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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自行派位接受申請    

本校已開始接受2004-2005年度中一自行派位申請，截止報名日期為2004年2月20日。本校
設備完善，師資優良，課外活動多姿多彩，校園在有教師拍導下開放至晚上八時。得到
嗇色園大力資助下，本校設有眾多之獎學金及助學金，而本校大多數補課及活動均不收
費，學生不會因家境問題而不能參加課外活動。 本校中學會考連續四年高增值。學生的
整體會考成績較平均推算(即同一學生如就讀於一間保值中學相比)高出六分。本校秉承嗇
色園普濟勸善，有教無類的辦學精神，絕不會為營造虛浮的校譽逼退學能稍遜的學生。 

 

 
 
 

 

 回到目錄 下一則

 

可藝、威遠中港中文科教學交流研討會    

十二月十五日，幾乎所有的可藝中學的中文科老師都齊集上水火車站，為的是去虎門威
遠中學進行中港中文科教學學術交流大會。對我們中文科老師來說，這絕對是一次難得
的好機會，參加通過觀摩，志在取長補短，能使我們在教學方面有更高的效能。

是次的交流活動，實有助於兩地中文科老師能更全面了解到、港兩在中文科的教學分
別，對我們將來的教學而言，相信必定有所裨益。 在此必須要感謝威遠中學一眾老師的
熱情招待，得到他們全程細心的安排，使我們不但在教學方面有許多得著，更可以欣賞
虎門的風景、了解到虎門的文化。

 

 
 

 上一則 回到目錄 下一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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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連奪兩項學屆大獎    

可藝中學連續四年被評為高增值中學，在屯門區已成佳話。要成為一間正增值中學，真
的絕非易事，因為除了在成績方面要有顯著的進步外，在德育及課外活動方面，亦均要
有卓越的表現。可藝能夠連續數年被評為高增值中學，而且增值指數大都是接近最高級
別的第九級，除了是在高級程度會考及中學會考成績大躍進外，積極參與課外活動並取
得優異的成績，亦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可藝近年為了幫助同學打好中、英、數三主科的根基，投入了大量的資源，已初見成
果，就往年為例，中、英、數三科在中學會考的綜合表現，已達到增值指數最高的第九
級。中文科不但止在會考有極顯著的進步，近日更連奪兩項學屆大獎。以下作一簡單的
介紹，並恭賀得獎的同學。 

首先是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的「第五十五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六級學生陳
蕙榮，以90分的高分輕取屯門及元朗區總冠軍。陳蕙榮同學的參賽誦材是梁秉鈞教授(名
作家也斯)的〈談龍〉(節錄)，此篇是一篇頗有難度的誦材。評審委員給予同學的評語是
「一篇難度頗高的誦材，娓娓道來，駕輕就熟。聲音清脆、甜美，吸引人，處理細膩難
得！」。

另一獎項是由新界總區道路安全委員會主辦的「道路安全口號創作比賽」，中三級鍾振
輝同學，在14間參賽中學當中，共712份參賽作品中脫穎而出，勇 奪桂冠。 在此再一次
恭賀兩位同學能在兩項大賽中凱旋而歸，並順道鼓勵所有可藝兒女，應多作嘗試；下一
次刊登的，很可能就是你的得獎照。 

 

鍾振輝同學的得獎口號是： 
「守法忍讓最高尚，一路順風至順暢」。

 

評審委員給予同學的評語是 
「聲音清脆、甜美，吸引人， 

處理細膩難得！」

 上一則 回到目錄 下一則

 

可道、可藝、可譽三校聯合畢業典禮    

嗇色園主辦可道中學、可藝中學、可譽中學三校聯合畢業典禮已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五
日假可藝中學禮堂舉行。典禮由嗇色園主席徐守滬先生主持，並邀請了香港科技大學陳
志輝教授擔任主禮嘉賓。陳教授訓勉畢業生：「二十一世紀的香港，經濟要面向知識型
社會，專業知識快速過時，這種新經濟的生產形態，講求創意、捕捉潮流脈搏⋯⋯自我
增值是讓自己立於不敗之地的唯一方法。自我增值的第一步要從立志開始，並培養成習
慣。」陳教授字字珠機，畢業生實在獲益良多。 

嗇色園除竭盡所能福澤社會外，更致力為香港提供優質教育。可道、可藝及可譽三所中
學就是嗇色園於九十年代為新市鎮「興學育才」而開辦的中學。

憑藉著黃大仙師「普濟勸善」為校訓，經過不到十個寒暑，三校均「各有所成」：可道
中學的中學會考及高級程度會考成績理想，過半數的考生能升讀學位或專上課程，表現
令人鼓舞。可藝中學去年的中學會考成績和高級程度會考繼續大幅猛升；更連續四年被
教育署評為「正增值」中學。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為東涌的居民提供全面而連貫的優質
「一條龍」式教育。

展望將來，正如陳教授所言：「⋯⋯以上一串校本管理的運作方式，宗旨就是要每所學
校不斷自我增值。只有在自我增值的學校環境下學習，學生才有最大的得益。」可道、
可藝、可譽三校正朝著這個方向努力，決心為香港提供最優質的教育。 

 

 

主禮嘉賓陳志輝教授 
正向學生致訓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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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輝教授和譚校長 
頒授畢業証書給畢業生代表。 

 上一則 回到目錄 下一則

 

 

 

可藝足球隊再呈雄風    

可藝甲組足球隊參加由屯門區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舉辦之2003屯門德藝雙全足
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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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班足球隊隊員， 
憑著不斷的刻苦訓練， 
又再一次奪標而回。

 上一則 回到目錄 下一則

校友會活動 - 野戰遊戲    

在剛過去的十二月十三日，一衆校友整裝待發齊集可藝中學天台，準備進行零三年最後
一次校友會活動 - 野戰遊戲。

雖然學校的野戰場較外間為細，但大家都樂在其中。 戰場設計及場內障礙物佈置都是經
過特別設計，一些對野戰遊戲較有經驗的校友也覺得場地較預期好。

遊戲結束後，大家都不忘清理遺在地上的BB彈。離開前，校友們還為場地設計提供一些
寶貴意見，以增加遊戲的難度和挑戰性，讓日後的使用者更能投入野戰遊戲。 

我們一起來可藝享受 
野戰之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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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則 回到目錄 下一則

  

班際比賽 - 嘻嘻哈哈跳大繩    

本校為了提昇班集體氣氛，在2003年11月24及27日舉行班際跳大繩比賽。 比賽前各班都
自發地努力練習，掌握箇中技巧。

到比賽時各班均準備充足，滿懷自信到達比賽場地，亦充分顯示了團結精神。此刻師生
已融為一體，為奪標而發揮最佳表現。

1，2，3，4，⋯⋯同學們不斷為班代表打氣和數著拍子，拍子聲中還夾雜了喜悅的聲
音。無論輸或嬴，這亦代表同學與老師的友誼和凝聚力增進不少了﹗ 

「一二三﹗努力﹗」

 上一則 回到目錄 下一則

 

歷奇幼小    

可藝除了正增值為人所樂道外，可藝的校舍設備先進優良亦為眾所周知。普濟勸善是嗇
色園的辦脷宗旨，所以可藝一向樂於服務坊眾。

早前可藝就接受了奧斯卡中英文幼稚園的申請，特地免費借出場地為他們的師生及家長
在星期日安排了一個「幼小歷奇訓練日」。體育科鍾純正老師充當導師，指導小朋友玩
攀石牆。

 

 看鍾純正老師多有愛心。

奧斯卡中英文幼稚園的 
師生及家長在活動後合照。

 上一則 回到目錄 下一則

  

喜氣洋洋𠝹水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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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新年將至，為增加本校學生的家庭節日氣氛，及增進各家長與子女的親子關係，本
會特於十二月二十九日(農曆十二月初七日)舉辦了「迎新春親子𠝹水仙花班」活動。

當天晚上，六十多位家長及學生齊集本校圖書館，一同學習𠝹水仙花的技巧，本會特別
誠邀何潤和副校長親自操刀教授水仙花的切割技巧。由於大部份家長都是第一次切割水
仙花，面對着如「芋頭」般的水仙頭，不知從何入手。幸得何副校長悉心指導，家長們
均已學懂𠝹水仙花的技巧的基本技巧。那些已掌握技巧的家長，亦主動教導其他家長。
最後，到場的每位家長和同學，都能順利完成自己的作品，滿心歡喜地帶着自己的傑作
回家。那晚活動在一片歡欣中順利完成。 
 
水仙花雖微小，但卻能散發滿室幽香。在此謹祝願每個家庭都能有一個充滿芬芳的春
節。

 
 

何潤和副校長正悉心 
為各家長教授水仙花的 
切割技巧，一眾家長 

和同學努力完成自己的作品。

 上一則 回到目錄 下一則

 

黃埔初級軍訓營    

穿著整齊軍服的中一級制服隊伍的隊員，雄糾糾的站在在黃埔軍校深圳分校的操場上。
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目標，就是學習群體合作，提昇個人的自律、自信及毅力。 
 
在四日三夜的嚴格訓練中，小軍人體驗了步操、爬戰壕、坐坦克、打軍拳、槍擊戰、擲
手榴彈、夜行軍及唱軍歌等軍旅生活。在行軍日記內，不少隊員都表示很欣賞自己的毅
力和勇於嘗試的精神，有些隊員更想多留數天呢！ 
 
在最後一天的畢業典禮上，整個會場被依依不捨的氣氛濃罩著。由此可見，他們對軍訓
營的熱愛。嗇色園及可藝中學大力資助是項活動，每位參加者祇收取$300。另外大約20%
家境較困難的同學獲得完全豁免收費。

同學們在坦克車上雄糾糾的姿態。

同學們認真學習步操。

 上一則 回到目錄 下一則

 

家長探訪黃埔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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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三十日，本校一班初中學生完成了在深圳黃埔軍校舉行的四日三夜軍事訓練活
動。家長教師會特地舉辦了一項「可藝中學深圳黃埔軍校畢業典禮」參觀活動。 
 
前往軍校的路途雖遠，加上是上班的日子，但仍有十多位家長不辭勞苦，登上軍校安排
的旅遊車，向位處深圳邊垂的龍崗出發，希望能與子女共同分享軍訓畢業的喜悅。 
 
當家長到達軍校後，便開始參觀學生的受訓情況。從同學們整齊的軍容、摺得起角的被
鋪，及執拾得整整齊齊的房間，各家長已能初見這四日三夜訓練的成效。待畢業典禮開
始，各支隊伍魚貫進場，進行匯操表演時，各家長無不為之動容。

短短四日的訓練，同學們不單學會遵守紀律，而且各項表演均有板有眼，儼如一隊久經
訓練的軍人。

活動後，各家長普遍認同活動的目的和成效，並且希望校方能多舉辦類似活動，令同學
身心受益。 

 
 

家長探訪軍訓學生： 
何副校長連同一眾家長前往軍校為 

學生和子女打氣。

 上一則 回到目錄 下一則

新一代領袖訓練營    

在學校裏，有不同崗位的學生領袖，例如︰領袖生、學生會幹事。在聖誕假期時
本校舉行了「領袖訓練營」。他們透過不同的歷奇訓練，學習與人溝通，建立自
信和加強解難的能力。在兩日一夜的訓練中，他們嘗過完成任務的成功感，亦試
過最終失敗的失落，透過每次的活動後分享與欣賞，使他們對自己、對共事的組
員能有更深的了解，亦幫助他們個人的成長。以下有數位同學的心聲。  
 
同學甲：「我在這個訓練營裏可以讓我學習到身為一個領袖的要點。以前我從不
會在眾人面前大聲說話，更不會表示自己的意見；但現在我大膽了很多，我可以
放開自己去完成領袖生的職責了！」 
 
同學乙：「在兩天學習後，感到人是很難獨處的，需要大家的支持，才能夠得到
成果。」 

同學丙：「我覺得參加了這個訓練營後，我學懂了怎樣和別人溝通，怎樣和別人
相處，還學會和別人合作辦事。我相信回到學校後，大家一定會改變不少。」

 上一則 回到目錄 下一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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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關‧珠》交流之旅專輯    

可藝除了非常著重學生的課堂學習外，在課外活動方面，亦是十分重視的，特別是交流
體驗活，因為可以讓同學從實際的環境中體驗、感受、學習；《韶關‧珠》的交流旅程
就是讓同學通過實際的觀察去學習中港兩地的文化、貧富懸殊等問題。

五天的生活，是辛酸、有驚、無險、很難忘。在這次的交流活動中，我們看到了各地的
風土人情、各地的飲食習慣、各地人的生活模式、各地人的生活水平，真是令人大開眼
界；更讓我們知道如何去珍惜我們身邊現有的生活。我們在這次交流活動中也有機會品
嚐當地的美食，實是大快朶頣。 

 

 上一則 回到目錄 下一則

第一天：十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晴    

我們七時正於學校門前口集合，記得老師囑咐我們一定要準時集合，遲到不等人呢！那
麼我當然一定要準時到達。 
到了深圳後，我們轉乘旅遊車。那車內有股臭異，我不知道怎據形容那股味，只知道只
要一嗅到便會不舒服，還會想嘔呢！不過老師卻說這股味一會兒便會消失，果然，一會
後，這味道好像已消失了，不過還是有點不習慣啊！

第一個參觀的地方是無土種植場－－「粵旺農莊」，那裡使用砂、石、藥材的渣滓等混
合物種植，這些都是一些沒用的東西，但卻種植出非常高大、肥大的農作物，光看表面
就覺得是很甜美呢！記得我們今天午餐的主菜便是那個有農莊種植出來的。

下午我們去了老人院探望老人家，不知怎的，我覺得與香港的老人家相比，跟他們溝通
說話比較難，可能是語言的阻隔吧，又或者這班老人家所經歷的事情，我們這班年輕人
還沒有經歷過，所以有點「雞同鴨講」呢！但我們也跟婆婆們談了很多話題，她們告訴
了我們有關她們以前的生活苦況，是如何自己照顧自己，我再想想自己，相比之下，我
們的童年實在太幸福了！

而今日最令我深刻的地方是「陳家祠」了，因為我也是陳家的一分子吧！當導遊講解有
關陳家祠這個地方時，我真是不禁尤為細心地聆聽有關它的歷史。當我再認真參觀過
後，我才真正發現陳家無論在各方面都有一定的成就，這真是令我們這些陳家的後代感
到無比的光榮和敬佩呢！ 
今天真是過得很充實，相信明天會更充實，更開心呢！

 
陳慕梅 3A 

這張照片是我們在粵旺農莊的大合照。

這是我陳家的大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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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十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日 天晴    

我們吃完早餐後，馬上出發參觀廣州氣象衛星地面站。那裡面積十分大，工作人員給我
們介紹不同的偵測儀器。在科普館，我們還嘗試報告天氣，真想不到，原來報天氣一點
兒也不簡單。參觀完這氣象衛星地面站後，令我對氣象的變化認識多了，也知道這是一
項艱辛的工作，真的要感謝多位工作人員。 
 
下午，我們先到南越王博物館參觀。這裡原是一個古墓，主要都是展覽有關古墓留傳下
來的文物，地方也十分寬闊。我們到墓室參觀，那裡不是很大，分開幾個小的房間。當
南越王死的時候，他的四個妻子也要陪他一起死，真的十分奇怪。 
南越王死後，要四位妃子陪葬！是古代留傳下來的安葬儀式，也可能是為了預防南越王
的妃子與他的繼位人爭權利，又或是避免那些妃子與繼位人發生任何關係，不過，古代
的人認為一個人死了，到陰間會很孤寂，所以需要他們身邊的人一起陪葬，在陰間便不
會寂寞，有人相伴。

 

老人家們細說他們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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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我們到廣州博物館參觀。由小梁為我們介紹館內的東西。這幢博物館是有五層樓高
的，分別展覽不同的文物。我們也細心聆聽，雖然有點兒悶，但從這兩個博物館，我們
得知很多有關中國的歷史，令我們更認識中國。 
整天的行程都十分充實，真的有點疲累，但也值得的，我們從中學習到不少新知識，對
我們將來也許有很大的用處，真的不錯。 

葉曉妍 3A

這是我們在廣州氣象衛星地面站的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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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十二月二十九日    

今天是交流活動的第三天，我們由廣州出發到韶關，在這長達三個小時的車程裏，我想
除了有一些同學在聊天外，大部份同學都在睡覺和休息。到達韶關已是中午十二時。我
們在「南華寺」吃完午飯後，由另一位導遊帶領我們到韶關參觀和交流。

今天我們的第一站是在廣東省內很著名的「丹霞山」。到了丹霞山的山腳，我真的很害
怕那些又高又斜的長樓梯級。但當看見大家都這麼有衝勁自己也不好意思退縮，只好撐
下去。但上到山上的時候，發覺原來並不是想像中這麼可怕。上到山頂的時候，往一下
看，才知道原來自己的辛苦並沒有白費的，因為山下很多美好的風景，我們在山頂停留
了一會兒，拍完照片才下山。 
 
在回程的途中，我一邊在欣賞路上的風光，一邊在想韶關並不像廣州般富裕，這裡的農
戶都住村屋，這裡還有很多田。這裏也比廣州多山，多樹，廣州是個城市，而韶關則是
個效區。這次行程給我最大的感覺是貧窮與富裕原來真的相差這麼大。

今天在上山的時候我們看見一個小朋友坐在橋上，那些抬橋的橋夫非常健壯。但在這個
過程中，我發覺韶關的人真的很貧窮，橋夫這些苦力的工作，只有一些低下層的人才會
做的，到了山上，無盡的風光展現在我們的面前，原來多少的辛苦都是值得的。在上山
途中，我們都遇上很多筆直的樓梯級，但我們並沒有放棄，只是有兩位同學沒有完成這
次上山的旅程。 

林寶茹 3B

丹霞山下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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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日：十二月三十日    

　首先我們到了芙蓉小學跟一些同學交流，由於該小學距離市區不遠，所以便很快到
達。

　　到達了該小學後，第一時間便看到四面八方的小學生為我們熱烈鼓掌，口裡更說著
「歡迎光臨！」，接著我們坐著一間簡陋的課室聆聽胡志列校長的致詞。由於地小人多
的關係，每一班的人數更高達七十六人，相對於香港若有兩班的同學，而教師方面，卻
只有十五人，對比香港的教育，落後得多。

　　當我們跟該小學的學生交談的時候，我感到他們是非常健談的，有問必答，而且他
們是毫不害羞的，可是如果我的國語方面好一點的話，我相信在交談方面所出現的問題
一定不大。交流我過程結束後，我們頒發了很多禮物給該小學的學生和校長，更拍了很
多的照片，當他們交換禮物的時候，可見他們是著重禮貌的，因為他們不但自覺說〝謝
謝！〞，更會向我們致敬呢！

　　接著我們跟隨著校長探訪三戶的人家，籍此可知道三戶人家的貧富差別；有的有錢
裝修，有的則連電視機也沒有。對比於香港，香港人真的幸福得多。 
探訪過後，我們就接觸一些農民工作之辛，想不到，原來拿起鋤頭的滋味，是多麼費力
的，而且是非常辛苦的，所以我們要好好珍惜農夫種出來的食物，不要白廢。 

黎雪儀 3B

與同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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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十二月三十一日 星期六 晴    

今天，是十二月三十一日，真是令我興奮，因為能夠返回香港，五天四夜的韶關旅程，
今日終於畫上句號！ 
吃過早餐後，我們便乘車到最後一個參觀景點，這個參觀景點真是很特別--獅子岩。 
 
我還以為只是行山，怎料，再走進一會兒，精彩東西還在後頭。 
 
進入了一個恰似山洞的地方，裡面黑漆漆，但再進入一點兒，看到一些色彩賓紛， 還有
一些原始人的石像，看起來，好像會動。 

 
湯豪蓮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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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篇    

　　對於今次的《韶關‧珠》的交流旅程，我不但體會到廣州跟韶關的當地文化和貧富
懸殊，從中更令我明白到一些的道理！特別是我們應「安於現狀」，因為這裡的地方比
起香港貧窮得多，而且更有些貧得連居住的地方也沒有。雖然幾天的旅程很快便結束，
但能學到不少知識，使我覺得非常有意義既值得。 
　　 
　就這幾天的旅程來看，以下三方面我頗有體會： 
1. 廣州與韶關的貧富懸殊； 
2. 廣州與韶關的風土人情； 
3. 廣州與韶關的飲食文化。

　　在以上三個點中，先就第一點來看，廣州的人口比韶關的人口平均收入是較富裕
的，而廣州的生活比韶關的生活較先進，因為廣州已懂得利用一些科技探測天文，而且
廣州亦曾發動過衛星探測地球以外的環境；韶關的科技卻比廣州落後得多，就一次參觀
芙蓉小學，就可知道他們的教學連一部電腦也沒有，可見廣州的科技比韶關有很大之
別。 
　　其論點二來看，廣州是很明顯地比韶關少很多故鄉的情懷，因為在一次我們到韶關
的丹霞山欣賞美景的時候，發覺當地有很多的故鄉風味，例如：很久歷史的人力起橋
架、一些婆婆依然穿著故鄉服飾⋯⋯而廣州方面，這兒只是有很多的歷史故事，例如：
一些的革命、一些的著名碼頭⋯⋯可見廣州跟韶關的風土人情有很大之別。 
　　在最後的論點來看，廣州與韶關的生活各有相同特色。廣州和韶關的人民都是很喜
歡是一些的野味，例如：野兔、黃鶯⋯⋯但廣州方面，由於最近有一宗個案「沙士」源
自於果子狸，所以現在廣州已禁制發售野味，更約屠宰了一萬隻的果子狸，但韶關方
面，很多食店依然有野味的發售。 

 
黎雪儀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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