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一全方位學習活動日一-Project Apps ! 中三選科簡介會

18臨別 ，- ~且 5C制耀
這個活動對我很有幫助，它使 ; .哩.， 今年中三選科簡介舍的活動令

我對班內的問學多了認織和了解， i weaE哩...". 我十分欣慰，塔吉師安排我給中三的
我還從中明白到同心合力和分工合 ! La T指.s&W'& dÌft-;..l 師弟師妹們介紹州的特點。這活

作的重要性。 j f 冉冉司司 動還包括介紹M1課程的挑戰、樂
…...4 1- J A'-da 趣等﹒令我了解到原來中三的師弟

中六畢業長跑 j i- ;加且圖虹﹒阻 師妹們對數學是如此威興趣，這更
; L 一_•••• -- 令我對教學增加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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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大隊走向起跑點時， 怎志不安的原覺侵蝕著我的身 j 師生積極捐血

體，顫抖著......隨著老師的一聲令下，眾人開始邁出腳步了。 i

跑了好一會兒，身體開始適應了，不再如開始那般疼痛，可 j sc 李鑫
腿卻獨始痠了。好不容易回程，往回跑治途看著每張紅彤彤 j 「捐血 J '很多人提起這兩個字或許止步，因為想到的是
的驗，聽著聲聲 r加油 I J 我告訴自 己: 在這種時候，怕什 : 要打針及帶來痛楚，以前我的想法亦如是。但經過今次捐血，
麼?反正人生一次的畢業長跑﹒咬緊牙關也要跑下去H.H. : 我的想法改變了。實際上捐血的過程比懇像中快捷及舒適，整

到終點了，六家多麼雀躍、興奮!即使疲憊不堪，仍然饒 1 個捐血過程並不可怕。捐血可以促進
有興趣地在暢談、拍照...... j 自 己血液的新陳代謝，對自己及有需
不久，獎牌便發到我的手中，拿著這個榮譽，心情久久不 ! 要幫助的人百利而無一害。狷血可以

能平靜。這個是真正屬於我的獎章，辛苦也是值得的 ! 這比賽 j 發揮自 己的憂心，令所娟的血化為一
算是我們在司 '7 ..... - --"!'~ '""'!圖 : 條條鮮紅的絲帶﹒將生命脈動傳遞延

徒浩的最後一 ，弋 一- J -mdMa i 伸，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士 。

鸚鵡 ;過溫益血識鐘通盟盪 :“可三輛三去說:豆豆---
覓，可這獎牌 }茵茵R開?@ 輛軍個111'1 ! 2A 楊韻怕
會跟著我們一 l 習1!rLJ"~ 'lt 神色 圖畫過國

IA區副國』孟aJl.攝』晶圓圓Ea--.. : 為了比賽﹒我們花了很多時間練習 。 比賽分為三個回合，
起跑的。 區盟 A曹~亨~司

二三三三三tJL…之二三三7.」 氣氛熱烈，場上的同學合作無筒，場外的同學高呼加油 我

小學義工憫之「關心學英語」 j i瘤研月閉路居然想法協緝令謊言
5A鄭彩姆 i kaESdi eEE 驗 ! J r 不是還有下一次嗎?加油 ! J 

很榮華可以到德回李兆強學校和30位小朋友一起透過互動 ; 圍觀胸叫 這些說話在我腦海辦之不去 ，我頓時
戶r-l"司， .. f .'H 恍然六悟，明白到「友誼第一， 比賽第

遊戲來學習英語。我們玩了 Big TV 、串字等小遊戳，小朋友都很 : r ‘ 、: ‘ .' 笠 ，

積極投入，他們的英文水平也讓我們大吃一驚。活動中跟他們 L!"二---一……三沈堅:………
232若是:每伊拉2332早晨27ZEZZEZZ示 : 高級組社際常識問答比賽

68 奪權.
在劍擊比賽中，每一分都是由

艱苦訓練的汗水換來的。即使一個
簡單的直刺， 也訓練過不下過千
次。這令我明白到所有事情都要經

過長時間努力和堅持才可獲得成功

的道理。

悶肢體表達也激發

著大家的創意，
對考驗默契合作和英

文詞匯量。是次活
動﹒六家都樂在其
中 ，而且很滿足可

以帶領小朋友一起

開心學英語 l

我校同學積極參加學界越野餐(香港仔站)

5C 盧凱見

這次比賽令我們大閉眼界﹒可在

學界比賽中與很多優秀運動員切磋，
從中學到很多東西，對跑步的熱情、
享受和堅持不拾， 問時也明白到自己

的不足，激勵我要努力練習 ， 在下次

比賽中獲取佳績。我們也學習到團隊

合作精神， 各隊友互相挾持、 互相鼓

勵， 一齊完成比賽。這次的比賽令我

們獲益良多。

5A 責樂兒

今年有幸代表藍社參與社際
時事問答比賽，我學到一些課本

以外的知論，令我大閉眼界。我

更學到團隊合作的重要性，我和
隊友儘管遇到很多不同的問題，

但也有努力地去嘗試回答 1 希望

我們下年能表現得更好。

: 滅罪抗議定向大比拼

4C 范J1兒

我參加了「滅罪抗.定向大比拼 J '與
不同學校的中學生進行比拼，避過野外定向

等活動令同學對犯罪有一定的認誡並了解滅

罪抗霉的重要性。活動內容鹽富有趣，加強

了學生之間的團隊合作精神，亦教我在挫敗

中反省自 己的不足及思考應對方法。

義工隊訓練

48 陳錦源

參加這次義工隊訓練，令我獲益良多。我本也有參加草委工
服務的經驗，但這次活動令我明白到幫人不限於當義工﹒幫助

他人只是做義工的一種方法，義工服務還有不少方法，例如 :
揉訪、捐贈等行為也是。我是
這次活動中的副團長，是次活 軍區 •• _a. .eJ 
動訓練了我的領袖能力 ，讓我 I~_r 啥滋 「、叫辜!

明白到要使一項活動順利舉 PIIIIft丸\ !Jf', ...t,V. B '. 
行，必須靠大家的團結合作和 \...~ 行社~.恥
努力 。 .... .， ",--1. 

| 家長教師會 )
黃昏燒烤樂
家長教師會於十二月t日晚上學辦親子聯誼活動「黃昏燒烤樂」。

承蒙各位家長及老師的鼎力支持，當可免有超過一百二十人參加。

活動當晚共設十五座燒烤爐，以自助形式安排飲品及燒烤食物。是

次活動除了能讓師生及家長一起享受燒烤之樂，亦能讓家長和老師互相
交流、溝通 ，氣氛融洽愉快。

:<$:會再-~S:謝各家教會委員、老師、 同學、學生工作人員及學校工

友的協助，議六家能渡過一個愉快的稅上 ﹒令是次活動得以順利舉行 !

| 活動預告 >
• -E海司 •••• If.-:Liill司三 | 活動內容

2019年 1月 割切水{山頭工作坊

2 2019年2月 JI 家長教育講座

3 2019年3月 親子樂悠悠

4 2019年4月 II 親子蝴蝶舊車及芝士條工作坊

5 20 1 9年5月 中三還科簡介會

6 2019年6月 親子手工藝玻

7 2019年8月 中一迎新日家長全接觸

8 2019年 10月 中六主農業生多元出路簡介會

(香港仔站) J 分別獲女己、女
丙季軍及男甲、女丙團體E軍

親子劉切水{山頭迎新春

11 
教育子女心得

親子一日遊

11 
親子蝴蝶酥及芝士條製作

中主選科介紹

Il 親子手工肇製作
介紹家教會資料及活動

11 讓家長認誠高中課程與大專收生之懿係及了解收生的要求

之中二級「故事繪畫」比賽， 獎勵計到2018 J 遠「白金」或
三甲及優異獎得獎者合煦 「鑽石」槳要求，獲獎狀表揚

得獎者為(左起) 2A黃子烽 、

lA社梓鈺及3A何嘉希

獲頒發「黃証方獎學金」以示鼓勵

輔臣Ef過711擻，
主生區已霄，空JJJ~丹J'="!F-=曹-

EE皇肥生旦旦。)H<2l~已。旦旦進監YSqEEmE
絞址 : 九龍藍田敵田道七號 電話: 三三四零五九一六 傳真 : 二三四九六三七六

電郵: office@szetoho.edu .hk 綱址 : http://www.szetoho.edu.hk 

聯繫

l 老師的話--如何為 做準備.
「如何為考試做準備? J 維持紅是姊
很多人在考試前才溫習 ，心情難免緊張及焦急，以致表現未如理想。若要避免這種情況 ， 問學不妨嘗試由

學期初詞始准備，即每天每科六約花十五分鐘去理解和整理當失所縷的內容。在日子有功之下，相信同學己能
消化、吸收所學的知識，繼而只需重覆溫習就可以輕鬆地應付考試了。

「如何為公開試作準備? J 緣無編老師
踏進三月份，應屆文憑試考生將要步上人生第一個戰場。不知此刻的你，是戰戰兢兢，

還是躊躇滿志 ?不管怎揍，希望這些備戰心得對你有幫助 l 首先，訂定j晶宮時筒表，自律依

從。你可按照各科考試日子的先後，編排早 、 午 、繞三個溫習時段，愈後考的科目愈先溝習

好，並要預留時間重溫每科。其次，保持身心健康。依時三餐、適時休怠及稍作娛樂放鬆心

情，可盼你提升溫習效率及動力 。最後， 注意考試細銜。例如預早了解試場路線及交通時
間、衛星應試謹件及文異用品等，別讓枝節影響表現。考試在即，預說你們一切順利，發揮
應有水准 l

「如何為考試作準備? J ~在嶺街老師 ---
第一學期考試已完結， 同學表現如何? 作為一位英文科老師，我原受很深，眼看同學接過

考試卷，六多是垂頭喪氣，抱怨著成績沒有進步，倍威乏力。的確，要操得一口流利英語，寫

得一草草好文章，絕非易事。 同學要好好記住，語文能力是需要累積的，考試前操練歷屆試卷只 ;--九
是基本要求。然而，要為考試做好自裝備，決不可忽被日常操練，必須多閱讀文章，尊心上課， L BJ 

抄寫筆記，好好把握學習英文的機會。更重要的是﹒不怕面對自己的弱點，勇於嘗試及享受學

習的過程。最後，盼望同學們能夠踏出第一步，好好裝備自 己 ，迎戰下一個考試。

「如何為人生作準備? J 越會參弟姊
不少人低估一年可做到的事，卻高估一日做到的事。

不少人低估自己的才幹﹒卻高估了環境的局限。

不少人低估了努力，卻高估了運氣和失份。
不少人值估了堅持，卻高估了熱情。

望同學能認清目標﹒認真規劑，以每日一個小目標向理想邁進，日積月累，滴水也可穿石。 馬霎曾說

過 r成功的路上 ，今夫很殘聽，明夫很殘酷，後夫很美好，很多人死在了明夫的夜襄。」願同學都能堅

持到底﹒迎接後夫的美好。

r如何為未來的你作準備? J 啟發行是歸
想像過未來的你是怎攘的嗎?可如何預備去成就將來的你? 第一步 : 認織自 己 。一個了解

自己的人知道自己適合甚慶、需要甚麼﹒也清楚甚麼對自 己最重要。身為中學生的你，知道對

自己最重要的是什麼嗎?打機?做兼戰?還是著跟於眼前，把書謂好，裝備自己 ?嘗試找出自

己的特別之處，積極發掘自己的熱情所在，勇敢去挑戰自己的極限吧 1 第二步:訂立目標(可
分為短期、長期)。目標能令自己的方向更清晰。目標不一踅要很高尚、遠大，只要符合自己

的能力及想法，然後盡力執行它，它就成為你人生中有意義的事。

「如何為人生做準備? J 林帶導老師
你會怎犧形容人生 ?有人說人生是一趟遊歷，有人說是一場苦難，有人說是連番考驗，亦有人說人生是一段恩典。
為人生做准備的第一法則，在乎你怎該看待自己的人生 ，以及你是否一個輕易動搖信念的人。 日本作家村上春樹說

過 r一個人違背了自己的原則，哪怕只是一次，以後就將違背更多的原則。」人生是一場長途的馬拉松﹒如果沒有堅

定的信念，要在免會在贊許多光陰。盡早規劃前路，定下原則，並讓自 己堅持下去 ，別被挫敗擊倒，你的人生 ，必然會給

你一份你值得擁有的恩典。

「如何為人生的下學期做準備? J 吳忠拖延歸
一場精彩的球賽﹒往往是處於劣勢的一方仍能保持戰意最終成功逆轉。

每學年六致分為上 、下學期，如果上學期成績不理想，我們一般會動勉同學要於下學期努力 。如

果同學下學期的表現比上學期更佳， 他會獲得一個「最佳進步獎」﹒進步得愈多，我們便愈是2欣慰。
學年如是， 人生亦如是。 人生總有不順慧的時候，但凡事只要還有下半場，我們便不應放棄﹒

要繼續努力 。小時成績平平 ，你便認踅出來工作後不會有所突破? 30歲前的工作不順， 30歲後便找
不到自 己所愛? 50歲前身體欠佳﹒是否代表往後的人生不能再創高峰?答案自然是「不」。那怎樣

才知何時是自己人生的下學期?我不知道，找到答案的話可以悄悄告訴我。

「如何為人生作準備? J 養強然是師
我們無法預知未來，故要為人生作準備一一時刻作最好的準備和最垠的打算。 作最壞的打算不是指持消極的

態度，而是嘗不幸來到時，我們不會手足無措 。只有做最好準備，有最好的規劑，這才是面對挑戰的正確態度。

每個人都在創造自己的人生 ，懇要什麼緣的人生取決於自 己 。當開始改變，開始跨出第一步，你的人生便會
有著微微的變化。只有自己才可以改變自己 ，關鍵在於我們有沒有把握及行動。我們必須付出努力才能得到自 己

想要的。雖然每個人對成功的定義不一樣，但有一點相同 ，那就是要成為一個有自信的人， 才能向自己的人生邁

進成功的一步。



四十周年校慶開放日 精點蕾萃 )
殷勤禪-------------

5C 黃醫耀

今次能在學校40周年校慶醒獅表演中當教芋，賓在榮幸。今次表演邀請了幾位校友學兄一同演出﹒我當上了聯絡人，協助校方
與學兄之間的清迪和聯繫。學兄畢業後都忙於學業或工作 ，獅藝難免有所生疏。幸好經過大家共同努力，終不負眾望，演出非常成
功，贏得不少掌聲。而謝箱烘學兄表演的「高音」更是令人要在悉，拍案叫絕。

組 i
攤位遊戲…--…--…--…--…----------------γ…………………………………

2A洪蔓好 ; 3A 鞠錄
這是我首次參與學校凋放日的活動，心情既興奮又緊張。開 : 40周年校慶開放日當矢，我是「歡樂實驗室」攤位的第解

放日中，我擔任 rSTEM活動屋里才能」鑽位的工作人員， 主要介 i 員，負責介紹「神奇畫筆」的實驗。初作介紹時﹒我非常緊張，

紹STEM展品及製作小禮品送予來賀。透過這次活動﹒我對STEM : 結結巴巴，幸好越說越流暢，漸漸能把原理清晰地向來實講解。
有更深入的了解，期間接觸到不同的STEM器材，六閉眼界。雖 : 這個實驗主要運用沾上蝶豆花汁液的試紙.蝶豆花的花清繁會髓
然在活動過程中，雞免會遇上一些困難，但在老師的指導下，我 ; 若不同的酸鹼值而變化，產生不同的顏色。來實就嘗試運用它繪
和同學都能順利完成工作。我認為這次體驗十分充簣，希望以後 i EE出圖案各異的彩畫。我很慶幸能夠參與這次活動﹒亦希望他日
還能參與學校的同類活動 。 ! 能再次參加同類活動 。

文藝表演----

6A謝海

正所謂「十年樹木， 百年樹人 J '對於一所學校而膏， 40年的耕耘並不簡
單。我能晃證這個重要時刻，且為校慶略鑫綿力表演魔術﹒真慮到十分榮華 1

還記得表演的時候，身邊圍著一游來賞和校友﹒他們拖兒帶女的，場面熱鬧。

看若懸多的學兄學趟，嚷著要跟他們昔日的老師一起拍照的樣子，我霎時有些

竄動。我想: 50周年、 60周年的絞廈，我也要像他們一緣 ，回來與各位老飾
同學再竅首。威謝校方給我良好的學習環境，也威謝老師教懂我如何做一個有

為、守禮的人，許多的威謝無法盲目俞﹒惟有把干畜禽語合為一句:五昆司徒法

中學40周年生日快樂 1

6Aø相讓
時光飛逝﹒今年已是學校舍IJ 立 40周年，

我十分榮華能於關放日「文藝表演 J 中表演

ßeatbox 。表演當矢，來實絡繹不絕，使我不禁

緊張起來。直至看見觀眾投入的神情，以及聽見
他們熱烈的歡呼聲，我便忘記了緊張，投入演

出 。最終，演出頗為成功，為我中學生運的尾聲
多添一份精彩。在此祝顯五色司徒浩中學未來的

發展也同樣多采多姿 !

校友眾餐一一
校友寫銀瑞{罵仔)

畢業至今，首次回到母校，親切成卻絲毫不滅。我從沒念記昔日老師的教誨，只是自覺沒有甚麼大成就，愧對他們。甘多年
前，我家皺離藍田部到附近的屋苑，每次乘搭巴士外出時，都能遠眺母校，心中總會默默送上祝瘤，並盼望重過各位師長。

今次藉著母校40周年校慶的六日子，我終於達成顯望，重遲校園，重過昔日恩師:羅字恣校長、許小光校長(許Sir) 、關太、
黃國強老師、陳健誠老師......但美中不足的是未能與當年中一的班主任陳根敏老師再遍，真渴望下次有機會可以跟他一竅 l

自正鬥步入母校，走到操場、球場﹒途經教員休怠室﹒走過謀室走廊，最後到達校友竅餐的場地一一禮堂，一億儷昔日的照片

就在腦海中不停掠過， g觸之情油然而生 。校舍的配套及設施都比以前改善了不少，但純樸的校風始終不變。當即是街目中有歷屆畢

業生的分享及唱校歌環節，想不到相隔這麼多年還會記得歌詞，還是同樣動人心弦 。

希望母校未來50周年、 60周年以及更遠的歲月﹒我都可以有幸見鐘。 同時盼望各學弟學妹繼續努力，為母校增光 l

懷舊照相館…"
50 梁凱晴

我是40周年較廣闊放日「懷舊照相館」的工作人員﹒雖然工作非常忙緣，但我卻因來賓的熱情與歡樂而樂在其中。當夫的失氣

雖然不似預期，既下雨又寒冷，我還在想:唉 ! 這樣的天氣還會有人來參加開放日嗎?但當我一回到學校，便看冕很多校友帶若他

們的孩子回來參觀，我的憂慮頓時全淌。他們籍善40周年這個大日子，回到母校與昔日的老師和同學相竅。他們紛紛穿上我們為他
們「特製」的絞服﹒緝懷昔日校園生活的點點滴滴﹒場面溫馨。他們與老師有講有笑，令原本冷清的課室變得熱鬧起來。雖然我現

在還未深切成受到他們重殼的心情，但我相信在未來的校廈，我也會像學兄學過般興高采烈地回母校一竅。

聯校友誼賽…﹒

58 黃綠桐

當日，學校舉辦了小學籃球邀請賽和南華甲一籃球隊友誼
賽。是~比賽令我六閉眼界，充分成受到小學生對黨球的興趣和
熱誠，他們年紀雖小，但都能全力以赴比賽，令我頓時熱血沸

能﹒忍不住為他們大喊「加油 J !另外 ，在商量直友誼賽中，首次
近距離觀看職業籃球員入縛，晃識到他們的精湛技街，真令人議

嘆不已!

4A 楊字軍于
我很榮華能代表學校排球隊參加40周年校慶開放日「男子

排球四角賽」﹒並從三隊強隊中脫穎而出成功奪冠，真是要畫意 l

比賽過程中，隊友和我發揮出團隊合作精神，加上對排球的激情

和熱誠，我們最終取得勝利。六家揮澀的汗水沒有自費﹒正好為
校慶送上最好的禮物。希望學校和排球隊在未來的日子都能百尺

竿頭，更進一步。

其他活動 〕
同學動手試造防蚊膏

4A 劉熙桐

遞過參加生涯規劃組舉行的 r ~IJ .無
限」活動，我學會了不伺環保工鑿的製作方

法。包括:防蚊膏、潤唇膏、環保清漂劑，
它們都很真實用性，而且成分失然，能為環

保出一分力。老師亦為我們講解材料的用處
及選用原因，例如水果的外皮經費酵後有助
清洗污潰，能代替含有化學成分的洗潔精。

生渡規劃組舉行國際病理學工作坊
5A f司旨房

這次活動的時間接然短暫，但

是，對我來說是難忘且難得的一
次經歷。在活動中，我學習了有

鸝生物科或醫療層面上的知織，

六六擴閱了我的眼界。 同時它亦
有助我在生物科上的學習，不但

加深了我對已有知織的認知，更

提升我對員會科學習的興趣。 巴--已

初中同學參加超凡學生閱讀計劃

1A 串士樽鈺

參加超凡學生閱讀計劑，令我認搬到面對失敗時應抱積極的

態度，也了解到請書的價值、工作價值觀和如何追求自己的夢

懇，尤其是真賞地知道自己的存在就已有價值。

?ζ ~ ，;0唔 ， 、4

中三理財工作坊

38 曾俊曦

在是~活動中，導師教導

了我們很多東西，例如金錢的

羽 用途、股票的意思、過度投資
的影響等等﹒讓我們明白到金

錢的用途很廣泛﹒必須三恩後
才使用 ，如過分利用，造成的

後果舍不堪設想;導師還教導

我們如何去儲蓄。這謀令我們

為‘ 咽. ' I 學至IJ1良多知誠 ! 我和同學都樂
唔 .... I 在其中，亦讓我和同學增進了

i .. ' ♂ 、U 騰。

綜合科學科考察活動一一生物多樣性

18 拿耀紛
在前往米埔途中，我的心情十

分興奮。我們一到場，先到米埔
訪客中心聆聽觀於自然護理區的

簡介。然後到自然發理區內考察，
我們還沒有進入該區就已經看到
不少雀鳥。在區內 ，有魚塘、小

徑、墓園和紅樹林。我們認搬了很

多鳥兒，例如:驚驚、小白驚、蒼
鷺......我們還到觀鳥屋觀看雀鳥。

這次考察活動，讓我們認搬了生物

的多樣性。

親炙作家到校舉行有關精神科知識講座

2A ~共畫畫好
遞過這次請座﹒令我對精神病

有所認織，明白到精神病患者的

成受，學會站在他們的立場去想

問題。在這個講座裡﹒我嚴喜愛

的部分是觀賞電影。 同學能通過

觀看電影，更具體地了解精神病

的特徵。

岡學到般知中心參加長者學苑結業禮義工服務

48 胡俊杰

能參與這次義工服務，協助結業禮事宜，實在令我受益。
在義工服務過程中，我負責協助長者磁場，當我看見老人家在
領獎時的開

心模樣﹒嚴
是滿足和充

實，我明白
到施比受更
有績。

律政司到校舉行前!育講座

5C ItJ子聰
遞過這個訓奮精

座，我明白到如何保

護自己及避免做出性
騷攘的行為;也了解
到有部分同學遇到性

騷擾時，會選擇沉默

的表現，其實這是不

管之譽。因此，我們
應該學習如何阻止性

騷擾行為的發生及幫
助他人尋求協助。

生渡規劃組舉行 rGe批，ing To Know Y ou J 

6A 黃家欣

面對升學問題，很多同學都竄到迷惘，而 rGett ing to Know 
YOUJ 卻是一個令我們可以與學長學姐交流心得的好平台。能夠
參加這個活動﹒令我對未來升學的出路有更多認織，以及對大
學不同課程和不同行業的前景有更加深入的了解。通過這個活

動，我了解到心儀大學課程的學習內
容以及可能面對的挑戰和困難，學長

和學姐都很耐心聆聽和解答我們的問

題，又分享他們的校園生活 。這個活
動令我更認清自己的生涯規劃﹒希望

我在學長學姐的鼓勵下，能努力達成
自己的夢想 l

抗逆工作坊

5C 縷凱琳

我參加抗逆工作坊，學會了如何通過實踐的正向心理學按
能及適應壓力的方法﹒並運用它克服學習和 日常生活中的逆

境。在面對困錢時，有些人會把自己困在死胡同 ，滿腦子都是

負面的懇法，意志消沉。相反﹒有人會將逆境轉為機遇，積極

面對，化「困難」為一種
「挑戰 J 不會歸究責
任、不會退縮逃避，只冷

靜應變，力求改進。我希
望能成為這樣的人，不會

處處逃避問題，並積極面

對困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