
學科及術科知識，比賽發展

成為以社際為單位

的「社際學術時事常識問答
比賽」，更加入台下同學問

答環節，氣氛更熱

鬧，為一年一度的重要活動。

　　及後舉辦「學術周」，活
動涵蓋專題研習報告比賽、書

展、作家分享、

於操場舉行的有獎問答遊戲及
午間音樂欣賞，成效顯著。

同學以生動形式分
享學習成果

同學到南生圍考察

同學到大館參觀 同學到深水埗考察 
為群公寓

學生走出課室訪問外籍人士

同學訪問長者

全方位學習

　　為了提升學術方面的要求
，於中三級舉辦「全方位探究

之旅」，以小組隊

際比賽形式，參加由不同學科
及術科擬設的探究式學習活動

，培養學生發揮探

究精神，提高學生傳意、研習
、解決問題及自我管理等能力

。

　　之後校方將此項活動優化
為「探究式學習活動」，讓同

學由老師帶領下，

走出課室，就著自擬的題目進
行探究及利用展板展示成果。

　　近年，為了達致跨科協作
的效能，於初中級舉行「全方

位學習日」及匯報

比賽，讓同學走出課室，在真
實的情境中，發展及運用跨學

科的知識，提升學

習趣味及建立全人發展的共通
能力，同學表現投入，成果豐

碩。

開校初期的班際問答比賽

匯報比賽

 同學到西貢考察 同學參觀美荷樓30



全方位探究之旅─化學科 學術周
午間音

樂欣賞

學術周書展

探究式學習活動成果展示社際學術時事常識問答比賽
台下問答環節

全方位學習日
匯報比賽獲金獎組別

社際學術時事常識問答比賽  
同學投入觀戰

全方位探究之旅 --地理科 全方位探究之旅
生物科

學術周  專題研習報告比賽

曾於操場舉行的學術周

探究式學習活動
成果展示

社際學術時事常識問答比賽

全方位探究之旅
中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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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本校於早年已十分關注及

推動閱讀文化，主要的活動

有一年兩次的書展、老師利

用早會及網頁推介書籍及在課

室設立閱讀閣。及後，隨著政府

積極推動全城閱讀風氣，本校亦

投放大量資源，以圖書館為首舉辦

大型的主題閱讀周活動，主題繼有

「風雲人物」、「好奇一小步．人類

一大步」、「老香港」及「優質生活派」

等。各次閱讀周都跟多個學科及術科合

中英劇團「獅子山傳耆」口述歷史劇

同學到視藝科攤位拍攝
懷舊相片

同學於世界閱讀日創作
比賽中獲獎

作家分享周會 同學於香港電台有聲好書聲演比賽
中獲晉身十強

哈佛圖書獎三位獲獎同學

故事演繹比賽 昔日在圖書館舉行的書展 老師與同學分享閱讀心得

廣
閱

讀

辦，涉及不同的學習領域，活動多元化，有專題書展、

攤位遊戲、作家分享會、中英文故事演繹比賽等，達

到提升同學閱讀興趣、擴闊閱讀視野及推動校內的閱

讀風氣的效果，成效理想。早前本校參加由教育局主

辦的喜『閱』學校嘉許計劃比賽，獲得最高榮譽的「喜

『閱』學校」特別嘉許獎，實為多年努力的成果。

本校獲教育局喜「閱」學校特別嘉許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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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圖書館

於禮堂舉行的大型專題書展

閱讀分享會

閱讀周：同學以戲劇形式演繹書本內容

香港電台有聲好書聲演比賽的工作人員到校為同學進行初賽

派發由教育局送贈的圖書， 讓學生享受閱讀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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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習

支
援
及增
潤班

　　為照顧不同年級學生的學習需要，本校除安排

中五、六級常規性課後補課，讓學生把握學習時間及

應試技巧外，也會定期外聘本地大學生及導師舉辦不同的

學習課程如「初中級中、英、數輔導班」、「功課指導班」、

「學習技巧班」、「高中 DSE應試技巧班」等，為學生提供進
一步支援，協助他們提升學習的技巧及信心。

　　校方會定期為學生及家長舉辦學習相關的講座及晚會，內容包括：高

中多元出路、中三選科、學習目標訂立、學業要求、時間管理、應試前準備等，

讓學生及家長了解學習方面的資訊及策略。

照顧新來港學童

　　安排專責關顧老師照顧新來港學童，為他們提供適當的協助及舉辦英語課程、認識香港

文化導賞、英語活動等，以提升他們的語文表達能力及學習技巧，增加對本地文化的認識，並

加快學生融入校園及社區的生活。

中一及中二家長晚會

中三選科家長晚會

功課指導班

學習技巧班

英文寫作班

英語訪談活動認識社區活動

新來港本地文化及英文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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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科努力創設全方位的語文學習環境，除了日

常課堂外，亦透過多元化的課外活動，提升同學學習

語文及普通話的信心和興趣。活動包括：中文周、中

華文化周、演講比賽、閱讀匯報比賽、語文遊蹤、故

事演繹比賽、書畫班、普通話歌唱比賽、攤位遊戲等。

　　中文科致力推動閱讀，除了在課程裡推行「廣泛

閱讀計劃」及「深度閱讀計劃」外，又出版學生文集，

建立「閱讀齊參與」的校園文化。此外，編製校本《文

言文集》及《語文知識手冊》，以擴闊語文知識面，

鞏固學習。 中三故事演繹比賽

中文周主題：語文處處尋

初中級閱讀報告比賽

學生優秀作文展示 學生文集 成語王大賽

中文周攤位遊戲 中文周語文遊蹤

中文、中史及
普通話科合辦中華文化周

中文周主題：推理小說

中文科、普通話科 
夢可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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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畫班學員手持作品跟林開宋老師 (下排左 3)合照 校際朗誦節獲獎者

攤位遊戲  猜燈謎

校本補充教材書畫班學員成果展示書畫班  家長及學生認真學習

普通話劇場春節前夕，師生齊寫揮春

聯校中六口語溝通訓練

班際普通話歌唱比賽演講比賽

電子化的語文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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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school is committed to providing students with 
a language-rich environment in which students can 
develop a genuine love of English and a strong 
ability in using the language through a wide variety of 
meaningful language experience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lassroom.

‘Self-regulated Learning’and e-learning have been 
implemented in Junior Forms to enhance student 
interac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various lesson tasks. 
With the use of these teaching strategies, we aim to 
enable our students to become enthusiastic learners.

In order to enhance student interest and performance 
in learning English, we have been organizing an 
array of activities for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on school 
campus such as English Week, Inter-class Story-
telling Competition and Song Dedication. We also 
encourage students to join inter-school competitions 
like Hands on Stage Puppetry Competition and the 
Clipit competition. These activities enable students to 
use English in a creative and meaningful way.

It is a rewarding experience for our students to learn 
English at Ho Dao College (Sponsored by Sik Sik 
Yuen).

English Cafe

Students attained the 
1st Place & Certificates 

of Merits in S.4 Solo 
Verse Speaking in the 
Hong Kong Schools 

English Speech 
Festival. 

Students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English Canteen. 
They enjoyed buying food while practising English conversation. 

Students have started to include role playing and musical instrument playing to refine 
their performance in recent Inter-class English Story Telling Competitions.

Inter-class English Story 
Telling Competition in 2005. 

An interesting game booth in English Week

English Fun Camp

Students were awarded Audience Award & Merit in 

‘Hands on Stage Puppetry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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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writing course English Drama Training Performance in
Tuen Mun Town Hall.

Phonics Programme English Reading Aloud 
Competition

 Interview Fun

Halloween Activities 

 English activities

English Speech Competition

English Story Telling 
Competition in early years

English Week Game Booths

English Day Activities

 Inter-class English Speech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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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

數學科於初中級加入了 TSA相關的教材，以鞏固學生的數學基礎。
科任老師共同備課及參與單元設計，增強學生對數學的興趣及提升自

學能力。數學科重視通過課堂討論及課外的比賽和活動，培養學生邏

輯思維及批判性的思考方法；利用引導性的提問，讓學生發現知識及

加強課堂上的互動；透過專題研習，讓學生學以致用，並學會分析及

解決問題。

為了讓學生更易掌握數學的規律及概念，數學科又運用資訊科技助學

生學習數學，更適時調節學習的難度及增減學習內容，好讓成績稍遜

學生掌握基本數學知識和概念及提升能力較強學生的解難能力。

數學公式背誦比賽

數學遊蹤

班際數學比賽

中三級專題研習

十字相乘法比賽

合 24比賽

抽離式校本數學資優培育計畫

積木組合比賽

立體過四關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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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學科

中國歷史科致力讓學生能整全和清晰地學習中國歷史，綜

覽當中的演變，從而掌握中國歷史的發展概況及特色。本

科又透過境外文化考察、本地歷史文化研習、問答遊戲、

專題研習及歷史人物扮演活動等，以建立學生對歷史文化

的興趣，構建相關歷史知識與能力，從而加強對中華文化、

民族歷史的認同感。

歷史科致力發展多元化教學策略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歷

史的興趣，包括善用資訊科技，發展恆常的電子學習

課堂；又透過跨科組合作讓學生建立更整全的歷史知

識，例如與 STEM組及圖書館合辦「摩登古建築」、
與圖書館合辦的閱讀計劃、與中史科合作的歷史文化

考察等，讓學生找到研習歷史的樂趣。

歷史科利用不同種類的活動以擴闊學生視野，除了常

規的課堂外，透過香港舊區考察、模擬考古工作坊、

修復文物及博物館導賞訓練等體驗，增進學生對課外

歷史知識的瞭解。另外，歷史科不時舉辦境外考察團，

讓學生到訪國內城市了解近代中國的發展，培養他們

對祖國的歸屬感。

中史科

歷史科

「尋找吾鄉的
故事」之「洪

水

橋本區故事」
專題研習

中史、地理科合辦台中及台南自然文化考察之旅中史科、歷史科合辦中山史跡
徑考察

北京歷史文化考察

探討黃大仙俗信與
建築文化

歷史事件、人物專題研習 港島西區歷史文化考察活動

考察傳統廟宇

博物館導賞員訓練班

學習復修文物

模擬考古工作坊歷史填字比賽

歷史科、STEM及圖書館合辦

「摩登古建築」

歷史與中史科合辦「中西區文化遊」

電子學習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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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旨在幫助學生了解地球和現代社會，讓學生從空

間及環境的角度，透過探索人、地、環境的相互關係，

對轉變中的現今世界有更深入的理解；讓學生發展全球

視野，認識到自然災害、環境污染、區域差異、資源短

缺等日漸嚴重的問題如何為全球帶來巨大的挑戰。

地理科重視實地考察的成效，讓學生在不同自然及人文

環境進行考察，以豐富實際體驗。由於香港面積細小，

能考察的景觀受限制，所以考察地點更擴展到境外，包

括國內及台灣。利用境內外真實而寶貴的教學資源，讓

學生走出課室，到真實的環境考察及學習。近年地理考

察亦逐步運用資訊科技推動移動學習，強化實地考察的

效能。

通識教育科旨在培養學生的獨立學習能力和

跨學科思考技能。透過探究各類議題以擴闊

學生的知識基礎，並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

力、正面的價值觀與積極的態度、社會觸覺

和適應能力。

通識科更讓學生走出課室，通過親身體驗，

讓學生的學習與現實生活有更緊密的聯繫，

達致擴闊視野、了解社會不同議題的目的。

地理科

通識教育科

台北地理考察

東壩地質考察
橋咀地質考察

荃灣城市考察

荔枝莊地質考察
西貢海蝕地貌考察鴨洲地質考察

出席城市論壇

參與公民教育論壇

參觀立法會

同學到深水埗考察

同學實地考察太
平清

醮的包山

班際時事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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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與款待科是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中的選修

課程。本科是一個綜合學科，涵蓋範圍相當廣泛，當中包

括不同學科的知識，如市場學、資訊科技、心理學、地理

及社會學等，能讓學生在多方面掌握不同範疇的知識及社

會動態。

本科為理論與實踐並重的科目，如在優質客戶服務課題中，

同學以個案研究和角色扮演的方式，應對難以取悅的客人，

學習良好的溝通及款待技巧。行程設計、各地風俗文化、

酒店及餐飲業的運作也是既有趣又實用的課題，透過實地

考察、參觀活動和工作坊等，同學從實踐中體會到學習的

趣味。

旅遊與款待科

上海旅遊文化地理考察團

參觀民航處教育徑
參觀稻香飲食文化博物館

參觀航空公司

可持續發展旅遊考察團

考察大澳文物酒店

旅遊刊物作家分享

臺中考察團 -清境農場
餐桌禮儀工作坊

香港國際機場導賞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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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與科技科學與科技

STEM 鑑證工作坊 
天文生態營

家長和學生一同製作生態瓶 

理科天文生態營 -天文講座

理科天文生態營 -太陽觀測 理科雙周 -空氣炮

理科雙周 -簡單電動機
紙飛機比賽 降落傘比賽

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大棠實地考察

科學與科技教育讓學生更有系統地利用知識技能及經驗去理解世界、
建構更美好及便利人們生活的社會。

本校科學教育 (包括初中綜合科學、高中物理、化學及生物科 )旨
在提升學生的科學能力，除適切的課堂外，本科亦重視學生在校
園內外建立科學探究的氛圍，為不同年齡群組、能力的同學，
推行多元化活動，把科學精神一點一滴地融入於他們的生活之
中。本科舉辦不同類型的理科活動，包括 : 校內科學比賽、
科學體驗日、科學講座、STEM 鑑證工作坊等，加強校內
科學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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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澳門大學 STEM青少年夏令營 AI基礎課程 – 機械新人類

DeepRacer AI無人駕駛車組裝電腦班 編寫 AI程式

AI 機械人課程

STEM WORLD 書
展攤位

學生在「洪福邨嘉年華活動」 
中教授居民操控機械人

學生將預先設計的繪圖製作成實物
模型

設計與科技科的上課情況

電子模塊設計工作坊

電腦維修班 Thunkable課程 (與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合辦 )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舉辦的「STEM Network計劃」 
AI 機械人課程大棠實地考察

學校透過初中設計與科技科、普通電腦科及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科推行科技
教育。設計與科技科課程著重日常生活和應用知識與技能，通過「動手」及
「動腦」活動，例如：運用科學探究、專題研習、問題為本學習、設計和製
造等，藉以提升學生解決問題和創作的能力。普通電腦科的學習主要是透
過工作任務來展示學生所學，而主題皆環繞著學生生活議題；課程非常著
重編程技巧，學生由淺入深學習不同的編程語言如 Scratch、Python等。

為緊貼時代發展與教學的步伐，讓學生能掌握有關科技的知識和技能，
在課程上加入科技知識及創新元素，亦為學生提供高質素的學習環境；
更從多方面開展科技教學活動，例如洪福邨嘉年華、人工智能機械人
課程、STEM@元朗「程控循跡智能車比賽」和校內的活動，讓學生
擴闊視野，提升創意。亦安排學生參加不同類型的校外比賽，讓同
學學以致用，跟其他學校的學生互相觀摩交流，裨益不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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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及藝術教育是全人發展及五育 (德、智、體、群、美 )中的重要元
素。體育教育協助學生掌握不同身體活動所需的技能、安全知識，以

建立健康的生活模式為目標。藝術教育旨在讓學生透過發展藝術技能

培養創造力、溝通能力及美感觸覺。本校的體育科、音樂科及視覺藝

術科致力發展體育及藝術教育，提升學生自信及發展協作、創造、和

審美等共通能力。

體育與
藝術

體育科
本科除了透過日常課堂教授同學各類運
動項目的知識及技能外，又在校內舉辦
多項比賽及課外活動，使同學能發揮所
長，例如「週年陸運會」、「社際籃球
賽」、「班際划艇賽」等。體育科鼓勵
同學積極參與校外比賽及活動，例如「學
界田徑賽」、「學界水運會」等。

奧夢成真 --棒球課

奧夢成真
空手道課

學界越野賽練習

聯校田徑賽

體育課 急救課程

體適能學會訓練中一田徑體驗日：導師向同學講解

中一田徑體驗日：擲鉛球

利用校內健身室進行
體適能訓練

班際划艇賽

班際閃避球賽

週年陸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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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際划艇賽

音樂科
本科致力發掘和培育學生的音樂潛能，透過參與
一些學術性活動去建構學生的音樂知識及提升學
生評賞音樂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如「北京音樂
文化探索之旅」、「賽馬會中國音樂教育及推廣
計劃」，音樂導賞活動及各類導賞音樂會等。校
內舉辦的「全方位活動日」，音樂組學生曾作專
題匯報的課題包括有：音樂類型與背景音樂、香
港藝術節音樂節目研究、音樂類型與廣告歌、音
樂會策劃。

到訪北京了解當地的音樂藝術
文化和發展

參訪中央音樂學院
附屬中學並體驗
古箏課堂及
進行音樂交流

參訪全國最高等音樂學府
「中央音樂學院」及出席專題講座

參訪大鐘寺古鐘
博物館及中國樂谷
展示中心

學生為元創坊場內具特色的
店舖配上合適的廣告歌

跨科研習課題： 舊區活化，
體驗創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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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科
本科讓學生認識不同視覺藝術元素、概念，學習不同的
創作媒介，如立體創作、時裝設計、攝影等，加強學生
對藝術創作的能力及興趣，培養評賞能力，以文字及圖
像表達個人見解。鼓勵學生認識資訊科技作為藝術創作
媒介，如立體打印、雷射切割、3D scanning等，令學
生更投入藝術創作。

培訓有潛質的學生參與不同的公開創作比賽，以協助學
生更容易升讀本地及外地各大專院校。多年來屢獲佳
績，如教育局的傑出視藝作品集獎、南華早報年度學生
選舉、九龍倉全港中學繪畫比賽、貿發局眼鏡設計比賽、
傑出視藝學生選舉等。

岑凱瑤獲南華早報年度
學生選舉：Visual Artist 

亞軍

林君豪獲 2019傑出視藝學生大獎
林煒峰獲同學獲 OSA award
「第三屆香港傑出學生藝術
家獎」優異獎 ,並獲資助前住
威尼斯進行考察活動

學生參與由藝術中心協辦的
社區藝術活動

學生參觀時裝設計中心

於上環進行文化考察、 
寫生及攝影活動

陳建穎獲第十二
屆眼鏡設計比賽
優勝作品

鍾家希獲九龍倉全港中學生
繪畫比賽電繪組冠軍及海洋

特別獎

學校不斷添置先進器材協助學生進行
創作。圖為數碼立體掃描器、意裁剪

機及雷射切割機

「台灣升學．藝術」考察團

中二「環保時裝 fashion show 創
意」活動及 CATWALK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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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 本校舞蹈組為同學提供多元化的培訓，

在中國舞方面，早年開始本校已挑選具

舞蹈天分的同學接受專業教練的培訓，

同學通過舞蹈陶冶性情，加強了對中國

文化的認識和認同，成員之間在排舞過

程中，學會了互相欣賞、彼此互勉的可

貴精神。近年，中國舞組在學校舞蹈節

及其他公開比賽中屢獲殊榮，師生同感

欣喜。

中國民族文化之歌舞繫真
情

中國舞獨舞表演 中國舞表演 中國舞：清江戀歌

中國舞：群舞表演 中國舞：羽化靈蛇 中國舞：輕舞敦煌 參加學校舞蹈節

蹈

此外，本校亦曾參與「舞躍無極計劃」，該計

劃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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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為參與學校提

供一個有系統的藝術發展課程。計劃活動包括

舞蹈導賞演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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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多元學習
學校為學生提供多元的學習經歷，加強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為學生締造一個走出教室，異於一般學科

的學習空間，按學生的興趣和能力，組織多元化全方位學習活動，協助學生發展學業以外的潛能，透過

不同類型的體藝學習經歷，培養學生的技能、團隊精神、自信心、責任感及堅毅精神，提升學生的自我

價值觀，建立正面價值觀和態度，例如：多元智能活動、體藝文化活動、領袖訓練、服務學習、學會活

動、校隊訓練、制服團隊活動、參與校際及社區體藝比賽等，既擴闊學生視野，提升學生自信及抗逆能

力，同時培養他們的責任感及對學校和社區的歸屬感。我們深信每位學生都具有獨特的潛能，只待有合

適的活動讓其發揮，多元化的學習經歷，幫助學生實踐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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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舞蹈組成員 爵士舞及街舞：Let it go.

現代舞表演：盼雨 現代舞：Fade

現代舞：Is that what you want 現代舞：Losing.

舞躍無極大匯演合照

街舞：Nin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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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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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2017年推行「中樂培訓計劃」，
開辦各類樂器班，分別有笛子、二胡、琵

琶、柳琴、中阮、古箏和揚琴，以小組形

式，由個別專項導師獨立教授。

中樂團參訪中央音樂學院附屬中學

中樂團於「中六視藝作品展」開幕禮表演

中樂團於音樂盛
宴中演奏

中樂團演出

中樂團練習情況

揚琴表演

中樂團全體成員

洪水橋嘉年華：中樂團表演

笛子獨奏

中阮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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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 視覺藝術科讓學生盡展所長，從創作中提升自信心，學生

在創作的過程中，能培養對視覺藝術的鑑賞能力，又透過

時裝設計工作室，讓同學把視覺藝術所學的知識加以應用，

透過工作室模式，讓同學體驗時裝設計及製作的流程，從

中獲得更多經驗，鞏固所學。

為了推廣視覺藝術，早年開始已定期於元朗大會堂及天水

圍區商場舉辦視覺藝術作品展，又印製刊物《真色》，促

進區內學校的藝術發展。

傳藝節時裝設計比賽
頒獎典禮

創意微動畫工作坊

中六視藝畢業展開幕禮 學生個人創作

山頂攝影及寫生 微電影比賽

覺 

藝
術

2015-16年本校同學獲
全港傑出視藝學生獎及創作獎

2017-18年教育局
視覺藝術作品展
獲金獎同學

於第三屆香港傑出學生藝術家獎
獲獎同學

配合畢業展印製的
場刊及宣傳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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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裝工作坊 校本藝術刊物《真色》旨在 
向區內學校推廣藝術發展

真色創意繪畫比賽 
小學組頒獎禮

視藝作品展 視藝作品展中樂表演 學生參觀視藝作品展

視藝作品展學生個人展櫃 學生於視藝作品展表演表演

視藝作品展校監致辭 視覺藝術展老師合影

曾移師天水圍商場的視藝展 青年視覺藝術展同學合照

52



體育
三人籃球賽

女子足球課

師生羽毛球同樂日

排球比賽 本校運動員參加元朗
五人足球賽

全港學界足毽比賽

參加校外足球比賽

足球訓練

足球隊

聯校運動會接力賽交棒一刻

53



聯校排球賽本校奪亞軍 陸運會頒獎

聯校運動會獲全場總冠軍

陸運會獲獎社別 陸運會啦啦隊

聯校運動會健兒們奮勇衝線的一刻 聯校運動會的標槍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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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制服團隊
本校為中一級同學開設五支制服團隊，包括香港少年領袖團、

紅十字會青年團、童軍、女童軍及步操樂團，為中一級同學

提供全面的團隊訓練。制服團隊學員定期進行訓練，學習各

種基本技能，例如：步操、野外求生、營藝、烹飪、樂器演奏、

地圖閱讀、急救等課程。透過嚴謹的紀律訓練，培養學生責

任感、自信心、應變能力、服務精神及領導才能。

中一制服團隊校內結業禮

少年領袖團地圖
閱讀訓練

少年領袖團戶外訓練 少年領袖團畢業禮

女童軍元朗分會金禧紀慶活動女童軍原野烹飪 女童軍及負責老師

樂團參加「香港步操樂團公開賽」

童軍於運動會站崗 童軍於陸運會開幕禮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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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制服團隊校內結業禮

少年領袖團畢業禮
步操樂團 步操樂團在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

文館 20周年紀慶閉幕禮演出
步操樂團在回歸 20周年大巡遊表演

步操樂團於國內表演

步操樂團於音樂盛宴中演奏

紅十字會青年團參與社會服務

紅十字會青年團參與陸運會大步操

紅十字會青年團於世界愛滋病日派發紅絲帶貼紙

紅十字會青年團的洗傷口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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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學習經歷

四社比賽

本校紅、黃、藍、綠四社每年都在不同的比賽裡爭取勝利，

以贏取全年冠軍的榮譽。過程中既讓同學發揮領導及各方面

的才能，又提升同學對各社的歸屬感。每年的陸運會比賽及

相關的啦啦隊表演，最為同學重視。前者設全場總冠軍及男

女子個人冠軍，各健兒在運動場上不斷打破前人的紀錄。後

者從場地佈置，打氣叫口號至全場屏息以待的啦啦隊表演，

每每是花上半個學期準備，是各社綜合實力的表現。其餘受

歡迎的比賽包括籃球、足球、常識問答﹑陸運會場刊設計﹑

棋藝及烹飪比賽等。

2016年陸運會場刊
封面

2019年陸運會場刊
封面 全場總冠軍 全年總冠軍

校監頒獎 社際呼拉圈比賽 社際問答比賽

社際啦啦隊比賽 社際啦啦隊表演 社際接力賽 社際棋藝比賽

社際烹飪比賽 社際籃球賽 社際足球比賽

社際辯論比賽 社員大會57



本校為學生提供多元的學習經歷，邀請社會賢達進行

講座，以開拓同學的視野。嘉賓來自不同的界別，當

中名人包括全球首位踏遍三極的香港女探險家李樂詩

博士、香港著作劇作家杜國威先生、著名演員廖啓智

先生、香港大學榮譽教授陳耀南、世界大富翁冠軍兼

作家畢華流先生﹑前立法局議員梁家傑先生及新晉棟

篤笑演出者阿 V都令同學在輕鬆的分享中吸收不可多
得的成功經驗。近年學校與「文化七月」合作，邀請

作家到校教授不同形式的寫作題材及手法。

作家子君分享寫作構思 劇作家杜國威與學生交流 畢華流先生分享大富翁的
勝利策略

畢華流先生與參加者合照

寵物醫生講座大合照

有關肢體語言的講座 李樂詩博士分享
極地生活

梁家傑先生分享參加特首選舉時的心路歷程

殷培基老師分享
籃球與寫作

營養標籤講座

著名演員 
廖啟智先生分享

郵票知識講座

鄧梓峰先生分享親子情

阿 V的楝篤表演

陳耀南教授於寫作講
座後與同學合照

陶傑先生到 
校推廣閱讀

黃一山先生分享 黃桂林先生分享

名家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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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 遊 蹤

由 2014年前開始，本校輔導組為各級同學設計多次的城市遊蹤活動，
讓住在新界西北的同學可以到港島及九龍進行城市定向活動。每次活

動有不同的主題，曾遊歷港島東南西三區、深水埗區及北角等，讓同

學明白香港市民生活面貌的多樣性。同學在輕鬆的活動中完成任務，

發揮團結互助精神，培養關愛社會的正面價值觀。

北角遊蹤

深水埗遊蹤

南港島遊蹤

赤柱軍人墳場

抱道堂 油街

聖猶達堂

天后廟 嘉頓餐廳

嘉頓山

北河同行

蔡元培校長墓前 舊赤柱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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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港島遊蹤

西港島遊蹤

海山樓

筲箕灣東大街 海防博物館

日街聖母聖衣堂

西營盤福德祠

港大儀禮堂

港大陸佑堂

贊育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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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

本校致力為學生提供境外交流學習的機會，各科組以特定的

學習主題舉辦多元化的文化交流活動。英文科曾舉辦兩次新

加坡交流團，以提升同學以英語溝通的信心。地理、視藝及

理科的同學踏足台灣；在考察內地方面，本校旅款、文史、

地理、物理、視藝及體育科皆曾組團讓同學印證課堂所學，

曾到訪山東、華東、廣州、粵西、澳門及深圳等地。文化考

察活動則到訪武漢、參觀福建樓土樓及嶺南碉樓。透過多元

化的文化考察及境外交流，既開拓了同學的視野，更能使同

學體認自身所學所感，豐富學習體驗。

「探道、尋築、創藝」交流團

上海旅遊文化地理考團

上海杭州考察團

上海體育交流團

參觀廣東可園
台北地理考察

台北環保考察團

台北藝術創作之旅

山東文化考察團

廣州體育交流團

新加坡英語交流團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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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

上海體育交流團

武漢高鐵考察團

浙江金華考察團

深圳世界大學生運動會
澳門世遺考察團

澳門英語交流團

福建五天經濟及文化交流
團 粵西生活考察團

華南文化考察團

華東日蝕考察團

華東經濟發展及文化交流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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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訓練

本校由初中開始專注培育學生的紀律及領導能力。早年全校中一同

學參加少年領袖團，在 2004年引入多元智能計劃，至近年輔導組
的樂 TEEN大使、 訓導組的領袖生訓練營及明日領袖訓練營，為
初中同學提供個人品格及能力培養，更讓同學學習團隊生活及合作

精神。各團隊在師兄師姊的提攜下，個別突出的同學更能在元朗最

佳學生選舉中脫穎而出，可見本校在學生領袖訓練卓然有成。

鄒校長與多元智能學員合照 蔡校長與參加學員合照

多元智能水上活動 多元智能海關訓練 明日領袖訓練營

樂 TEEN暑假訓練港島南活動日

領袖生訓練營 領袖生訓練營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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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

在六年的中學生活當中，我們不單教授學生課本上的知識，同時照顧學

生成長過程中的需要，培育學生成為一個具良好品德、積極關愛及負責

任的人。

在個人方面，透過健康校園計劃，讓學生認清自己的強項或潛能，接受

或改善自己的短處及不足，建立健康的自我形象。同時，舉辦一系列的

感恩活動，讓學生學習感受他人善意與關懷，並能加以回報，建立積極

及有意義的人生。再者，從不同的升學講座及職業探索活動中，協助學

生認清未來，制定學習計劃，規劃人生。

在班級方面，我們十分重視班級經營，透過舉辦不同類型的班際比賽，

使學生為班付出，發揮所長，營造一個積極而正向的氣氛，提升學生對

班別及學校的歸屬感。此外，我們定期舉行各級的班主任會，各班班主

任可藉此機會分享所教班別的情況，不同的成長支援組別亦可從中了解

學生的需要，舉辦相應的活動以支援學生的發展。

在學校方面，我們積極鼓勵學生發展學習以外的才能，為學生提供不同

類型的服務崗位，例如領袖生、樂 Teen大使、四社幹事及學生會幹事
等，發掘學生不同的潛能，加強學生的責任感。我們亦設有獎勵計劃，

讓學生在不同範疇上訂立目標，挑戰自我，老師從學生的各項表現加以

評鑑及欣賞，使學生明白如何成為一個具良好品德的人。

成長支援

健康校園活動 --扭汽球班

友共情攝影活動

同學簽署感恩約章

大家一起簽署關愛約章

母親節表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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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

獎學金

第 7屆校友會幹事會名單如下：

職位 姓名 畢業年份

主席 林寶瑩 2006

副主席 王嘉佳 2008

副主席 岑瑞琪 2009

秘書 吳崇禮 2004

財務 蔡曉瑩 2007

執行幹事

黃慧銀 1999

張錦暖 2006

施鴻興 1993

郭慧英 1997

譚來希 2017

李功榮 2018

為進一步回饋母校，又於 2010年度開始設立「校友會獎學金」，
目的為獎勵代表學校參加校外比賽 (包括學術、藝術、運動、服
務等方面 )表現優異或獲取獎項及為校爭光的同學，以鼓勵積極
求進、力爭上游的同學。候選人必須為本校學生。提名人限於本

校校長、教職員、學校社工、校友或家長。 

李三財先生是我校 1997年度的中五畢業生。李校友之後往
台灣升學，畢業於世新大學，憑著靈活頭腦及堅毅不屈的

精神，24歲便踏上創業之路，26歲創辦了台灣第一家韓國
語文教育中心，30歲開始投身公益事務。在《擡頭苦幹》

一書，李校友親述在港台兩地求學的見聞及在台灣成功創

業的經過。 

李校友飲水思源，在 2011年成立以他母親為名義的「陳就
娣女士紀念獎學金」，每年資助四位學生到台灣遊歷或留

學。此外，他十分關心學弟學妹的學業，多次回校以過來

人的身分，為高中同學解答到台灣升學的種種問題，同學

都表示獲益良多。

新一屆幹事大合照

幹事選舉，實時於網絡播放

幹事選舉點票

第七屆校友會主席岑瑞琪小姐與
鄒校長合照

李三財校友跟同學分享升學 
台灣的問題

李校友專誠回港慶賀母校二十五周年
校慶，跟昔日老師合照

校友李三財先生及其著作

愛 道 隨

校友會成立於 2007年，旨在團結校友，加強校友與母校間
之聯繫，並定期選出新一屆幹事，致力促進學校、校友及

校友之間之聯繫。校友代表亦會加入學校管理委員會， 為
母校的管理與發展出謀獻策，並提供不同的支援回饋母校，

促進學生學習及協助母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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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誼活動

職業分享

校友會聯誼活動多樣化，讓歷屆校友共聚一堂，師生一起重溫昔日美好的校

園時光，校友們都十分支持各項活動，活動包括周年大會暨燒烤聚餐、遠足、

新春團拜、大廚出馬及陸運會校友會盃等。

校友會定期跟生涯規畫組合作舉辦「校友職業分

享」，邀請各行各業的校友回校，向同學分享各

行業的工作環境、入職條件、待遇等資訊，歷年

來涉及的職業界別有幼兒教育、寵物美容、紀律

部隊、髮型設計、物業管理、社福界及商界培訓、

冷氣工程、機械工程、舞台技術員及中醫等，讓

同學及早確立升學及就業的志向與目標。

2012年 為蕭志新校長、鄭偉剛老師
及黃明基老師舉辦惜別會

2013年新春行大運

2018年 新春行大運

2012周年大會暨燒烤晚會 2016周年大會暨燒烤晚會

2017周年大會暨燒烤晚會 2018周年大會暨燒烤晚會

2016大廚出馬

2018大廚出馬 於陸運會增設校友盃 校友會新春團拜校友會遠足活動

校友職業分享會校友會老師感謝校友
回饋母校

66



班級經營
中一班際

自 2004年開始的中一越野賽，堪稱本校體育科為
中一級同學而設的年度盛事。全級中一學生及班主

任於十月齊集大棠郊野公園，校長、體育科老師及

任課老師又親臨現場，一起參與跑步競賽，相互支

持打氣，氣氛溫馨熱鬧，有效提升班內的凝聚力，

為中一校園生活留下美好回憶。

2004 年  蔡校長與同學合照 2005 年 體育老師跟同學合照 中一班際越野賽起步

昂首闊步邁向終
點

蕭校長與師生合照

越野賽

團體冠軍 首屆中一班際越野賽起步 首屆中一班際越野賽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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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七月及八月，本校為將升讀中一的同學提供為期兩星期的迎新活動。活動分

兩階段，分別在七月底的分班試前及八月分班後。前期設班主任課、認識制服團

隊、認識各興趣小組及訓導輔導組安排的不同體驗活動。同時又安排同學家長參

觀可道校園，務使家校建立良好的關係。進入八月同學會回校上中學銜接課程，

讓同學盡早適應學習生活。

中一迎新學習團隊生活

中一迎新童軍招生

中一迎新紅十字會示範 
包紮技巧

中一迎新與學長學習棋藝

家長座談會 家長與新生在同學帶領下參觀特別室 學兄學姊擔當司儀

數學課堂 樂 teen大使與中一同行 電腦堂

迎新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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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為加強學生對班的歸屬感，於全年不同時段

都舉辦班際活動。競賽的項目包括籃球、排球、

羽毛球、拔河、足球及乒乓球，吸引同學於午膳

與放學駐足欣賞。各班為求爭勝，可謂精英盡出，

有時班主任也落場參與，氣氛熱鬧刺激。近年更

在競賽類加上閃避球、划艇比賽等，令賽事更緊

張激烈。至於較為文靜的項目則有種植有機蔬菜、

棋藝、問答、大胃王及扭計骰比賽，有效照顧了

不同同學的品賦，讓同學發揮所長，貢獻班會。

中一速算比賽 中三歌唱比賽

中三競技比賽

班際有機耕種

清潔比賽結果 班際乒乓球賽

班際划艇賽

班際壁報比賽

班際 比賽

班際跳大繩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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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際大胃王比賽

班際才藝比賽

班際扭計骰比賽
班際拔河比賽

班際種水仙比賽

班際籃球賽

班際羽毛球比賽

班際象棋比賽 班際足球比賽 班際跳大繩比賽

班際閃避球比賽

秩序比賽結果

自律守紀清潔比賽得獎班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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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組每年三月都為快將離校參與公開考試的同學舉

辦惜別會，為同學送上祝福和鼓勵，同學在當天也會

通過說話、歌唱及心意卡，向任教多年的師長表達謝

意和關懷，場面溫馨感人。六月份在校內舉行的畢業

禮，畢業生、家長和全校老師聚首一堂，同學穿上畢

業袍，在嘉賓手上接過畢業證書，聽取教誨，昂首邁

進升學或就業的新階段。

06-07年中五惜別會 08-09年中五惜別會

09-10年中五及中七畢業典禮09-10年中五惜別會

11-12年中六及中七畢業禮 14-15年惜別會

17-18年中六惜別會 全級中七同學合照

畢業生向老師送花致意

惜別會及
畢業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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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屆別就職典禮合照

家長教師會

本校家長教師會於 1997年成立。

家長教師會為校方確認的家長代表團體，其主要功能為： 

加強家庭與學校之間的聯繫及合作，藉以提高學生學業水平及品德修養；

支援學校推展教育工作及改善學生福利；

籌辦各種康樂活動，促進家長間的友誼及溝通；

舉辦教育性活動，增進家長對管教子女的認識；

向本校諮議會提供意見，務求提高校本管理之效率及教育質素。

(右二 )何少琼女士為首屆家長教師會主席

第七屆家長教師會暨第二屆校友會就職
典禮

第三屆家長教師會就職典禮

第九屆家長教師會暨第四屆校友會就職典禮

第八屆家長教師會暨 
第三屆校友會就職典禮

首屆家長教師會成立典禮

與家長聯繫

第五屆家長教師會就職禮

第十一屆家長教師會 
常務委員就職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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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周年校慶典禮家長義工

「耆樂餃子日」一起包餃子 「萬粽同心為公益」 「萬粽同心為公益」於 
家政室大合照

中一註冊日義工隊

探訪獨居長者

親手造的餃子當然
是份外美味！

屈柏雨紀念老人中心義工 
交流活動之「好運風車」

長者們教義工用毛巾摺成 
小白兔擺設，真厲害！

家長教師會探訪老人 家長義工烹煮小食 
招待中一家長

家長向坊眾教授製作 
「環保酵素清潔劑」

可道中學家長除了參與活動外，亦熱心服務學校及社區，

為校內活動擔任義務工作，貢獻良多。 例如：到屈柏雨
紀念老人中心進行交流活動，製作「好運風車」；舉辦的

「情牽一線送暖大行動」，完成編織冷頸巾；探訪老人及

獨居的長者；推出「萬粽同心為公益」，活動中家長在假

期回校包粽，然後在上課天的午膳及放學向師生售賣，所

得款項一概捐予公益金；於學校活動中，家長義工烹煮小

食招待中一家長；於新生註冊期間，家長義工一連兩天在

禮堂開設攤位，向新生家長宣傳家教會工作及於校慶期

間，協助接待的工作等。

「耆樂餃子日」與長者一同合照

家長義工活動

「情牽一線送暖大行動」
編織冷頸巾活動成果

家長積極向同學講解水果的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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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聚餐

「繽紛美食迎聖誕大食會」
佳餚滿桌

家長在家政室準備各式美食 家長燒烤活動

家長與老師一同品嚐美食桌上美食 令人食指大動

繽紛美食迎聖誕大合照

聯誼活動
家長教師會每年均籌辦多元化的活動，動靜俱備，家長可忙裏偷閒，並藉活動增加與子女溝通的

機會。例如：早年為家長開設的「親子電腦班」；與中文科合辦的書法班，每年兩期，每期十堂，

逢星期六早上上課，書法班後來因應家長興趣改為書畫班；燒烤晚會；繽紛美食迎聖誕大食會；「畫

出彩虹畫班」及「家長自衛術健體班」等。

每年的「親子旅遊」是家教會的重點活動，同學、家長和老師一同參與，暫時放下工作或課業，

愉快遊玩一天，增進彼此感情。「親子旅遊」到過的地點有： 黃大仙太歲元辰殿、啟德郵輪碼頭、
許願樹、天際 100、零碳天地、坪洲、大澳、 地質公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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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旅遊

親子遊大澳 參觀馳名蝦醬廠 嗇色園黃大仙祠前合照

坪洲一天遊 在吉澳享用海鮮美食

尖沙咀 1881廣場留影 地質公園親子遊

親子赤柱樂悠遊

零碳天地親子遊

黃大仙半日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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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班

家長健體班 家長親子電腦班

製作環保酵素

環保興趣班 畫出彩虹畫班 盆栽興趣班

素描班

花瓣盒裝手作唇膏班

親子書畫班 親子烹飪班

家長們拿著顏色鮮
豔唇膏製成品

皮革縫製班 家長羽毛球練習 家長聯誼活動

鎅水仙球工作坊

天然蚊怕水製作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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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積極鼓勵同學參與不同社區服務，如賣旗籌

款、訪問區議員、為院舍翻新等，乃至透過與智

障人士一同遊戲、製作小食、玩攤位遊戲，讓同

學加深對社會的了解，學習關愛社會上弱勢的一

群，建立同理心，培養耐性。

近年本校亦積極與區內團體協辦較大型的活動，

「古情 新貌」介紹圍村風情文化；「紅葉古道齊
競賽」為區內親子體能競賽活動，由元朗屏山區

居民協會主辦，本校為協辦單位，期望透過親子

體能競賽推廣本土行山徑、自然風景、鄉郊文化

及提升環保意識，從而推廣遠足這項適合全家參

與的運動，並提倡勤做運動的家庭文化。

紅葉古道齊競賽健兒 紅葉古道齊競賽 
全體大合照

紅葉古道齊競賽 
表演

紅葉古道齊競賽表演

紅葉古道齊競賽 
開幕禮

「古情 新貌」團體大合照

義工活動 -  
智障人士手工班

元朗智友伙伴重聚日暨分享會

與社區聯繫服務社區

義工嘉許禮77



全球青年服務日 友共情環區共融行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賣旗 智友互賞計劃 義工小組聚會

殘健共融義工服務

義工嘉許禮 親切共融日營 

親切共融日營訪問區議員關於天水圍節能減排情況

香港漻會園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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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2年起，本校於洪水橋區內舉辦
多個嘉年華會，讓學生為本區居民提供

文娛活動，與眾同樂；近年，為方便本

區居民，舉辦場地已移至洪福邨。除了

多個以學術為主題的攤位活動 (包括：
STEM、科學、數學、科技及藝術等 ) 外，
亦有才藝表演，學生使出渾身解數，展

現各種才華：舞蹈、歌唱、雜耍、中樂

表演等，為場內帶來了無數歡樂氣氛，

坊眾人潮如湧，同學發揮平日所學，積

極回饋社區。活動得各單位及坊眾鼎力

支持，參與者皆能盡興而歸。

洪水橋嘉年華

攤位遊戲

學生表演

洪福邨嘉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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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舉辦不同活動以加強學校與本社區小學聯繫，如小學

常識問答比賽，為小學生開設的興趣班或電腦班等；中一

同學與班主任探訪小學老師，以感謝老師教育之恩，藉以

加強中小學間的連繫，提供更優質的教育。

小學常識問答比賽 參賽小學生及本校師生合照

2017年小學常識問答比賽 嗇色園主
辦可銘學校隊獲得冠軍

2018小學校際時事常識問答比賽

本校同學於
寶覺分校結業禮表演

寶覺分校跨校閱讀分享

寶覺分校跨校閱讀分享 

聯繫區內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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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義工活動

多年來，本校舉辦不同活動，如長者學苑、探訪老人院及獨居長者，讓

同學明白關心長者的重要，了解他們的生活情況，為長者送上祝福和溫

暖。通過活動，同學從中建立耐性和同理心，反思「孝」的重要，身體

力行發揚「普濟勸善」的精神。

環保大使與長者收割有機菜 探訪獨居長者 元朗區愛心滿鄉郊大行動

可道愛心護耆英 

探訪屏山安老院

關懷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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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
典禮

5周年

攤位遊戲

校慶 --舞獅英詩集誦表演

校慶開幕典禮

校慶開放日

1991年 12月 12日舉行開幕典禮。左六為主禮嘉賓陳祖澤先生

主禮嘉賓與嗇色園主席黃允畋先生 
步入會場

配合開幕禮出版的刊物

開幕禮學生表演

慶祝活動

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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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周年

15 周年

銀樂隊表演

開放日開幕典禮

十周年特刊

校慶開放日

在元朗劇院舉行的十五周年回顧綜合表演。此綜合表演為已故蔡錦勇校長生前的一大心願。當晚除了以成
長為主題的戲劇演出外，各學會及制服團隊也指導同學表演，內容豐富。

十五周年紀念
場刊

綜合匯演 --大合唱

長期服務的教職員獲贈紀念品

校慶

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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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周年

校慶暨長者學開幕慶典，
邀得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梁智鴻醫生擔任主禮嘉賓。 

大合唱

於元朗劇院舉行的校慶匯演

校慶暨校友聚餐，首次以盆菜宴的形式舉行，在學校禮堂筵開 35席，校友及師生聚首一堂，氣氛熱鬧 。

校慶期間，於雨天操場同時舉行書畫展覽，
圖中為書法老師及其作品。

校慶開放日

二十周年校慶特刊封面，以葉上露
珠為主題，配合當年的口號：「可
沐春風萬千學子奮發成大器，道施
甘露百十園丁殷勤育賢才」。

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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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周年 

銀樂隊表演

校慶匯演表演的項目有戲劇、舞蹈、流行音
樂、魔術、雜耍及大合唱

校慶開放日開幕典禮

典禮 

校慶公開課 

校慶球類比賽

蕭志新校長（右一）和梁理中校監
（左二）

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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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榮譽  金榜題名

本校同學在 STEM、學術、藝術、體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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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喜可賀。適逢三十周年，

本刊選取過去十年在公開比賽中勇奪金獎或冠軍的同學，跟大家一起

回味。期望各位師弟妹可以秉承學長們的堅毅精神，發揮所長，達到

「體藝科學同創夢，家長師生齊讚頌」的效果。

視覺藝術
參加項目 獲獎學生 獲取獎項 照片

元朗區少年警訊
 「禁毒信紙設計比賽」 6S邱雪兒 (2010-11) 中學組冠軍

(左一 )

全港傑出視藝學生選舉

7A陳建穎 (2010-11) 傑出大獎

(左六 )

7A涂佩慇 (2010-11) 金獎

(右三 )

「元朗區青年節」
T-shirt圖案設計比賽

3D吳雪玲 (2011-12) 初中組冠軍

7A陳卓瑩 (2011-12) 高中組冠軍

2011「自由道」青少年
繪畫比賽 「賞自然．愛
地貌」巴士車身廣告設
計比賽

7A邱雅雪 (2011-12) 評判特別獎

7A許卓婷 (2011-12) 中學組冠軍

2012年度全港傑出
視藝學生選舉

7A黃永愉 (2011-12) 傑出視藝學生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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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項目 獲獎學生 獲取獎項 照片

綠色力量 「放駕一天」
減碳行動海報設計比賽

7A邱雅雪 (2011-12) 中學組冠軍

(左二 )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BA逗點 facebook四
格漫畫創作比賽」

7A梁思靈 (2011-12)
中學組亞軍、最具人
氣大獎及 最佳演繹大
獎

防止虐待兒童會
「和諧家庭分享集封面
設計比賽」

7A許卓婷 (2011-12) 中學組冠軍

「藍天綠地在香港」全
港學界環保四格漫畫設
計比賽

5B鄭藹筠 (2011-12) 全港總亞軍及新界西
分區冠軍

2012年度全港傑出
視藝學生選舉

6D張紫柔 (2012-13) 全港傑出視藝學生大
獎

 

2013年度全港傑出
視藝學生選舉

6E陳進杰 (2013-14) 全港傑出視藝學生大
獎及創作獎

傳藝節時裝設計比賽
2013 6C趙倩平 (2013-14) 中學組冠軍

(右一 )

保良局 2013國際水合作
年美術設計創作比賽

4D曾芷君 (2013-14) 香港賽二等獎、世界
賽一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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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項目 獲獎學生 獲取獎項 照片

LAB concept 
‘Bag of Your Dreams’ 
Competition

6D 蘇翰林 (2013-14) 冠軍

水務局 「珍惜水資源」
水務設施繪畫比賽

6D 張鎧堯 (2013-14) 最佳視覺效果獎

藝緣畫會 二十週年年展
暨我看二十繪畫比賽

5A陳弘毅 (2015-16) 中學組冠軍

藝力無限 Color Up 
contest
吉祥物設計比賽

5D梁凱照 (2015-16) 冠軍

2015年度全港傑出
視藝學生選舉

6D 馮慧琳 (2015-16) 全港傑出視藝學生獎
及創作獎

Art2World 童油皇國
兒童藝術年展 2016 6C樊振翀 (2016-17) 金獎

uniform power 制服動力 
“你想校服大改造”

5C簡日初 (2016-17) 中學組冠軍

am730 及 good morning 
CLASS全港中學學界廣
告賣橋王比賽

5D 文苑華 (2016-17)
5D 詹文茵 (2016-17)
5D 廖成鍇 (2016-17)

品牌大獎

第 10屆青年視覺藝術展 6D 詹文茵 (2017-18) 傑出視藝學生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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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參加項目 獲獎學生 獲取獎項 照片

青年科技習作比賽 1C劉家銘 (2016-17) 中一組 一等獎

聯校資訊科技學會 JSIT 
EdTech Innovation 
STEM Day 2017

2C黃寶儀、2C黃心儀 
(2017-18)

Formula m 中學組  
一等獎

2C劉家銘 (2017-18) HK智慧型循線競賽

2C張楚瑩  (2017-18) 中學組一等獎

參加項目 獲獎學生 獲取獎項 照片

教育局 學生視覺藝術作
品展

6D 詹文茵 (2017-18) 金獎

第 11屆青年視覺藝術展 6B 林君豪 (2018-19) 傑出視藝學生大獎及
傑出視藝學生創作獎

香港傑出學生藝術家獎
(OSA Award)--
第三屆香港傑出學生藝
術家獎

6C林煒峰 (2018-19) 香港傑出學生藝術家
獎

嗇色園一百周年紀慶
標誌設計比賽

5B關升浩 (2019-20) 亞軍

「愛的圍牆」香港壁畫
馬拉松 2020 
壁畫設計比賽

6A張孝賢 (2019-20) 冠軍

元朗區文藝之星嘉許計
劃

6A 岑凱瑤 (2019-20) 元朗區文藝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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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項目 獲獎學生 獲取獎項 照片

聯校資訊科技學
會  JSIT EdTech 
Innovation STEM Day 
2017

2C曹敏榆、2C陳茵彤 
(2017-18)

死亡平台編程大師賽
一等獎

2C黃沛妮、2C駱子風 
(2017-18)

死亡平台遙控 gogo賽
一等獎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學習如此多紛 2018  
iGeneration Hong Kong

2C張楚瑩、2C朱羽揚、
2C黃心儀、2C曹敏榆 
(2017-18)

初中組冠軍

Smart Kiddo 全港中小
學 STEM機械人大戰
2018

2C張楚瑩 (2017-18) 一等獎

AiTLE  MakeX 機械人
挑戰賽

3C 黃沛妮、3C 劉家銘 
(2018-19) 中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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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9)

香港區優秀團隊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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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9)

最佳友師團隊獎
學校積極參與獎金獎

2019 MakeX Spark 
Online Competition

2C 植海琳、2C 陳沛滋、
2C 盧伊靜
(2019-20)

全國一等獎、功能設
計獎及商業應用獎

明日世界概念車設計大
賽

1B  陳熲荇 (2019-20) 冠軍

STEM@元朗 程控循跡
智能車比賽 (速度組 )

2C 盧伊靜、2C 吳文希 
(2019-20)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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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科
參加項目 獲獎學生 獲取獎項 照片

教育局 2012年香港學生
科學比賽

4E黎文健、4E吳衛文、
4E韋漢陞、4F莫偉賢、
4F陳澤佳  ( 2011-12 )

發明品高中組冠軍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
2013香港青少年科技創
新大賽

5C黎文健、5D韋漢陞、
5E譚浩言 (2012-13)

物理及工程組亞軍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
第二十八屆全國青少年
科技創新大賽

6D韋漢陞 (2013-14)

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
大賽工程學一等獎、
清華大學環境友好青
少年科技創新獎項

參加項目 獲獎學生 獲取獎項 照片

康文署元朗區田徑運動
大會 

5B江曉樺 (2011-12) 200米冠軍、 
跳遠冠軍

5B張錦良 (2011-12) 100米冠軍

元朗校際游泳錦標賽 7S莊紫媛 (2011-12)
女子甲組 50米背泳
冠軍、50米自由泳 
冠軍

元朗區校際田徑賽

5A麥煥章 (2011-12) 男子甲組 200米冠
軍、400米冠軍

4F莫偉賢 (2011-12) 男子乙組鐵餅冠軍、
鉛球亞軍

4E韋漢陞 (2011-12) 男子乙組跳遠冠軍、
三級跳季軍

 

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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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

參加項目 獲獎學生 獲取獎項 照片

康文署全港外展田徑章
別挑戰日

4E吳衛文 (2011-12) 男子 B組標槍冠軍

2B曾煒軒 (2011-12) 男子丙組 200米冠
軍、100米亞軍

元朗區第三十八屆田徑
運動大會

6D韋漢陞 (2013-14) 青少年 C組 跳遠 (破
大會紀錄 )

元朗校際游泳錦標賽

2C詹廣祺 (2013-14)
男子丙組 100米背泳
冠軍、200米個人
四式亞軍

6E 莫偉賢 (2014-15) 男甲個人冠軍

3B 陳斯朗 (2014-15) 男乙個人冠軍

SAMSUNG第58屆體育節 -
第十九屆學界足毽邀請賽

3C 江詩琪、3D 鄧梓彤
(2014-15)

女子初級組雙人賽冠
軍

嵩山超級馬拉松世界賽 4C陳嚼暉 (2015-16) 冠軍

元朗體育會元朗區田徑
運動大會 1C王晋杰 (2016-17) 男子 60米冠軍

康文署元朗區田徑大會 6C杜夏嬋  (2016-17) 鐵餅冠軍

Samsung第 60屆體育
節 -第 21屆學界足毽邀
請賽

5C江詩琪  (2016-17) 女子高級組單人賽 冠
軍

(左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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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項目 獲獎學生 獲取獎項 照片

康文署屯門區分齡田徑
比賽

3C李子歷  (2016-17) 男子青少年 D組跳高 
冠軍

2C梁希彤  (2016-17) 女子青少年 D組跳高 
冠軍

 

康文署第 43屆元朗區田
徑運動大會

3A 葉倩怡 (2018-19)
女子青少年C組 (100
米跨欄冠軍及跳遠亞
軍 )

 

康文署屯門區分齡田徑
比賽 2018

6C 葉健怡 (2018-19) 女子 C組 800米 冠
軍

 

音樂
參加項目 獲獎學生 獲取獎項 照片

第 6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5D蔡梓鋒 (2011-12)
聲樂獨唱－中文歌曲
16歲或以下 (男聲 ) 
冠軍

 

第 65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3E鍾悅晴 (2012-13)
聲樂獨唱－中文歌曲
14歲或以下 (女聲 ) 
冠軍

 

第 69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5C李功榮 (2016-17)

聲樂獨唱 –中文歌
曲 – 男中音 /男低音
冠軍、費明儀女士獨
唱獎（決賽）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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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
參加項目 獲獎學生 獲取獎項 照片

第 52屆學校舞蹈節

2D何佩芝 (2015-16)

中國舞 (獨舞 ) 
甲等獎

 

第 44屆全港公開舞蹈
比賽

中國舞 (獨舞 ) 
金獎

第 52屆學校舞蹈節 3C陳頌明 (2015-16) 現代舞 (獨舞 ) 
甲等獎

 

第 53屆學校舞蹈節

3D何佩芝  (2016-17) 中國舞 (獨舞 )
甲等獎

 

胡淑華 4C、4D劉嘉莉、
黎施潁 4D  (2016-17)

中國舞  三人舞  
 (甲等獎 )  

第 45屆全港公開舞蹈
比賽

3D何佩芝  (2016-17)

中國舞 (公開組 -單項 ) 
全港金獎
中國舞 (公開組 -單項 ) 
全場優勝獎

 

第 54屆學校舞蹈節

4D何佩芝 、3C李紫琳
(2017-18)

現代舞 (雙人舞 ) 
甲等獎

 

3A黃裕寬、3A歐陽靖宇、  
3A劉培新 (2017-18)

街舞及爵士舞
(三人舞 )甲等獎  

5C陳頌明 (2017-18) 現代舞 (獨舞 ) 
甲等獎

 

5D 劉嘉莉 (2017-18) 中國舞 (獨舞 ) 
優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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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項目 獲獎學生 獲取獎項 照片

第 55屆學校舞蹈節 4C 李紫琳、4C 葉凱蓉
2C 梁寳兒   (2018-19)

中國舞  (三人舞 )      甲
等獎

 

第 56屆學校舞蹈節 5C李紫琳 (2019-20) 中國舞 (獨舞 )甲級獎  

雜耍及魔術
參加項目 獲獎學生 獲取獎項 照片

香港學界魔術協會
第八屆香港學界魔術比賽

3C許越丞 (2016-17) 冠軍  

第五屆全港青少年雜耍
大賽

4C房承熹 (2016-17) 其他舞台雜耍組一等
獎

 

第七屆全港青少年雜耍
大賽 5C黃卓文 (2017-18) 舞台至尊組冠軍  

棋藝

參加項目 獲獎學生 獲取獎項 照片

「香港快活谷獅子會杯」
共融象棋賽

3E 葉志倫、3C冼承希、
3A 謝耀龍 (2014-15 ) 中學組團體冠軍

荃灣象棋會主辦春季歡樂
象棋賽

3E 葉志倫 (2014-15 ) 個人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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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項目 獲獎學生 獲取獎項 照片

第 55屆學校舞蹈節 4C 李紫琳、4C 葉凱蓉
2C 梁寳兒   (2018-19)

中國舞  (三人舞 )      甲
等獎

 

第 56屆學校舞蹈節 5C李紫琳 (2019-20) 中國舞 (獨舞 )甲級獎  

參加項目 獲獎學生 獲取獎項 照片

香港學界魔術協會
第八屆香港學界魔術比賽

3C許越丞 (2016-17) 冠軍  

第五屆全港青少年雜耍
大賽

4C房承熹 (2016-17) 其他舞台雜耍組一等
獎

 

第七屆全港青少年雜耍
大賽 5C黃卓文 (2017-18) 舞台至尊組冠軍  

語文科
參加項目 獲獎學生 獲取獎項 照片

62nd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6S Leung Po Yi
(2010-11)

Solo Prose Reading
1st Place& 
Certificate of Merit

 

第 64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1D梁博文 (2012-13) 普通話詩詞獨誦冠軍   

第 66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3E何振運 (2014-15) 男子組粵語詩詞獨誦
冠軍

 

＜二零一六公民教育日—
慶回歸十九周年升旗禮暨
回歸活動＞標語設計比賽

4D楊梓 (2015-16) 冠軍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
節

4D何振運 (2015-16) 粵語詩詞獨誦冠軍   

參加項目 獲獎學生 獲取獎項 照片

香港象棋總會 第 5屆棋
道盃全港中國象棋比賽

3E 葉志倫、3C冼承希
3C 陳伽明 (2014-15 ) 初中組團體冠軍  

3E 葉志倫 (2014-15 ) 初中組個人亞軍

第十二屆國慶盃象棋賽 5D葉志倫 (2016-17 ) 高中組個人冠軍  

香港象棋總會 棋道盃第
八屆全港中國象棋比賽

6D葉志倫 (2017-18 ) 高中組個人冠軍  

香港象棋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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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9) 

中學組團體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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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項目 獲獎學生 獲取獎項 照片

第六十八屆學校朗誦節

3A張孝賢 (2016-17)

粵語詩詞獨誦冠軍

 

5D何振運 (2016-17)  

4D黃敏嘉 (2016-17) 普通話散文獨誦冠軍  

第 69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4D何佩芝 (2017-18) 普通話散文獨誦冠軍  

第 70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4C 何詠儀 (2018-19) 英文詩詞獨誦 冠軍  

NET Section, EDB  
Hands On Stage - 
Puppetry Competition

1C 陳彥諾、3C 李紫琳
5D 林芷琦、5D 譚維欣 
(2017-18) 

Audience Award 1st 
Prize & Merit Award  

教育局喜『閱』學校嘉許
計畫

4A 徐鎮鴻 (2018-19) 「喜『閱』學生」特
別嘉許獎

 

哈佛大學香港校友教育基
金會 2020哈佛圖書獎 5C 吳子茵 (2019-20) 2020哈佛圖書獎 第

一名
 

個人成長
參加項目 獲獎學生 獲取獎項 照片

元朗青年聯會 
元朗區優秀學生選舉

4D趙鈺滢 (2015-16) 高中組優秀學生、
最具人氣大獎

 

元朗區文藝之星嘉許計劃
2017/18 5D劉嘉莉 (2017-18) 元朗文藝之星  

新界青年聯會及元朗青年
聯會第十三屆 元朗區優秀
學生選舉

5D黃韻清 (2017-18)
高中組卓越寫作大獎、
高中組最佳領導才能
獎、高中組元朗區十
大優秀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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