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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藝中學的收生狀況與政策    

屯門區的中學在近年均面對因人口老化而銜生出
收生人數不足的問題，而可藝在本年度的收生情
況則令人鼓舞， 無論在中一、中四，以至中六
的收生人數均十分滿意。首先在中一級方面，年
度共取錄了205位新生。

在中四方面，本年度共取錄了170位學生，全是
本校的中三學生，其中15 2位是通過中央派位升
回原校就讀的。由於本校的中三學位較中四的
多，雖然本 校盡力超收以收回被派他校升讀中
四的學生但仍有十多位中三學生，被派往其 他
中學升讀中四。本學年本校中三畢業生全部獲派
資助中四學位。

在預科收生方面，本校為了照顧原校同學，這兩
年來一直積極推行讓合資格的 中五畢業生全部
原校升讀中六的政策。本年度共有三十二位本校
的中五同學進入 本校的預科班，儘管我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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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納一些成績較佳的外校中五生入讀本校的中
六 ，但是我們還是選擇了以照顧本校學生為主
的中六收生政策，我們亦期望中六 的同學能好
好地珍惜這機會，努力學習，在高級程度考試中
爭取較佳的成績。

 回到目錄 下一則

 

中一迎新活動系列    

為了加深中一新生對可藝的認識，和培養同學對
學校的歸屬感，本校每年均為同學安排多元化的
活動，內容包括有：迎新日、輔導日、新生家長
日、十天的功課輔導班(每天二小時三十分)、郊
野公園文化考察學習日(包括免費燒烤)、香港島
考察學習日(包括免費自助午餐)、新生成長營(食
宿費用全免)。我們為中一的新同學組織了一連
串多姿多采和有益身心的暑期迎新活動，而學生
更毋須繳交任何費用。我們希望能為中一的新同
學能踴躍參加，盡情的投入這些活動，為中學生
活建立一個良好的開始。

 
 

 上一則 回到目錄 下一則

 

 

中一暑期補習班    



嗇暑期輔導班正是其中一項甚受歡迎的活動。同
學在新環境學習均感陌生和恐懼，若能在正式開
課前給予一個調適的機會，他們心中的疑慮與不
安自不存在。開課後，他們得以更開心愉快的心
情迎接新的校園生活。同時，暑期輔導班所設的
課程均十分多元化，訓練同學腦筋的中文、英
文、數學、電腦等科目當然少不得，除此之外，
亦有培訓同學的品德，更有協助同學培養良好習
慣的課程，所以中一同學在參加這些多采多姿的
暑期輔導課程時，均表現得十分雀躍。

 

 上一則 回到目錄 下一則

 

 

 

 

文化考察及免費任食燒烤大餐    

另外，本校主張實踐教育，增加學生的見
聞。在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三日（星期
六），我們為中一級的新生籌辦暑期文化考
察活動，到黃大仙祠進行文化考察，擴闊學
生的學習領域，活動後學生返回學校，進行
班際燒烤大會。燒烤大會得到譚校長的贊
助，全體同學均可享用費用全免的任食自助
燒烤大餐。

整個賽事分兩階段：首先當然是在足球場上
爭勝負；除此之外，更要進行足球常識技藝
大賽。

多間屯門區的中學經過多番龍爭虎鬥後，可
藝校隊不負「屯門區足球皇者」之名，取得
佳績：四人賽事中，取得了冠軍；六人賽
中，取得亞軍。

這正正顯示出可藝足球隊已體會出體育精
神、合作精神、紀律精神等重要性。

 
同學參觀後與譚校長、 

張美恩老師及李志遠老師 
在黃大仙祠前合照。

 



 上一則 回到目錄 下一則

中一新生家長日    

接著班際燒烤大會，我們於八月二十四日舉行中
一新生家長日。當天雖然三號風球高懸，依然無
阻各新生家長參與的熱誠。首先由校長譚偉珠博
士向各家長致歡迎辭，然後由訓導主任高長泉老
師介紹本校對學生品行的要求，再由家長教師會
主席馬淑珠女士及本校社工杜立信先生介紹家教
會及校駐社工的工作及活動。

今年，我們更特別為家長及新生舉辦了一個「升
中適應講座」，邀請了衞生署的社工及護士為各
家長及同學講解如何適應中學生活，家長及新生
的反應十分熱烈。在此特別向衞生署劉逸文先生
及凌淑嫻姑娘致以衷心的謝意。在禮堂講座後，
便是家長、班主任座談會的時間。座談會的氣氛
良好，各家長對本校提出了許多意見，亦發表了
許多有建設性的建議。

新生家長日只是學校與新生家長的初步接觸，期
望在往的日子，學校與家長能加強溝通和合作，
共同輔導學生的成長。

家長及學生對「升中適應講座」 
的內容十分滿意。

 上一則 回到目錄 下一則

  

家長教師會「大澳水鄉一日遊」    



六月二十九日，一個天氣晴朗，陽光普照的日
子，家長教師會舉辦了大澳水鄉一日遊。當天，
由四十多個家庭、十多位老師和二十位校友組成
合共一百二十多人的旅行團，浩浩蕩蕩地朝着大
嶼山的寶蓮寺出發。到達後，各家長飛步登上舉
世聞名的天壇大佛。經導遊詳盡講解後，各家長
對大佛有更深入的了解。

參觀大佛後，各家長便到著名的大雄寶殿遊覽，
或低頭合什，或奉上清香，各人都以不同的方式
表達了對神靈的崇敬。除參觀外，最令人難忘的
是譚校長自掏腰包，請各位團友品嚐地道山水黑
白豆腐花了。各人均讚不絕口，在此謹多謝校長
的美意。行程的最後一站是香港著名的漁村──
大澳水鄉。在那裏，除了品嚐特色海鮮宴，細賞
漁村風貌外，各團友更不惜大破慳囊，盡情地搜
購各式既便宜、又地道的海味乾貨。 
 
行程終結時，各人均提着大包小包的「戰利
品」，高高興興地踏上歸途。雖然旅行日完結
了，但在未來的日子，家長教師會仍會舉辦各項
親子活動，讓家長、教師、學生多點聚首一堂的
機會，希望各位家長到時繼續鼎力支持。因為，
你們的參與，會化為對我們的動力！

美味的地道山水黑白豆腐花， 
縱使單手都要「搶」！

 上一則 回到目錄 下一則

 

中三暑期數學補習班    

今年，本校繼續與香港科技大學數學系學生會合
辦暑期數學補習班，由4位科大數學系的同學充
當老師，為本校中三同學提供了10堂共15小時的
數學課。這次暑期活動既給予科大同學一個實習
機會，亦讓本校學生獲得另類學習經驗，無論是
科大同學或本校學生在這次活動內均有所裨益。

 
聽聽其中一位科大同學的心聲：「⋯⋯這個經驗
使我明白做一位老師是不容易的，因為一位好老
師不單止要灌輸知識，亦要處理突發事情，在此
感謝可藝中學給我一個真實的體驗。」 

http://www.hongai.edu.hk/news/school_newsletter/006/06_1.jpg
http://www.hongai.edu.hk/news/school_newsletter/006/07_1.jpg


  

 

科大同學上補習班時的情形。

 上一則 回到目錄 下一則

  

運動攀登同樂日    

本校課外活動組參與了康文署學校活動推廣計劃
──「運動攀登活動」。於六月三日早上九時正
到達了石硤尾室外攀石場，四十名學生在攀山總
會派出的資深的教練之教導下，除了學會一些基
本的攀爬技術外，更增加了學生再進一步之學習
興趣。以攀登運動為例，在嚴格的訓練下，共有
二十位同學考取了中國香港攀山總會的運動攀登
LEVELONE証書。其餘的球類訓練班也培訓了
學生的球技及啟發了同學的球品修養。至於一些
參觀活動，如可口可樂廠，同學們從中也能擴濶
視野。在老師而言，也達到了向學生推廣一項新
運動的目的。

 
 

正式攀登前，先由專教練 
教授基本知識及技巧。

 

上完理論課，當然要親身實踐。

 上一則 回到目錄 下一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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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社區暑期教育活動    

可藝一向不遺餘力地服務社會。在剛剛過去的暑
假，可藝中學全力推動社區教育活動。就如上期
校訊刊登的暑期活動報名表，可知可藝籌辦了多
項社區球類訓練課程，計有足球、籃球、運動攀
登、游泳等訓練班，供屯門區小學學生參加，反
應相當良好，各小朋友都過了一個充實的暑假。

至此，本年度的所有暑期活動均已完滿結束。各
項活動在老師的帶領下，加上得到同學的踴躍和
投入的參與，可以說，我們籌辦暑期活動的目的
己達到了，因為學生在活動過程中，學員得到不
可斗量的課外知識。

小學啦啦隊舞蹈訓練班 
完成課程後， 

由張美恩 老師頒發獎狀。

參加游泳訓練班的小學生 
與導師合照。

游泳
班的
小學
生玩
得十
分投
入。

攀豋
班的
小學
生正
在嘗
試攀
石。

 上一則 回到目錄 下一則

 

嗇色園福米傳愛心    

嗇色園一向積極拓展護老、醫療、教育等服務。
今年嗇色園謹藉赤松黃大仙師寶誕的日子，誠意
向長者送贈福米，同時亦能進一步推廣社會各界
對長者福祉的關注。另一方面，亦希望藉此活動
培養年青人敬老愛老的精神，及凝聚義工服務社
群之力量。我校輔導組「共創彩虹義工計劃」及
交通安全隊派出多隊學生參與義工服務。他們到
黃大仙廟參與了20/7及27/7的登記活動，30/8及
31/8的換取福米服務，以及九月份到屯門長者家
中送贈福米。

是項活動的總義工人次約100人，服務總時數約

 

義工全程陪伴長者登記及換取福米，使長者不
用日曬雨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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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小時。義工同學負責分流及協助特殊需要的
長者，全程陪伴長者登記及換取福米，使長者不
用日曬雨淋。長者對我校的義工感到非常滿意。
而學生義工在服務過程中，表現積極、投入，有
愛心，最重要是對老人家有更深了解，改變了與
老人家相處的態度，更懂得關心社會，學生義工
可說是獲益良多。

一群義工準備出發

 上一則 回到目錄 下一則

聯校科技應用大賽    

本校今年首次參與「聯校科技應用計劃」，這計
劃不但令老師增加了很多微電腦控制的知識，更
讓老師認識很多對科技教育有熱誠的同工。另一
方面，學生們也能透過這計劃所舉辦的工作坊及
比賽增加接觸微電腦控制的機會，並且讓他們能
夠發揮合作及團隊的精神。可藝同學在參加是次
聯校科技應用大賽，亦奪得多項獎狀。

最後，希望這個「聯校科技應用計劃」能推廣到
全港每一所中學，讓更多的同學能接觸到先進的
科技教育。 

可藝同學在聯校科技應用大賽中奪得不少獎
項。 

 

 上一則 回到目錄 下一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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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翔機模型設計及製作比賽    

為了推動同學對科技的興趣、航空的知識和創作
的思維，我校參力了『滑翔機模型設計及製作比
賽』，共十九間中學，三十二隊參加比賽。經過
初賽一番競爭後，我們幾位同學S.3A陳巧儀(隊
長)、S.3B麥國銘、S.4A蕭健華、S.3B黃家然和
S.3B湛耀濬順利進入了決賽，在三十二隊伍中贏
得五強。龍爭虎鬥的决賽於五月三十一日在棉紡
會中學舉行。除了飛行的距離和設計外，最重要
一環是匯報及提問時段，報告我們對飛機的認
識，製造過程和設計意念等等。我們最終能在五
強之中勇奪『高級組環保創意獎』，真是高興萬
分。勇奪獎項後，心裡覺得獎項存不存在已經不
再重要了，重要是我們在製作過程期間，學會了
滑翔飛機知識、團隊精神、專題研習報告製作和
環保設計意念等。

其實我們並非為了獎項而參與比賽，我們是尋求
知識，我們是尋求興趣，尋找學習經過是目的。
例如决賽的前夕，我們幾位同學都為了興趣願意
付出放學、小息的時間，甚至要提早回校製作滑
翔機，我們都能一一犧牲的，使我們磨練出鍥而
不捨的精神。

 

 

陳巧儀同學領取 
『高級組環保創意獎』。

譚校長與參賽同學合照。

 上一則 回到目錄 下一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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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畢業聚餐    

期待已久的中五聚餐已在六月十三日順利舉行。
當日，各位老師和同學都穿上了簡單而隆重的服
裝出席。經過校長的一番致詞，當晚的聚會正式
開始。大會安排的各種美食，配上一些有趣的遊
戲節目，不論是老師還是同學都是多麼的投入，
令師生都融為一體，當晚的氣氛實是高潮迭起。
在聚會的尾聲中，同學都依依不捨地拉著老師走
到台前拍照留念，場面十分融洽！ 

學生、校長、老師一家親。

 上一則 回到目錄 下一則

 

 

 

 

 



 

 

師生諮議會重溝通    

一年一度的師生諮議會已於7月4日舉行，在此謹
向各班同學、班主任和學校各組別的負責老師致
謝！相信各班同學為是次諮議會付出了不少時間
和精力。可惜由於大會時間所限，未能讓所有班
代表直接向老師提問；而各負責老師亦只能作簡
短的回應，但在暑假期間學生會會把各班的所有
討論內容轉交有關負責老師作回應。這是一次有
意義的討論，同學既有表達意見的機會，亦可以
即時聽取老師的回應，讓同學能直接參與建設學
校，以增加同學對學校的歸屬感。

 

同學在師生諮議會提出了 
不少有建設性的意見。

 上一則 回到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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