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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自行收生    

本年度通過中一自行收生，申請入讀人數遠超本校所能供給的學位難免有滄海遺珠。未
獲取錄的同學可以從中央派位途徑申請。如果屆時未能成功而仍欲轉讀本校者可獲優先
取錄。本校近年在中一自行收生及中央派位方面，申請學生的人數及素質均有大幅的提
升。而學生流失率在大幅減少後持續保持在一低水平。這表示本校教師的辛勤工作及關
心學生獲得社區家長的認同。過去四年本校在中學會考的增值表現冠屯門，而且亦是全
港相類中一收生水平學校最佳表現者之一。在其他方面本校有著以下的一些特色。 

本校課程已全面主流化，在設計上：本校在中一至中三，特加強了中文、英文和數學所
佔的比重。以期使同學有良好的語文和數學基礎升讀高中。課餘安排有功課輔導班及補
習班。

在中四至中七，本校設有理、工、商三組，供學生選讀。而高中課程是特別注重培養學
生學習電腦及資訊科技的興趣；無論學生是選讀理組、工程或是商組，他們都須修讀電
腦與資訊科技，以迎合升學及就業的要求。電腦室開放時間至晚上八時，如果學生方面
有需求，假日亦會開放。

本校積極推展制服團隊、義工服務和課外活動；所有中一同學須參加制服團隊，又常動
員同學參加義工服務，誘發同學自愛愛人和濟世的善心。

在課外活動方面除了一般中學的康體及球類活動外，本校設有健身室、攀石牆、射擊練
習場、野戰場；並設有舞蹈班、歌詠班、樂隊、美容班、空手道班、劍擊班、醒獅及流
動天文台等，以期能使同學有一個豐盛的中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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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努力和創意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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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著同學的努力和創意，終於在第二屆 「全國中小學信息技術創新與實踐活動」香港分
區賽奪得多個獎項。其中參加機器人滅火比賽項目的同學，他們所設計的機器人，以14
秒的快速時間，繞過房間的障礙物，並將火撲滅。隨後，中三甲班冼紫瑩同學、張詠詩
同學、冼紫彤同學及黃子恩同學更得到亞洲電視台及報章邀請接受訪問。同學在訪問中
表示在製作過程中，由完全不認識電子原理到完成一件作品，獲得很大的滿足感。希望
同學能夠日後在科技的應用和創新方面繼續努力，為香港科技作出貢獻。 

機器人滅火比賽 中三級 冼紫瑩(3A)、張詠詩(3A)、冼紫彤
(3A)、黃子恩(3A)

殿

機器人滅火比賽 中四級 謝遠程(4B)、李旭彪(4A)、鄧永灝
(4A)

優異

二維動畫製作比賽 中三級 張詠詩 亞

二維動畫製作比賽 中三級 黃子茵 季

二維動畫製作比賽 中三級 文毅昌(3A) 殿

  

 

 
四位英雌接受報章訪問時展示她們的得獎作品。 

得獎同學大合照。後排左起：鄧永灝、謝遠程、
李旭彪、文毅昌；前排左起：黃子恩、冼紫彤、

冼紫瑩、張詠詩。 

 上一則 回到目錄 下一則

  

中文科連奪兩項學屆大獎    

2003-2004年度上學期學務頒獎禮學務頒獎禮已於2月13日在順利舉行。可藝每年最少2次
的學務頒獎禮最主要的目的是為了獎勵同學的努力，以鼓勵得獎的同學繼續努力；亦給
未獲獎的訂下一個努的目標。 
另，所有獲獎同的相片都已上載於學校的相片網頁，同學可隨時下載自己的威水相（網
址是：http://www2.hongai.edu.hk/gallery/albums.php）。

 

譚偉珠校長頒給成績優異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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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丙組手球隊校際賽力戰多屆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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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球是本年新增設的課外活動之一，同學反應熱烈。 
學校派出代表參加今年度校際手球(丙組)賽事。 
男女子組賽事各有三場，同學們越戰越勇，取得寶貴 
的比賽經驗。 

男子組最後一場比賽，對手更是多年冠軍種子隊伍梁 
銶琚中學。在比賽的過程中，隊員充分表現出團隊合 
作，將平時練習得來的技術發揮出來。最後苦戰40分 
鐘的比賽，與對手打至15分平手，可惜未能把握關鍵 
的機會取勝，但已打出最精彩的一場比賽。第一年參 
賽已能力戰多屆冠軍，實在可以說是雖敗猶榮！ 

為了鼓勵同學來年繼續參加，今年度手球隊中選出最 
佳龍門和射手。最佳龍門和隊長是2A班鄭康健；最佳 
射手有2B班項棋峰和1B班郭銘諾同學。 

  

 上一則 回到目錄 下一則

 

 

 

學界籃球男女子丙組賽    

學界籃球男女子丙組賽，都已經完滿結束。同學經過艱苦訓練，能夠在比賽場上一展所
長，發揮超水準表現。無論在訓練和比賽的過程中，同學除了學懂如何將技術運用出來
之外，大家互助的精神，是十分值得贊賞。 
丙組的隊員可以從這次的中汲取公開賽的經驗，希望來年取得更好成績。其實，除了在
比賽場上的勝負之外，背後所贏到隊員之間的友誼，這不是更加可貴的經驗？ 

能夠代表學校參加學界公開賽，實在是一次畢生
難忘的經驗。

 上一則 回到目錄 下一則

社際男子足球賽    

由課外活動組舉辦2003-2004年度之社際男子足球5人賽 (高級組)及男子社際足球6人賽(初
級組)，於2月17、18、19日進行了一連串激烈的比賽後，已完滿結束，成績如下：男子
高級組雙冠軍為黃社及紅社。男初冠軍為藍社，男初亞軍為黃社。 
在整個過程中，學生發揮了隊際合作精神，並上了最重要的一課，就是體驗「勝不驕，
敗不餒」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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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泰方老師頒給男初冠軍藍社。

姚德成老師頒男初亞軍黃社。

 上一則 回到目錄 下一則

  

社際乒乓球比賽    

由課外活動組舉辦之社際乒乓球比賽，參加的同學十分踴躍。在比賽過程中，同學可以
充分發揮乒乓球的技術；為社取得最佳成績。比賽分為男子公開組和女子公開組，在激
烈的比賽下，最終都得已完滿結束，成績如下：男子公開組冠軍為藍社；亞軍為黃社。
女子公開組冠軍為黃社；亞軍為紅社

在參與比賽過程中，學生發揮了互助合作精神，無論勝負都積極參與，勇於嘗試挑戰自
己的精神，令人十分之欣賞。 

是屆的社際乒乓球比賽黃社成績最為彪炳，分別
奪得女子公開組冠軍及男子公開組亞軍。

 上一則 回到目錄 下一則

 

新一屆可藝歌王誕生    

2004年2月6日是可藝中學一年一度的歌唱比賽，當日禮堂內同學的反應亦非常熱烈，而
台上參賽的同學也表現得相當精彩。今年除了同學能在禮堂內欣賞比賽外，一班參賽者
亦能在圖書館內，透過可藝電視台的現場直播，收看到禮堂內的比賽情況。經過一輪激
烈的比賽，可藝的歌王歌后終於誕生了！

4B班謝遠程同學在去年的歌唱比賽中已有佳
績，經過再下一年的苦功，終於在今年的歌唱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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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中成為今年的可藝歌王。

 上一則 回到目錄 下一則

  

屯門區公民教育委員會書法比賽  

屯門區公民教育委員會為推廣中國書法藝術教育，促進觀摩與交流，並藉以宣揚公
民意識， 3月13於日屯門市廣場一樓中心廣場舉行「公民教育」比賽。可藝一向致
力推廣藝術、公民教育，分別派同學參加高中組及初中組比賽，結果凱旋而歸。在
此謹祝賀所有得獎同學。得獎名單如下：

 

金 初中組 鍾振輝(3A) 高中組 蔡麗媛(4A)

銀 李家恩(1A) 包頌賢(4C)

銅 蔡垠嫻(1A) 樊芷晴(4C)

 
高中組得獎同學合照，由左至右： 

蔡麗媛、包頌賢、樊芷晴。

初中組得獎同學合照，由左至右： 
鍾振輝、李家恩、蔡垠嫻。 

 上一則 回到目錄 下一則

 

 

制服團隊隊員堅忍暴寒苦操    

不經不覺間制服隊伍匯操檢閱禮已舉辦到了第三年，本年度參與演出的隊員人數比去年
多，而表演節目方面亦增加了「軍體拳」一項。還記得在檢閱禮前的一星期天氣十分寒
冷，而且又整日不斷下雨，當時還擔心典禮要被迫取消。幸好天宮造美，到演出前兩天
天氣好轉，檢閱禮得以順利完成。回想當日隊員要冒著寒風在操場上參與綵排實在有點
不忍；但，另一方面令人興奮的是他們能發揮制服團隊的堅忍毅力，再一次戰勝了逆
境。

 
在家長日得到好評的制服隊伍匯操檢閱禮；全賴

隊員連日來冒著暴寒在操場上綵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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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則 回到目錄 下一則

 

畢業生歡送會    

轉眼間，中五及中七的同學在可藝的美好校園生活已告一段落。在3月11日星期
四，可藝特地為畢業班舉行了大型的溫馨歡送周會，畢業班同學可藉此機會向教導
了他們多年的校長及老師致謝。歡送會上，畢業班同學除了向教導過他們的老師逐
一致謝外，還準備了許多別具心思的小禮物送贈師長，以作紀念，場面十分感人、
溫馨。 
另一方面，學弟、學妹亦早已在一星期前為師兄、師姐寫下了心意咭，以示支持。
他們還在會上誦讀了幾篇感人真摯的作品。最後，謹此祝所有畢業班同學前程錦
繡！ 

歡送會場面感人

 上一則 回到目錄 下一則

環保師生同樂日    

本年度師生同樂日仍以環保為主題，各班均悉心選用各種環保材料，例如：舊的紅封
包、揮春、報紙、紙皮⋯⋯等製作攤位，果真物盡其用！今年，學生會及校友會也來湊
熱鬧，為同學提供免費飲品和食品；家長攤位亦於今年「擴充業務」， 提供更多美食選
擇。整個上午，每個人除了忙於穿梭各個食物和遊戲攤位， 還把握時間換取心愛的禮物
呢！ 
好動的一群在攀石牆上大顯身手，而好靜的則小心翼翼地製作精美的彩沙樽，各得其
樂！整個活動於熱鬧、歡愉和融洽的氣氛中結束，盼望明年再見！ 

 

 上一則 回到目錄 下一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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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親子觀星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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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觀天文中心的負責人向到場參觀的家長、學生
和老師講解。

 上一則 回到目錄 下一則

可藝天文台    

在中文大學讀書的時侯，加入了中大的天文學會並做了骨幹的會員。隨後每個無雲的晚
上，仰望晴空，總覺得宇宙無極，很多事都超乎想象。自此起，一直以來對天文學著了
迷。記得初出來教書時，第一次發薪時便拿了薪金的一半，三千多元買了一支望遠鏡。

 
在這樣的背境下，作為老師，真的很希望自已把對天文學的熱誠，與學生分享。亦正是
這個原因，可藝中學的天文學會由無到有，再到今年建立自己的天文台。

 
天文台能籌建成功，除了學校支持外。師生的熱誠亦佔很重要，大家事事親力親為，用
了不足五萬元的預算，便把天文台建成運作。現在逢星期二、四的晚上，均會有中六及
天文學會的同學在天文台觀星。(視天氣而定) 

現時天文台的設備，除可進行一般的星空和天文觀察外。更可利用電腦工作站的運算能
力計算天體軌跡，再利用望遠鏡進行追縱。 

現時可藝師生正進行兩個研究計劃 
1. 望遠鏡應用及四大行星(金、木、火、土)觀察。 
2. 全自動天氣紀錄及研究。

在未來的日子，我們正構想利用天文台的設備，開展一些有趣的研究計劃。 

Sirsus 3m直徑玻璃纖維天文台一座

 上一則 回到目錄 下一則

 

 

讀書長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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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大哥哥大姊姊計劃在本年度展開的時候，曾有學生提出希望學校有一個較為寬鬆及舒
適的環境，好讓學生在課餘自行學習和溫書。

1) 當消息傳到譚校長耳中，便決定為學生在後花園中建做一條讀書長廊。由2003年10月
開始，校長便為這個長廊設定不同的構想，當中曾出現過不同的方案，主要的考慮是如
何令學生有更舒適的學習環境。

2) 最後方案敲後，譚校長約用兩星期作設計和策劃。因這個計劃的主角是可藝師生，最
理想的情況便是由可藝的師生自行建造。故譚校長除了設計圖則及決定選料外，施工步
驟及一切行政配套亦要仔細籌劃。為方便施工近百條木材有十餘款不同大少及長度的要
事先準確地算出。用以運接木材的扁鐵及角鐵的大少，尤其是鐵上預先鑽好的釘位更要
分亳不差。

3) 整個施工過程進展順利，速度之快令人驚訝！由施工到完成，前後只用了兩天。2003
年11月１日星期六是第一天，由校長、老師和學生一起掘地，在地種上16根木柱。每條
木柱的位置，高低及垂直度全部加起來的誤差不能超過正負10mm。這工序對校長的功
力，是個十分嚴峻的考驗。

4) 2003年11月2日星期日是第二天，在校長帶領下，大家一起把橫樑和上蓋釘上。

5) 2003年11月3日星期一，同學己在享用大家辛勤和成果，在鳥語花香中愉快學習

6) 在星期一放學時，我們準備了簡單而隆重的開幕禮。 

 

 

 上一則 回到目錄 下一則

 

成長的天空啟航了    

當大哥哥大姊姊計劃在本年度展開的時候，曾有學生提出希望學校有一個較為寬鬆及舒
適的環境，好讓學生在課餘自行學習和溫書。

1) 當消息傳到譚校長耳中，便決定為學生在後花園中建做一條讀書長廊。由2003年10月
開始，校長便為這個長廊設定不同的構想，當中曾出現過不同的方案，主要的考慮是如
何令學生有更舒適的學習環境。

2) 最後方案敲後，譚校長約用兩星期作設計和策劃。因這個計劃的主角是可藝師生，最
理想的情況便是由可藝的師生自行建造。故譚校長除了設計圖則及決定選料外，施工步
驟及一切行政配套亦要仔細籌劃。為方便施工近百條木材有十餘款不同大少及長度的要
事先準確地算出。用以運接木材的扁鐵及角鐵的大少，尤其是鐵上預先鑽好的釘位更要
分亳不差。

3) 整個施工過程進展順利，速度之快令人驚訝！由施工到完成，前後只用了兩天。2003
年11月１日星期六是第一天，由校長、老師和學生一起掘地，在地種上16根木柱。每條
木柱的位置，高低及垂直度全部加起來的誤差不能超過正負10mm。這工序對校長的功
力，是個十分嚴峻的考驗。

4) 2003年11月2日星期日是第二天，在校長帶領下，大家一起把橫樑和上蓋釘上。

5) 2003年11月3日星期一，同學己在享用大家辛勤和成果，在鳥語花香中愉快學習

6) 在星期一放學時，我們準備了簡單而隆重的開幕禮。 

 

家長非常投入地參加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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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訊 編 輯 委 員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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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 譚偉珠校長 總編輯: 何潤和副校長、馮偉亮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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