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A （2019-20） 鄭彩娟

又一個新學期開始，對於成為科大學生儘管沒有甚麼強烈的實感，但身為中學生的上半年，
各種坎坷依然歷歷在目，步步驚心。
首先，中文科除12篇文言文和需操練的綜合能力卷以外，其他更多是靠生活積累，而非背
誦死記，所以我把溫習重點放在前二者。隔三差五便重溫12篇文言篇章內容及寫作技巧，又計時
做綜合卷以熟習答卷規律、高速思考和書寫。綜合卷缺乏方向時，可以參考過去幾年考評局級別
5的佳作，模仿佳作的佈局組織和延伸程度及篇幅，以求字字珠璣，寫出重點，不費時去寫不必
要的冗文。
數學方面，在理解所有數學概念和熟悉各考試題型後，需要大量練習，以求找到較薄弱的板
塊和題目類型，持續練習才會進步。由於我喜歡數學，數學科吳老師也每隔兩、三天把練習列印
鄭彩娟認為平日打穩基礎，
送給我。因此，基本上每三日我就會完成兩份完整試題，「做數」也是溫習過程中的一種樂趣。
應付文憑試自然更得心應手
英文和通識科，我必須向兩位老師致歉，這兩科是我最少操練試卷和投放時間溫習的。
我更多依賴邏輯思維、日常積累和應變能力。奢望數星期內大幅提升是癡人說夢吧，一直
保持多看報章、關注時事、認真完成功課和溫習，自然能打好基礎，不用太憂心。
至於面對基礎不夠紮實的科目— 生物科，我使用的策略是：非常非常認真地完成每
一年的文憑試試題，100%發揮它們的價值，不止做一次，讓自己習慣題型和不斷溫習學過
的內容。每完成一份試題，把卷上所有未完全理解或熟記的地方再三打開書本確認。同一
個健忘的板塊，重溫一次未記熟，便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直至自己再也忘不了。
為此，我會列出常考而我常忘記的「健忘表」，空閒時便多看兩眼以自我重溫。當你下定
決心，就不會有無法塞進大腦的重點。或者這種方法靠的就是死記硬背，但慶幸的是我只
有一科需用到這麼耗用精力和時間的方法。奉勸各位學弟學妹平日認真上課和溫習，打好
基礎，就不需在備考時如此煞費苦心。
以上便是我備考文憑試的方法，最後能夠考取理想的成績，入讀心儀的學校，相信部
分也是由於考試時良好的身體狀態，故保持身體健康也是十分重要的。願我的經驗分享能
得到吳志明老師的「密密送卷」行動， 啟發大家，也衷心建議學弟學妹切勿臨急抱佛腳，不要奢望奮力數月就能追趕上別人努力
鄭彩娟在備戰文憑試中愈戰愈勇
數年的步伐。一步一腳印地前進，終點自然就在不遠處。

6B （2019-20） 劉綠霖
對於應屆考生而言，上年度的文憑試可以說是崎嶇滿途。先是早在一月疫情令全港學校停
課，老師不能與我們面授備試，操練試卷，故我在停課期間，自製了一個溫習時間表，每天規律
地從早上八時起床開始溫習，到中午十二時休息一至兩個小時，然後在二時左右繼續溫習直至晚
飯時間，飯後繼續溫習至晚上十時，才結束一天的日程。早睡早起，讓頭腦保持精神飽滿的狀
態。我通常在早上溫習必修科目，下午時段操練選修科目的歷屆試卷，晚上時段再次重溫當天溫
習過的內容，以求鞏固記憶。溫習期間，當我遇到不明白的地方，便會立刻請教老師。故也藉此
感謝一眾老師，在我徬徨無助之時給我最大的鼓勵和
支持，讓我取得理想成績。
劉綠霖認清自己的弱項，
在今次文憑試中，我在中文科投放最多的溫習時 多下苦功，終於取得回報
間。高中三年，我在校內中文科成績一直滯留中游位置，作文卷別更經常在合格
邊緣徘徊。為求克服弱點，我不斷告誡自己非得在中文科下苦功不可。對於中文
科，熟讀範文可謂成功的一半，因此我選擇每天背誦範文，並定期背默和完成字
詞、問 答等題目，務求對範文內 容滾瓜爛熟；另外，我每星期都會完成一份歷屆
作文和綜合試題讓老師評改，並從評語中找出要改善的重點，在下一次寫作中避
要獲取文憑試佳績，就跟參加運動比賽一樣，
免重犯。最終，我的努力沒有白費，在中文科取得等級4的成績！
有規律地勤加練習才會成功

6C （2019-20） 黃啟耀
新冠肺炎爆發前，我一向都在學校及自修室溫習，這可令我更
易集中精神。然而，疫症爆發後，自修室關閉，又以為學校不開放，
故只好留在家中溫習。幸好，許多熱心的老師都願意以網課形式協助
我們備戰文憑試。網課雖然不能與老師見面，但亦無阻我們備戰。不
過，在家溫習雖然比較自由，但卻使人容易懶惰，為了克服自己的惰
性，我自訂了時間表及關掉所有電子器材（尤其是手提電話），因為
在家學習沒有老師監管，十分容易受外物誘惑。使用這方法後，溫習
的效率提升了許多，使我終能考試成功，成為一名大學生！

獲獎消息
項目

獎項

黃啟耀多年來的舞獅訓練培養出
自律品格，有助備戰文憑試 5

獲獎者

哈佛大學香港校友會「哈佛圖書獎」計劃

哈佛圖書獎

6A 鄭錦濠 6A 譚詠茵 6B 曹嘉欣

中國語文教育研究學會中國語文菁英計劃2019-20

優異獎

2C 郭麗明

香港品質保證局第十三屆「理想家園」徵文比賽

最積極學校參與獎

全校同學

觀塘區學校聯會觀塘區優秀學生獎勵計劃

學校提名獎及獎學金

6A 鄭錦濠

香港小童群益會「RBC@BGCA獎學金計劃」2020

獎學金

鄭姿鈿（2019-20畢業生）

民政事務局多元卓越獎學金2020

獎學金

陳英怡（2019-20畢業生）

印度商會信託基金獎學金2019-20

獎學金

曾翠儀（2018-19畢業生）
葉佩琪（2018-19畢業生）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學院成績優異榜

榮登學院成績優異榜

張智傑（2018-19畢業生）

獲獎者感受

F.D.B.W.A. Szeto Ho Secondary School
地址：九龍藍田啟田道七號
電話：(852) 2340 5916
網址：http://www.szetoho.edu.hk

陳英怡（2019-20畢業生）
民政事務局多元卓越獎學金2020得主

傳真：(852) 2349 6376
電郵地址：office@szetoho.edu.hk

聯
繫

李校長於網上「中一迎新簡介會」致辭
正副班主任運用虛擬課室進行班課

2C 郭麗明
中國語文菁英計劃2019-20優異獎得主
很榮幸第一次參加「中國語文菁英
計劃」作文比賽就能獲獎。籍此機會，
欲先向校長和老師致謝，感激你們一直
以來對我的栽培，給我寶貴的機會展現
才能。
此次比賽雲集了來自全港300所學
校的優秀學生，競爭激烈。初賽選出中
小學各50名參賽者參加總決賽，然後到
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參加寫作培訓工作坊，最終勝出
的10名參加者便有機會到國內進行交流和培訓。
這個比賽讓我不僅能得到來自專業領域的指導，也能獲
得外界的不同意見，從而進一步提升自我。

葉佩琪（2018-19畢業生）
印度商會信託基金獎學金2019-20得主
很高興有幸獲得香港印度商會信託基金獎學金。對我而
言，此獎學金不僅是金錢上的鼓勵，更是對我一直努力學習
的肯定。這令我更加明白只要願意努力，一定會有意想不到
的成果。在此，我希望鼓勵各位學弟學妹不要因為家境比不
上別人，或起步比別人晚而放棄。只要願意努力，比別人付
出更多的時間，考取佳績從而入讀心儀大學並非難事！

曾翠儀（2018-19畢業生）
印度商會信託基金獎學金2019-20得主

疫症期間全賴
透過網課與老師
討論試題

五邑司徒浩中學

November
2020

文憑試 備戰 攻略

能獲得這筆獎學金，實在要感謝老師的推薦。曾
聽一位老師說過，獲獎只是助推器，它不是你最根本的
動力，卻是不可小覷的力量。對我來說，這筆獎學金不
僅是金錢上的一點幫助，更是一種支持和鼓勵。希望我
的經歷也能成為學弟學妹的助推器，讓你們努力做得更
好，收穫更多。

   能夠獲得多元卓
越獎學金，並藉此進
入香港中文大學修
讀健康與體育運動科
學，我感到非常榮
幸。感謝多年來支持
我積極投身體育運動
的老師和同學，未來
我會更用心於我的運
動生涯，也會盡力兼
顧學業，不留遺憾。

家長教師會
2020-21全年活動
舉行月份

活動項目

活動內容

1 2020 年 10 月 會員大會暨
家長教師
交流會

會務報告、
家長校董選舉、
與班主任茶聚

2 2020 年 12 月 黃昏燒烤樂

黃昏燒烤

3 2020 年 12 月 襄善周美食大本營

美食義賣

4 2021 年 2 月

家長教育講座

教育子女
心得分享

5 2021 年 3 月

親子樂悠悠

親子一日遊

6 2021 年 4 月

親子工作坊

親子活動

7 2021 年 5 月

中三選科簡介會

中三選科介紹

8 2021 年 6 月

親子手工藝班

製作手工藝

9 2021 年 8 月

中一迎新日
家長全接觸

介紹家教會資料
及活動

10 2021 年 10 月 中六畢業生
多元出路
簡介會

讓家長認識高中
課程與大專收生
之關係及瞭解收
生的要求

6

師生於開學日透過鏡頭相見

校長的話

不 一樣 的 學年

李校長於網上開學禮介紹新老師

李碧茵校長
無論小學、中學、大學畢業，我皆有同一種感覺：時光飛逝。2014年9月1日的開學情況，仍歷歷在
目，轉眼間已迎來了2020年9月1日—我擔任校長最後一年的開學日，也是極為與別不同的開學日。
往年開學前，老師忙著開會和教務；工友忙著打掃大大小小維修後的校園；校務處職員忙著各樣行
政工作；同學忙著完成暑期功課……而今年全體卻忙著面對同一情況：新常態(NEW NORMAL)。全球新
冠肺炎疫情不穩，事情急促轉變已成新常態，我們不但須發現得快，還要應付得快。老師仍忙著開會，
同時須計劃「新常態」的課程和活動；工友仍忙著打掃校園，同時須兼顧清潔和消毒；校務處職員仍忙
著行政工作，同時須應付突發的指引；同學仍忙著完成暑期功課，同時須學習適應網課。這個學年，是
「新常態」下的一年。
以往八月下旬，學校會舉辦「中一迎新日」，讓高年級的大哥哥姐姐協助中一新生提早適應校園生
活，並讓家長與老師和社工面對面交流以瞭解學校文化；今個學年則改為「網上中一迎新簡介會」，而
大哥哥姐姐也必須等待面授課後，才能與中一新生見面，班主任則改以電話與家長聯繫溝通，學校和社
工則另覓日期舉辦「網上中一新生家長會」。
以往的九月一日，學校都在操場舉行開學禮；今年的九月一日，學校則改為拍攝開學禮短片於網上
播放。九月二日，上課了，老師到空無一人的課室教授網課，濟濟一堂的同學則在虛擬課室開始新一階
段的學習。直至9月16日，中一生回校上適應課，老師須同時兼顧實體及網上課堂，師生均一起努力適
應這個「新常態」。
以上種種，都是新的體驗、新的嘗試。因應疫情的變化，我們可以做的，就是自己也跟著變。迎接
變化、接受變化、順應變化，甚至自己主動作出改變，才能讓每件事做得更好，讓自己進步更快。能適
應新的環境、新的常態，我們才能立足世界，在激流中挺立不倒。

1

老師篇

學生篇

文憑試 備戰 攻略

馮嘉慧副校長

劉妙菁老師

1B 許鐘文

相信對於全體同學、老師，2020年會是富於挑戰的一
年。由二月份起，因為疫情關係不能回校上課，大家便要
開始學習網上收發課業和實時教學。那時真覺艱難，一方
面要立即熟習各種網上授課工具，另一方面又要確保同學
適應相關上課模式。由最初Google Chat至Google Meet
再到Google Doc，這一切均能看到我們新一代
學習新事物的強大能力。正所謂「有危便有
機」，科技拉近了彼此的距離，讓教學繼
續進行。當然，大家仍渴望早日相見，
回復昔日的校園、社交和社區生活。
希望這小小願望可盡快成真！

疫情持續了不短的時間，同學平日較少外出
活動，缺少了運動的機會，體能下降，這是我們
最擔憂的。因此，體育科網課主要鼓勵同學在安
全的情況下多做運動，世界衛生組織建議5-17歲
兒童及青少年每天應累積最少60分鐘中等至劇烈
強度的體能活動，希望同學都能做到！

按照慣例，我們現在應該在校學習了一個多
月，並已適應新的校園生活。但疫情再度爆發，
教育局不得不把面授課堂的時間向後推延。不
過，停課不停學，學校實行網上教學，繼續給我
們傳授知識。
最初，面
對屏幕，我既
興奮又好奇；
後來卻發現網
上學習全靠自
覺，如果學習
態度不正確，
全神貫注聆聽老師的講解
再加上失去老
師和家長的從旁指導和監管，那麼我們的學習成
績便很容易一落千丈。
網課雖然新奇有趣，但是，我還是希望疫情
早日結束，能夠與老師面對面交流，和同學一起
上課、嬉戲。我真期待這樣的日子快點到來。

今年春天，新型冠狀病毒迅速蔓延全
球，每個人的生活都受到了極大的影響。
由於不能回校上面授課，學校採用了
線上教學的授課方式。這是一種新穎的教
學模式，在我看來，上網課有利有弊，在
獲得了更多自由支配時間的同時，也極考
驗同學的自律能力，同學往往會因面對電
子產品而難以專注於學習。
網課是新事物，未熟習的階段曾發
生了許多讓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令我印象
最深刻的是一次英語網課，我把攝像鏡頭
無論身在何處，
也要敦促自己一絲不苟地學習
錯當成麥克風，在老師點名時對着鏡頭
報到，老師沒聽到我的聲音，差點把我記入缺席名單了呢。此外，斷網、
「卡機」等情況也頻繁發生，發生了不少笑話。
雖然抗疫期間只能透過互聯網學習，但相信各同學即使遠離校園，也
始終保持著對學習一如既往的熱情，期待著在校園再見的那天。

4A 甄津蝶

在這段疫情來襲的日子裏，學校選擇
以網課的形式教學。
暑假頹廢了很久的我實在是有些不習
慣早起，記得九月第一個星期，艱難地早
起洗漱後，便開始上第一次網課……這段
毫不鬆懈，緊盯老師計算的每個步驟 時間，儘管我們偶爾不專心，偶爾遲到，
各位老師仍耐心地教導我們，解答林林總總的問題。
我們暫時無法在學校上課，但學校以網課形式授課，讓我們在疫情期
間也能學習新知識，真是停課不停學，我們會好好珍惜學習的機會。

疫

余國維老師
網課期間，地理科利用Google Earth配
合電腦內輕觸式畫筆功能，就能清晰顯示
地圖資料，比在傳統地圖上指畫更方便，
更可以即時與學生互動，指出重點。

周碧霞老師

流而上

師生對於網上課堂運作已非常熟悉

於鏡頭前向學生示範「立定跳遠」的具體姿勢

新學期開始，疫情未過，迎來了網課的挑
戰。要讓同學在網課中認真學習實非易事，所以
在設計教學內容和手法上，便要較面授課堂更多
元化。除了多向同學發問外，也在課堂中加插一
些小遊戲，例如利用Kahoot製作一些問答比賽，
以吸引同學投入、參與。另外，也在網上進行小
測，以檢視同學的學習進度，提升學習效能。

同學在螢幕相聚，認真上課
利用輕觸式畫筆功能，
在網課上即時向學生指出重點

龐柳英老師
疫情關係，老師惟有放下手中
的粉筆，從「線上」開始，與學生
一起走進「空中課堂」。老師不停
地在電腦上備課、製作電子課業，
對著屏幕講課、批改作業，真是個
新挑戰！另一方面，又擔心同學是
否真正聽懂，因為老師和同學不在
同一空間裏，難以觀察同學的學
網上批改作文，頗費心神
習狀況，同學是否在學？是否在裝
學？真怕努力會「竹籃打水一場空」！但是，老師依然相信同學會
用自制力來保證自己的網課質量，在家養成良好的作息習慣。
「『疫』流而上」—與各位同學共勉！

袁永鍵老師
2020年是很特別
的一年，因疫情肆虐，
世界彷彿停頓了一樣，
但在香港的資訊科技教
學上卻跨進了一大步。
老師不斷學習各種新的
電子教學技術，以應付
這種新的教學常態（復
課、停課，再復課）。
同學也需適應新模
式— 這種更講求自
律及自主的學習模式，
相信對同學來說是一重
大挑戰。

疫情的陰霾籠罩著香港的這段日子，我們
展開了網課生
活。網課的好處
是沒那麼拘謹，
較實體課更加自
在。但需同學自
律合作，這樣才
有效果。自上網
課以來，各科老
師都盡心盡力教
認真地做網上功課
導我們，課後還
關切地問：「這節課的內容聽得明白嗎？做功
課遇到困難嗎？家裡的設備能夠支援你們上課
嗎？……」有些老師或許一開始不太熟悉軟件的
操作，但為了讓同學在抗疫期間能順利學習，也
嘗試不同的教學新模式。疫情當下，我們更應該
自律，不要辜負老師的苦心。

5D 曾俊曦

在沒有同學的課室上課，
是另一種體驗 2

2C 郭麗明

3A 李倍欣

5A 許詠茵
抗疫已過半載，網課亦進行了
一段時間。剛開始時，我覺得這個安
排簡直太好了，因為不用回校上課，
工欲善其事，
也不需要每天小測、默書。後來我卻
網上學習更需有良好裝備配合
有點後悔了，每天早上，我一邊吃早
餐，一邊上網課，吃不了兩口又要抄筆記，一會兒又要回應老師的提問，
像個上班族般忙不過來，下課時便有大戰了一場的感覺。不過，網課也有
好處，那就是我可以輕鬆上課。不瞞你說，我曾一邊上課一邊聽音樂，哈
哈……所以，網課成敗的關鍵就是在於同學是否自律、專心。

面對新冠肺炎全球肆虐，香港也無
可倖免，在家學習成為香港和全球眾多
國家學生的學習新常態。在家學習比面
授課程更好嗎？我不太同意這個說法。
在家學習始終欠缺真實感，無法像面授
課程一樣跟老師、同學互相交流，沒有
獨個兒在家上網課，
同儕相伴也欠缺學習氣氛，加上一般青
全靠「自律」二字
少年自覺性欠佳，網上學習難免事倍功
半。此外，長時間對著電子屏幕，容易導致眼睛疲勞，甚至會加
大患上眼疾的風險。衷心希望香港的疫情盡快緩和，師生可盡早
恢復正常面授課堂，在校園相聚。

6C 鄧俊雄
雖然老師不能跟我們面
授知識，但是我們仍能透過網
課繼續學習並準備文憑試。當
然，如果我們遇到問題時，要
努力準備明年文憑試
在下課後等老師在線上才可以
深入討論，不能像平常一樣方便，可以小息、放學後直接
找老師提問。且網課時間十分短暫，因此更需要自己自律
和勤奮溫習。總括來說，網課和面授只是學習形式的不
同，並不能阻礙我們對學問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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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2019-20） 葉文孫
在備戰文憑試的時候，疫情的來襲令溫習變得
艱難。由於疫情導致停課以及自修室等溫習場所不
開放，所以我須留在家中溫習。然而，家人收看
電視的聲浪不時影響我的集中力，令我初期溫習
狀態不理想。最後我決定回校溫習！有了較安靜的
環境，我便能專注地重溫各科內容。不過，因不是
所有老師都
身在學校，有時
只能透過WhatsApp提
問，或等他們回校時請教。在
操練某些考卷時，例如時事評論、作文、綜合能力等，都須讓老師過目，所
以只好透過電郵或把練習放在老師桌上
讓他們批改，整個過程變得複雜，但只
要設想不同的方法，終可令難題迎刃而
解。至於數學、物理，我做了往年所有
試題，以及老師提供的額外練習，也重
做以往的題目，令自己熟悉各類題型，
務求取得好成績。
除溫習外，應屆考生擔負一定程度
的心理壓力。因此，我會適當地放鬆一
下，例如適時聽聽音樂、玩玩遊戲等，
盡量令自己不被壓力拖垮，以最佳狀態
葉文孫適時以音樂放鬆備戰文憑試的
風雨無間地回校溫習，是成功的一大關鍵
壓力，抖擻精神，再作衝刺
應試。

6A （2019-20） 劉杰明
停課之下，衝刺文憑試之路確實蒙上一層灰。失去了老師
的最後督促、同學互相打氣鼓勵的氛圍，我惰性漸生。但越是休
息，便越難重拾狀態。我在停課初段，的確鬆懈下來。但兩三天
之後便不禁生起不安情緒，心想：我休息的時候其他考生正在溫
習，我荒廢的時間他們卻一直在進步，我要警醒自己不能落後於
人！在每次懶惰之後，我都會和自己對話，反省和鞭策自己，逼
使自己前行，因為在離開校園後只有自己才能督促自己。
三月下旬，教育局宣佈文
憑試延期開考，我的惰性再度發
作。在家中日復日的枯燥複習生
縱使前路茫茫，只要意志堅定，也能逆流而上
活近乎無法堅持，我便決定回校
自修。學校的氣氛是截然不同的，每位同學都在埋頭苦幹，這種備戰氛圍會令每個人
都投入到書本之中。每逢我稍感疲倦，放眼四周，看到沒有一個同學有一絲鬆懈，那
種學習動力便油然而生，迅速驅散疲倦，令我重新進入狀態。
堅定的意志配合適合自己的溫習方法，便能事半功倍。在距離考試還剩三、四十
天時，我一日不只溫習一個科目，免除枯燥感覺，我會集中溫習三至四個科目。我以
做練習題為主，鞏固不熟悉的概念或答題方法。到距離開考不足一個月的時間，我便
開始不斷做試題，令自己進入考試狀態。這可以令我們熟悉試卷結構和題型，每次完
成後都會自我分析答題表現，避免下次重犯或墮入陷阱，減少失分。當溫習過程中遇
劉杰明選擇回校溫習，
上困難，便直接通過WhatsApp或電郵請教老師，老師永遠是我們最強的後盾，只要我
以同儕備戰的氣氛提升鬥心
主動提問，他們總會給予最詳盡的回覆。
疫情之下備戰文憑試，打亂了我們的陣腳，但是我們並不孤單，身邊的同學、老師和家人總陪伴著我們。當堅定的
思想擊敗惰性，便可奮力向目標衝刺。現在疫情尚未明朗，希望學弟學妹，特別是應屆考生可以堅持下去，「疫」流而
上，時刻提醒自己未到最後不要放棄，創造屬於你們的輝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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