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目 獲獎學生 獎項

香港仔坊會
賽馬會「三代‧家添愛」計劃
「寫意‧存情」全港原子筆中文書法比賽

6D李偉雄 高中組入圍獎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天然養生有限公司優異學生獎勵計劃

3A廖璟龍	5D陳駿譽 獎學金

教育局、香港大學電子學習發展實驗室
初中歷史科電子閱讀獎勵計劃2020

4A陳樂軒	4A鄭志華	4A黃子烽	4A郭懿漩	4A林靜雯	4A黃穎怡	4A甄津蝶
4B陳啟衡	4B關梓豐	4C邱焯城

嘉許證書

義務工作發展局
4C青年義工領袖計劃

5A霍澤羲	5A林繼洋	5A何嘉希	5A邱子桐	5A余啟華	5A甄海飛	5A陳家淇
5A鄭淑英	5A張芷瑩	5A夏洁瑩	5A伍潔盈	5B張詩淇	5C陳億慎	5C葉皓言

個人嘉許狀

教育局
香港學校戲劇節2020-21

3C劉凱浚	5A霍澤羲	5A許樂勤	5B黃嘉輝	5C歐陽威	5C梁琦瑋

傑出整體演出獎
傑出合作獎
傑出影音效果獎
傑出劇本獎

一帶一路青年發展協會		社區關懷大使計劃 5A陳家淇	5A張芷瑩	5A夏洁瑩	5B張詩淇 熱心參與獎

扶貧委員會		「明日之星—上游獎學金」計劃 5A郭惟浠	5A譚章宇	5A甄海飛 獎學金

國際青少年音樂協會		全港中西匯萃青少年音樂大賽 4D黃嘉怡 高級組季軍

教育局		中小學數學應用創意信息圖比賽 4A洪曼妤 高中組銅獎

職業訓練局
「酒店營運」及「西式食品製作」競技大賽

5A許詠茵 冠軍

香港中文大學		高中生暑期課程2021 5A伍柏林 優異獎

夫子會		抗疫徵文比賽 6A羅淑然 妙筆獎

香港科技大學		工商管理學院		院長榮譽榜 黃永廉（2017-18畢業生） 榮登院長榮譽榜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媒體傳播副學士課程		校長榮譽榜
創意媒體副學士課程		學院成績優異榜

張智傑（2018-19畢業生）
何綽茹（2019-20畢業生）

榮登校長榮譽榜
榮登學院成績優異榜

香港中文大學		大專空手道錦標賽 李智剛（2018-19畢業生） 銀牌

香港專上學院		傑出新生獎學金	2020-21 羅樂怡（2019-20畢業生） 獎學金及證書

陳麗儀校長
過往以輔導主任身份主持中一迎新日，看見一張張活潑可愛的新臉孔，我都

感到無限的興奮，同時也令我回想起三十多年前，自己被派往五邑司徒浩中學升

讀中一時的情景。

當年的我，年紀尚輕，既膽小又欠缺自信，因此不敢隨便與人交往。不過，

老師的和藹可親及諄諄教誨令我很快便適應當時的新環境，在這個既溫暖又舒適

的地方茁壯成長。

大學畢業後返回母校任教，除了能把自己過去學到的知識傳授給學弟學妹，

空餘時還可以跟他們「話當年」，說說以前上學時的趣事。同學對於學校的歷史

及過去發生的事情深感興趣，如此聊著聊著，便可讓他們更瞭解自己的學校。

今年，我以校長的身份出席中一迎新日，角色雖然改變了，

但我更自豪的是可向學弟學妹介紹自己校友的身份，跟他們分享

自己過往如何解決學習困難的經驗，好讓他們知道只要肯努力，

願意嘗試及付出，難題最終都可以迎刃而解。

這麼多年來，母校的外觀、設施等都改變了不少，但淳樸

的校風、老師對學生的關懷、良好的師生關係、家長對學校的支

持……卻依然不變。

我希望在老師和同學

的共同努力下，繼續

將我校優良的傳統好

好承傳下去。

我備戰考試時遇上許多困難。如何早起，如何保證按照計劃操卷，均考驗我的意志和毅力。
對此，我建議考生為自己定立人生目標，讓自己在鬆懈時，得以提醒，繼續前行。另外，我溫習
時常遇到許多不懂的地方，在思考未果後，我會向老師求助。各位考生不要害羞，老師非常樂意
幫助我們。

接下來，我想分享有關溫習和操卷的一些淺見。首先，對於數學和M1這類考驗邏輯的科目，
我認為在理解其原理的前提下，除了做練習，並沒有其他方法。其次，對於化學與生物這類同時
考驗知識基礎與邏輯的科目，我便會採取優先詳細溫習，其次操練試卷的方法，並會自我提問，
以便梳理概念。詳細溫習讓我在選擇題中如魚得水，亦能讓我在長題目中透過已有知識進行推

理，從而得出答案。再者，不論是中文、英文、生物、化學……這
些科目，我各有一本答題技巧筆記本，從錯誤中尋找思考框架與答
題方法，並清晰記下。有人說「失敗乃成功之母，總結乃成功之
父」，我對此十分認同。

除此之外，在漫長的備考和考試期間，我也總結了一些教訓，包括：要養成良好作
息習慣；要及早開始溫習和操卷，各位考生千萬要注意，以免後悔莫及。希望我的備戰
文憑試心得，對你們有點幫助。最後，祝各位學弟學妹能堅持到底，勇創佳績，期待明
年能在科大校園遇見你們！

溫習後要總結，溫習後要總結，
有疑問要求證有疑問要求證

鄭錦濠（右一）與他的戰友鄭錦濠（右一）與他的戰友

關於備戰文憑試，我會說，它是一碗涼茶—苦口良藥，只要捱過最苦澀的時刻，便
能感受到它為我們帶來的力量，苦盡甘來。這碗涼茶就在你們面前，喝還是不喝，選擇在
於你們。

備戰文憑試期間，最不能缺少的當然是操練歷屆文憑試卷，但做了一年便少一年，如
何把它們最有效地利用，是一門學問。我認為操卷最大的目的，是瞭解考評局的擬題方式
及評分標準，掌握答題技巧，而不是透過它們學習課本已有的知識。相信各位考生都曾經
歷「明明很接近答案，卻沒有得分」，這往往是答題技巧不足所
致。因此，我會把錯誤記錄在「『錯』題簿」上，把正確的用
字、步驟寫在錯誤答案下面，加以對照。每做一份試卷，每錯一

題，我都會一錯不漏地記下來，反複比對、思考，便能明白自己常犯錯的題目類型，以及瞭
解如何滿足考評局的評分要求，不錯失得分的機會。

附圖是我摘錄筆記的例子：用不同顏色把錯誤分類（概念∕技巧∕答案)，然後如圖中
的方法記下，以認清自己犯了哪類型的錯誤。到達考場後，我會重溫「『錯』題簿」，加
深記憶，以免再犯，尤其是概念及答題技巧部分！希望大家也能為自己開一本「『錯』題
簿」，幫助自己爭取佳績吧。在此預祝各位學弟學妹考試成功！

何希彤備戰文憑試的法寶何希彤備戰文憑試的法寶
——「『錯』題簿」「『錯』題簿」

何希彤（後右）告別校園，何希彤（後右）告別校園，
與好友一起迎戰文憑試！與好友一起迎戰文憑試！

「遲到總比不到好。」跑道上，縱然你遲了起步，但總比不起步走得遠；學習上亦然，而我正是那個晚了起步的
人，但最終也能到達目的地。	

在英語的學習上，我是一個遲到者，又不願努力追趕，所以英語使我在第一次的文憑試上被徹
底擊敗。可是，這盆冷水卻徹底潑醒了我，亡羊補牢。在第二年的備戰中，我堅持每天花一至兩個
小時讀閱、寫作及聆聽英語—弄清楚最基本的英語文法知識，例如各種時態；堅持閱讀英文報
章，把不懂的詞語、句式查個明白，寫在紙上，每天溫習；仔細聽讀英語新聞，如BBC，一段新聞約
重覆聆聽三次，第一次關字幕，瞭解聽不明白的地方，第二次開字幕，找出剛才聽不清楚的字詞，
一一查字典，瞭解意思及讀音，再聆聽第三次作複習；寫下短文作新聞總結，也嘗試模仿新聞中的
句式，練習寫作。漸漸地，我縮窄了自己與他人的距離。

不要因為自己起步比他人慢，而認為為時已晚或低估自己，因而選擇在跑道上棄權。相
信我，慢慢追，總會追上去。

李正文終於夢想成真，李正文終於夢想成真，
披上綠袍參加香港大學開學禮披上綠袍參加香港大學開學禮

回想參賽那天，我身在現場時感到緊張不已。
我是最後一位表演者，所以把握時間把琴譜仔細看

了一遍又一遍，牢記每
個音符。當我踏上舞台
演奏時，剛開始還感到
指頭僵硬，後來才漸漸
放鬆下來，投入音樂之
中。最後，我得到高級
組季軍，讓我明白到凡
事要作最好的準備，才
可有所收穫！

這次義工活動令我明白到合作的重要。義工領
袖在活動中分工合作，每一個人都盡力完成自己的
任務，如設計、宣傳和購買材料，才能使活動圓滿
落幕。其實，在日常生活中，合作也是我們與人共
事時不可或缺的。面對問題的時候，我們更應該以
友好的態度跟他人溝通和協作，發揮各自的專長。

去年第一次聽到要演四個人的戲劇，我先是有
點錯愕，繼而是有點擔憂—我們真的可以嗎？時
間越來越少，但劇社內多番討論後發現要克服的問
題太多了，Zoom串流、影音配置，甚至對戲……
幸而，問題一步一步
解決過來，到比賽前
已經有一定把握了。
雖然最後並未完成我
們上大台的願望，不
過這已足夠了，不是
嗎？我懷念大光燈投
映在我臉上的那段時
光，更懷念從對方雙
眸裡反映出來的我。

依稀記得比賽那天，我緊張得問了老師不下
十次：可以上廁所嗎？這樣會不會被扣分？弄得老
師哭笑不得。幸好，比賽過程尚算順利，沒出甚麼
差錯。直至宣布獎項時，我本來安全着陸的心又一
次高高懸掛起來。誰料自己真的獲獎了，心臟驟然
停了一下，反應不過來。直到回家後，那喜悅還是
久久沒有熄滅。這次比賽的可貴之處是讓我領略到
凡事做好準備，現實定必給予善果。

（2021-22）（2021-22）
活動預告活動預告

五邑司徒浩中學五邑司徒浩中學
F.D.B.W.A. SZETO HO SECONDARY SCHOOLF.D.B.W.A. SZETO HO SECONDARY SCHOOL
校址：九龍藍田啟田道七號	 電話：二三四零	五九一六	 傳真：二三四九	六三七六
電郵：office@szetoho.edu.hk	 網址：http://www.szetoho.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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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月份 活動 內容

2021年12月 襄善周大本營 義賣

2022年1月 割切水仙工作坊 割切水仙

2022年1月 親子手工藝班 親子手工藝製作

2022年2月 家長教育講座 教育子女心得

2022年3月 親子樂悠悠∕工作坊 親子一日遊∕工作坊

2022年4月 親子烹飪班 親子烹飪

2022年5月 中三選科簡介會 中三選科介紹

2022年5月 親子工作坊 工作坊

2022年8月 中一迎新日家長全接觸 介紹家長教師會資料及活動

2022年10月 高中與大學聯招簡介會
講解高中課程與大專收生之關係

及介紹大專收生要求

薪火相傳校長
的話

何希彤（2020-21畢業生）

李正文（2019-20畢業生）

鄭錦濠（2020-21畢業生）

全港中西匯萃青少年音樂大賽高級組季軍得主

4D 黃嘉怡

香港學校戲劇節2020-21「傑出合作獎」得主

5B 黃嘉輝

文憑試文憑試備戰備戰攻略攻略

家長教師會家長教師會

「4C青年義工領袖計劃」個人嘉許狀得主

5A 張芷瑩

「酒店營運」及「西式食品製作」競技大賽冠軍得主

5A 許詠茵

獲獎感受獲獎感受

獲獎獲獎消息消息

中一時參加學校旅行中一時參加學校旅行

中六時與班主任和同學合照中六時與班主任和同學合照

55 66 11



老師老師生力軍生力軍

莊梓琪老師

記得兩年前的文憑試放榜日，我問其中一位看起來非常迷惘的同學打算報讀甚麼課

程，他回答：「我不知道。」然後我繼續追問他將來想從事甚麼職業，他仍是回答那句

「不知道」。

這個學生對前途的不清不楚，使我回想：到底自己是甚麼時候想成為一個老師呢？

中學四年級的時候，受到老師及同學的啟發，我立志成為教師。後來，我一直朝著這

個方向努力，在人生數個分岔路口前，毫不猶豫選擇能通往這個夢想的道路。同學，你們

以後的人生將會面對很多抉擇，現在能定下自己人生的大方向，日後立於分岔路前，便不

難找出適合自己走的大道。一年光陰轉瞬即逝，新的學年又開始了，同學如果你們還沒定

下人生目標的話，何不現在開始思考，思考著……思考著……終會找出答案的。

鄧穎欣老師

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本年度新加入司徒浩大家庭的鄧老師。也許大家會認

為老師必定從小便很努力學習，成績優異。可是，我是個例外。

我小學時的英語成績並不理想，所以未能成功派入Band	1學校。自此，我就更討

厭英文。直到中三那年，我遇上了她，她是一位外籍英文老師。課堂上，她告訴我

們要勇敢跳出自己給自己設定的框架，只有堅持突破自己才會進步。及後，我決定

嘗試努力學習英文。除了學校的英語課，我在餘暇也會閱讀自己感興趣的英文書，

例如英文漫畫或電影改編的小說。

英文科其實比大家想像中有趣，千萬不要受自己對它的印象影響而放棄學習。

嘗試抹去對它的壞印象，跳出自己的框架，重新學習。只要持之以恆，你就會發現

箇中的樂趣。

甄彥宏老師

我是本學年加入五邑司徒浩中學這個大家庭的新老師—甄

彥宏。希望藉以下簡短的分享，讓各位同學更認識我。

我是一位數學老師，如同大部分我接觸過的數學老師一樣，

都是自小便喜愛數學，願意花時間挑戰艱深的數學題，並從中得

到樂趣。但我也如大部分的學生一般，有不擅長的學科，尤其是

化學科。我總是未能掌握化學科涉及的概念，每次小測的成績都

不太理想，久而久之便產生逃避心態，不願再花時間在這學科

上。但感恩的是，我的化學科老師並沒有放棄我這個資質平庸的

學生。她課餘時總主動輔導我的學業，更鼓勵我只要肯努力，定

必會有回報。之後，我也比以往主動向她請教，後來化學科的成

績也進步了不少。

希望藉著我這個經歷，激勵各位同學勇於面對自己不擅長的

科目，正如我的老師所說：只要你願意付出，總會有回報的。

陸洋洋老師

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陸老師，很高興能在五邑司徒浩中學任教英文科。

少年時，我對未來充滿憧憬，很想找到自己的理想。我發現自己熱愛研習英

語，也喜愛校園生活，所以立志投身教育工作。

英語是國際語言，擁有良好的英語水平，不但能促進學習效率，更能提升競

爭力。要學好英語，必須多讀多寫。從前下課後，我總愛在圖書館裏閱讀各類英

文書本，加深對英語及不同知識、文化的理解。此外，我也熱衷參加英語學習活

動，以提升英語能力。

實現夢想是推動人前進的動力。在追求夢想的過程中，只要持之以恆地努

力，夢想最終定會實現。

活動活動剪影剪影
暑期才藝訓練班暑期才藝訓練班

iPad繪畫班iPad繪畫班
3B 伍曜偉

這個暑期才藝班饒有意義，讓我認識到平板電

腦中有關繪畫的應用程式，令我大開眼界。這些繪

圖程式功能多樣，用途廣泛，例如在不同的圖層可

隨意畫上圖案；也可以載入圖片，然後自由編輯和

上色；也可以為某些細節加深顏色，增強效果，十

分有趣。這個繪畫

班既可提升我的畫

功，又可以助我結

交一些志同道合的

朋友，一舉兩得。

同學使用iPad繪畫，發揮創意同學使用iPad繪畫，發揮創意

一一「脈」相承之中醫初探「脈」相承之中醫初探
3C 黎宗希

我在今年七月參加了為期兩天的「一『脈』相承之中醫初

探」活動，獲益良多。透過這次活動，我學會推拿、按摩，並在

家中學以致用，也跟我的家人和朋友分享這些養生之道。這次活

動讓我體會到：我們生病時一般會看西醫，因為西藥對大部分疾

病療效顯著，但卻忽略了對人體機能造成的副作用。相反，中藥

療效看似較緩慢，但副作用相對較少，故真希望中醫能在香港逐

漸普及。

導師教授同學常見之穴位導師教授同學常見之穴位
及中醫基礎理論及中醫基礎理論

學長為同學展示人體的經脈學長為同學展示人體的經脈

Teen晴計劃攻防戰Teen晴計劃攻防戰
3B 馬英傑

這個活動是在半個籃球場大小的地方上進行，形

式近似閃避球，雙方分成兩隊，每隊約五人，以弓箭

射擊來淘汰對手，只要把對方靶上的目標打下，淘汰

所有對手，便能獲勝。這個活動教會我射箭的一些基

本知識、姿勢和團體合作的重要，也讓我認識了一些

不同班別，甚至不同級別的同學。參加這個活動，我

感到非常高興。

大家在射箭活動中建立團隊精神大家在射箭活動中建立團隊精神 同學各就各位，展開攻防戰同學各就各位，展開攻防戰

生涯規劃日生涯規劃日
「樹醫生」風險評估工作坊「樹醫生」風險評估工作坊

6A 伍潔盈

「樹醫生」工作坊令我更深入瞭解「園藝樹藝及園境

管理」的課程內容、選修課程及入學要求。工作坊中的各

種活動令我認識到樹藝師的工作內容及學歷要求，內容實

用有趣，也令我更加確定自己未來的就業路向。

透過聲納探測儀透過聲納探測儀
探測樹幹內部情況探測樹幹內部情況

同學運用微鑽阻力儀同學運用微鑽阻力儀
探測樹幹是否空心探測樹幹是否空心

中華文化體驗中華文化體驗
「小巴牌」工作坊「小巴牌」工作坊

4A 林芷妮

參加了「小巴牌」工作坊，我猶如發現新大陸，

原來日常經常接觸的交通工具竟蘊含著這麼優秀的中華

文化，想不到它的路線牌子有這麼多種設計。在工作坊

中，我同時學會了一些小巴牌使用的特殊數字，它們不

是我們慣用的阿拉伯數字，而是從廣州傳入香港的數

字，十分有趣。所以，我覺得這個活動很有意義，有助

我們認識不同的中華文化。

導師展示小巴車牌的書法藝術導師展示小巴車牌的書法藝術 先擬草稿，再以油漆書寫文字先擬草稿，再以油漆書寫文字

「LEGO機械車」製作「LEGO機械車」製作
2A 鄭嘉雋

自從我參加了「LEGO機械車」活動後，自信心

增加了不少，特別有成就感。經過這次活動，我學會

聽從指示細心拼砌機械車，也學習到編程的方法與技

巧，以及數理邏輯等，真的是一舉多得呢！希望學校

日後能多舉辦這類活動，提升同學對STEAM的興趣。

研究「LEGO機械車」的研究「LEGO機械車」的
基本構造基本構造

成功操作機械車，樂在其中成功操作機械車，樂在其中

「火箭車」製作「火箭車」製作
3A 李韻妍

考試後，我們中二級參加了「火箭車」活動。起初聽

到「火箭車」的時候，大家都一頭霧水，不知道究竟是甚

麼。其後，導師為我們講解它的特點和製作方法，大家都

十分用心聆聽。到了一起動手做「火箭車」的時候，我們

都齊心協力設計，發揮自己的創

意，想辦法令「火箭車」走得更

快。最後，大家都拿到理想的成績

呢！這個活動不但增進了中二同學

彼此的友誼，也增加了我們的課外

知識，饒富意義。 用心製作「火箭車」參賽用心製作「火箭車」參賽

女子組展示「火箭車」製成品女子組展示「火箭車」製成品

咖啡拉花工作坊咖啡拉花工作坊
5B 甄樂證

在咖啡店裏，我們常可看到咖啡拉花師在咖啡上

設計各式各樣的圖案，大家都被那些圖案吸引著。這

次有幸參加校內「咖啡拉花」工作坊，親身體驗當中

的樂趣，令我格外興奮。活動中，

我可以發揮創意，在咖啡上設計不

同圖案，並能夠欣賞自己的製成

品，實在感到很滿足。這次活動令

我覺得自己成了一個小小的咖啡拉

花師，真是一次難忘的體驗呢！

同學留心聆聽咖啡導師的講解同學留心聆聽咖啡導師的講解

認真學習咖啡拉花技巧認真學習咖啡拉花技巧

STEAM Week機械車製作STEAM Week機械車製作
5D 鄭朗軒

這次有幸獲何善明老師邀請，參與STEAM	Week機械車

的製作，我感到既榮幸又興奮。我們從中四開始，就已展

開這項「工程」。我們花了很長時間討論應該如何製作自

己的機械車，之後便是搜集材料以至各種細微、複雜的調

整，一步一步走著，全賴實驗室老師和組員一直以來的支

持和協助。雖然我們的機械車仍未完成，但我相信在不久

的STEAM	Week，大家便能看到它的風采。

小心！機械車要開動了小心！機械車要開動了 合力研究機械車各種零件合力研究機械車各種零件

生態研習班生態研習班
6A 鄭淑英

「生態研習班」是一個有趣的活動。這個活動讓我認識到更多棲

息於岩岸附近的生物和不同的岩岸地形。活動中最令我難忘的可說是

解剖那些細小的生物了，藉著觀察和實驗，我們能更深入瞭解本地岩

岸的特質和生態環

境。惟一感到遺憾

的，是無法到實地

考察。期望疫情過

後，我們能親身體

驗，好好感受大自

然的奇妙！
專心觀察岩岸小生物專心觀察岩岸小生物 分組研究生態奧秘分組研究生態奧秘

我的我的
故事故事

擴增實境(AR)工作坊擴增實境(AR)工作坊
6C 葉皓言

「擴增實境(AR)工作坊」是一個既有趣又有意義的

共創型體驗式工作坊。活動中，我根據導師的指引，嘗試

使用AR程式創作，讓螢幕上的虛擬世界能夠與現實世界

場景結合與互動。除此之外，導師還提供了AR眼鏡，讓

我們體驗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交錯的樂趣。我在工作坊中

不但瞭解到AR技術的相關知識及應用領域，而且還在AR

的創作過程中獲得不少滿足感和歡樂。

柴灣THEi學院向同學展示柴灣THEi學院向同學展示
「擴增實境(AR)」技術「擴增實境(AR)」技術

運用電腦程式虛擬實境運用電腦程式虛擬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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