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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usic Performance—A cappella
5B Hui Lok Hin 

The performance of SoCal VoCal, an a cappella group, impressed me a lot. The 
session I enjoyed most was that the members of SoCal VoCals taught us how to play 
a cappella. Since we were all layman, we could not master the skills at all. However, 

every group member taught us patiently. Another 
highlight that afternoon was that the SoCal VoCals 
suddenly invited one of the Form 1 girls to the 
stage. She was asked to sit in the middle of the 
stage while the group sang to her. The whole 
picture was so sweet and many of our female 
classmates were pretty jealous of that little girl then. 
All of them hoped that they were ‘the one’ there.

      B) F.1 & F.2 Singing Contest 
1A Tang Wing Yan, Sonia 

I was glad that I could be the M.C. of the Singing Contest 
and the experience could help me to improve my English 

speaking skill. I had 
to speak English on 
the stage in front of 
my teachers and 
classmates. Before 
the contest, I had to 
practice for many 

times. I was very nervous when I stood on the stage at 
first, but a few minutes later, I could overcome it and I 
had to keep calm and relax. I enjoyed it very much. I 
hope I can be the M.C. again next year. 

C) Book Report Presentation
5A Lam Cheuk Ling  

In this book presentation, 
I gained many speaking 
skills. It is useful for me 
to face the oral exam in 

the DSE and the interviews in the future. It also helps 
me to be more confident and courageous when 
I talk with the other people. Now, I can speak to 
everyone loudly. Moreover, I learnt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new words after I did the 
book presentation in other classes.

D) F.3 Quiz
3A Chan Ching Tung 

During the English Week, we had the English Quiz at the sixth lesson on 23rd 
March. On that day, when the English Quiz started, 

every student in the school hall was very excited. 
They screamed loudly and happily. After three 
rounds, our Quiz Master, Mr. Chan said, 'Excellent! 
The answer is correct! '  All  the 3C students 
screamed excitedly because they won the game. 
Although my class lost the game, I enjoyed it very 
much. I do hope that all the F.2 participants can 

enjoy the English Quiz and also the English Week next year.

學生
成就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同學參加香港電腦學會及
國際專業管理研究中心舉辦的「2015觀塘校
際無人機障礙賽」，喜獲全場總冠軍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同學參加「廣
告TEEN才」短片創作比賽，獲「美味棧
『美味新煮意』品牌大獎」

初中同學獲得環亞太杯國際數學組委員
會「香港資優教育學會2016年環亞太杯
初賽」 (香港區中一級及中二級 )  二等獎
及三等獎

本校流行樂隊班Black Forest，參加
「黑．白鍵歌唱及樂隊比賽2016」，
獲得優異獎盃

本校同學積極參與勞工及福利局舉辦
的「拉闊角度  型．樂．新一代」四格
創作比賽，獲感謝狀

本校同學獲頒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普及閱讀獎勵」計劃紫章

3D謝添、4A關敏琦獲中文硬筆書法
比賽(觀塘區中學組) 優異獎

校園小記者參加「
全港中學社會資本

微電影創作比賽」
，表現出色，獲頒

嘉許狀

本校同學參加第67屆校際朗誦比賽，表現優異
，2A

林秀泳及5A黃麗雯喜獲冠軍，3C溫馨、5A劉孫樹、

黃麗雯及李曉瑜則獲季軍
。

級別 科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一

中國語文 1A  譚詠茵 1D  何希彤 1A  冼雅敏

英國語文 1A  譚詠茵 1A  林雋龍 1A  李俊愉

數學 1B  李匡楠 1A  許書成 1A  譚詠茵

中二

中國語文 2A  林秀泳 2A  黃樂兒 2A  郭瑞媛

英國語文 2A  黃樂兒 2A  黎慶豐 2A  林秀泳

數學 2A  葉文孫 2A  黃啓耀 2A  李杰樺

中三

中國語文 3A  梁晴怡 3A  郭漪敏 3A  曾翠儀

英國語文 3A  侯永彥 3A  曾翠儀  

     文嘉君 

3A  梁曉亭  

     龔柏豪

數學 3A  賴浩軒 3A  梁曉亭 3A  蔡宗佑

中四

中國語文 4E  林咏詩     

     唐煒棋

4A  林家妍

     關敏琦

4B  張澤銘

英國語文 4A  范加力 4B  黎樂怡 4A  林家妍

數學 4A  唐煒棋 4B  張澤銘 4B  梁永傑

通識教育 4B  盧卓敏 4D  蔡月俊 4B  蔡慧婷

中五

中國語文 5A  何卓輝 5A  傅嘉雯 5A  譚嘉淇

英國語文 5A  何卓輝 5A  劉孫樹 5A  黃嘉輝

數學 5A  譚嘉淇 5A  黃嘉輝 5A  賴健俊

通識教育 5B  葉雅瑩 5B  莊連旺 5E  李文諾

日期 成就

09.2015 「香港通識教育挑戰盃」2015時事評論比賽(高中組)團體大獎銀獎

11.2015 「化學家在線」自學獎勵計劃2015白金獎、金獎、銀獎及銅獎

12.2015 「亞洲校際機械人挑戰賽2015」季軍

12.2015 「2015觀塘校際無人機障礙賽」冠軍

01.2016 第67屆校際朗誦比賽女子散文獨誦 (粵語組) 冠軍及季軍

01.2016 第67屆校際朗誦比賽女子散文獨誦 (普通話組) 季軍

01.2016 第67屆校際朗誦比賽男子散文獨誦 (粵語組) 優良獎

01.2016 第67屆校際朗誦比賽男子散文獨誦 (普通話組) 優良獎

01.2016 第67屆校際朗誦比賽女子英詩獨誦季軍

01.2016
「香港資優教育學會2016年環亞太杯初賽」(香港區中一級及中二級)

二等獎及三等獎

03.2016 「普及閱讀獎勵計劃」紫章

04.2016 教育局公益少年團觀塘區委員會「中文硬筆書法比賽」(初中組)優異獎

04.2016 教育局公益少年團觀塘區委員會「中文硬筆書法比賽」(高中組)優異獎

04.2016 第十屆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初賽成績優異

一家人在屯門公園爬蟲館外合照

大家都很留心觀看文姐作示範

家長、老師及同學一同展示努力的成果

家政學會的會員細心教導家長及

同學包糉

活動預告

預定日期 活動項目 活動內容

1 2016年6月 親子手工藝班 親子手工藝製作

2 2016年8月
中一迎新日家長

全接觸
介紹家教會資料及活動

3 2016年10月
新高中與大學

聯招簡介會

讓家長認識新高中課程與大專

收生之關係及了解收生的要求

 A mighty chorus!

Students’ Reflection

3C sails to victory in the quiz

Reading Time — Engrossed 
in English!

得
獎
消
息

本校同學參加「修頓香港
健球錦標賽

2016」，喜獲U18男女混合組季軍

鄧嘉濤 (右二 )校友獲香港
大學附屬學院頒發2014-
2015獎助學金

「2015－2016上學期各級考試
成績優異榜」

2015－2016 學生校外學術活動
成就一覽表

家長教師會 活動剪影

親子樂悠悠

    家長教師會於三月十三日(星期日)舉辦「親子樂悠悠」活動，

參加者共115人。當日上午八時四十五分在學校內集合，行程暢

順。當天雖然下著濛濛細雨，但大家都享受親子一日遊。第一站

我們到一間製餅廠，參觀製餅過程，並免費品嚐蛋卷及購買手

信。隨後到元朗享用豐富的韓式自助燒烤午餐，大家都吃得不亦

樂乎。同學可以在餐廳內自製雪糕波板糖及棉花糖，十分盡興。

    

    午餐後，我們到屯門公園參觀富有

特色的爬蟲館，館內共飼養了二十多種

爬蟲動物，牠們的原產地包括香港、中

國、東南亞、澳洲及美洲的熱帶或亞熱

帶地區，大家都認識了不少爬蟲品種。

    

    最後一站是黃金海岸，學生和家長

們在露天餐廳享受下午茶及欣賞黃金海

岸的美景。一家人趁著假日可親近大自

然，大家都感到很高興。
在屯門公園來個團體大合照

萬糉同心為公益

    由家長教師會與家政學會合辦的萬糉同心為公益活動

已於五月七日上午順利舉行，是次活動除了宣揚中國傳統

文化、傳授裹糉這傳統手藝予家長及同學外，亦是一個親

子共融的好時機。當日經過資深裹糉導師文姐的悉心指導

下，家長、老師及同學都很快掌握到包糉技巧，雖然有失

敗的時候，但大家都努力學習，短短兩小時已把百多隻糉

子全數裹好。

    為了與社區分享節日氣氛及獻上愛與關懷，本校義工

組的老師及同學將糉子送到中國婦女會黃陳淑英紀念護理

安老院的長者手中，與他們分享端午節的喜悅，活動甚具

意義，家校攜手合作為社區出一點力。

吃自助餐時可嘗試用雪糕製作波板糖，

真神奇啊！

拿著努力的成果，家長及同學都非常雀躍

一家人在黃金海岸留影  Handsome American serenades 
a Form One Student

E) F.4 Big TV
4B Choy Wai Ting 

I was so excited that I could be one of the participants in 
BIG TV, representing my class 4B to join this awesome 
activity. I enjoyed this wonderful game very much. 
Although we did not win the champion, we had tried 
our best in this game. I think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4B classmates becomes closer after this game. The 

most interesting moment in this game is when we use our limited English words to try our best 
to describe the words on the screen to our partners. Despite the difficulties, we could guess 
some vocabulary. I hope I can join more games like Big TV.

If I put my hand to my ear, 
will that help you guess?

F) Chat Time
2A Ho Kit Ying 

I  w a s  o n c e  t h e 
helper of Chat Time. 
I looked forward to 
it since I can chat 
in English with my 
schoolmates. Actually, I do not usually talk in English 
with my friends and thus it was my golden chance to 
talk with the others in English. Chat Time is a game 
in which a lot of schoolmates go to the covered 
playground and communicate with the English helpers 
in English. As I was the helper, when students came 
to me, I showed them a photo and asked them some 
questions. If they can answer these questions which I 
gave them, they can get stamps. It is funny and useful 
for learning English.

Could you please repeat 
the question?

I can't put it down!

English Week

G) English Dart Game
5C Yan Wing Suet 

It was good that English Dart Game was more fun 
than last year. Among the many different types of 
questions, I think the 
‘action questions’, 
w h i c h  r e q u i r e d 
students to fo l low 
inst ruct ions to  do 
s o m e  a c t i o n s , 
w e r e  p a r t i c u l a r l y 
interesting. It was because the players needed to think 
about the meaning of the words and the sentence 
as a whole before they could finish the task. When 
they didn't understand the instructions, they could 
guess the meaning of the difficult words or ask the 
student helpers for hints, who were very friendly and 
supportive. From this game, I learnt some vocabulary 
through guessing their meaning.

Queuing for Darts



23/6 (四)
     i) 抗賭魔術校園show（9am-10am）        

    ii) 校內電影欣賞（10:30am-12:30pm）

24/6 (五) 高中生涯規劃活動（包括參觀、講座等）

27/6 (一)
       i) 學生會歌唱比賽（獨唱、合唱）      

      ii) 星夢校園音樂會

28/6 (二) 高中選修科OLE活動

29/6 (三) 輔導組領袖訓練活動及高中選修科OLE活動

作家到校舉辦
閱讀分享會，

與同學共享心
得

我校同學到耀山小學教導小學生
扭氣球，氣氛熱烈高年級義工同學到社區中心帶領小朋友玩遊戲

「老師有話兒」

趙紫參老師

  請同學看看兩條算式
：

  1×1×1×1×1×1×1×1 = 1

  1.1×1.1×1.1×1.1×1.1×1.1×1.1×1.1 ≈ 2.14

  一乘一乘上一萬次，
答案終究也只

是一，但只要多0.1的堅持，把1.1乘上

數次，它就會大
於2。只要我們好好地

規劃自己的道路
，再每天付出0 . 1的堅

持，終有一天我們
會發現，自己已經

成

就了很多。

吳志龍老師
  各位同學，你們的夢想是什麼？「只要有夢想，凡
事可成真」，這說話出自多年前的一個電訊廣告。生活

中出現困難和挑戰時，我們都會感到痛苦和氣餒，但只

要懷著要達成夢想的信念，便可向目標勇往直前。當你

真的成功了，你便會發現，過往的辛酸就像輕煙般，早

已跑到九霄雲外了。

陳智強老師
  大部份司徒浩的同學都是守規、樸素和願意學習的。據我觀察，同學可分為不同類型:目
標理想型、過份自信型、妄自菲薄型及樂天知命型。

  各位同學，你屬於哪一類型？如你能了解自己的強項，盡展所長；又或明白自己的弱點，
加以改善，明天的你一定更勝今天的你。　

吳志明老師
  DSE考試越近，很多高中同學便會越害怕自己在英文科
考試成績欠佳，他們尤其害怕面對聆聽考試或口試。要改善

語文水平，必須盡早行動。個

人建議有二：

  1 .  聽歌學英文，這既
可加強聆聽英文的能力，亦

可紓緩壓力。B r i d g e  o v e r 
t r o u b l e d  w a t e r、  W h e r 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等，都是悅耳和有意義的歌

曲。

  2 .  多看英文的時事或人
文節目，在電視或YouTube便可找到這類節目。

陳敏中老師
  「欠交功課」是現今學生的潮流指標？每年都有不少學
生因欠交功課而被記過，他們總會有千萬個逃避責任的理

由。為甚麼老師要給

同學功課？目的就是

讓他們鞏固課堂上學

到的知識，為他們打

好基礎。各位同學，

為自己的將來，請你

們把功課做好，並準

時交給老師！ 

2015－2016第二學期
試後活動

其他活動

同學感受

4A 唐煒棋
  參加影子師友計劃，是我第一次的
工作體驗。起初，我擔心自己不能應付

而被責罵，漸漸地我投入了工作，享受

到不少樂趣。我在享受樂趣之餘，還將

書本所學的知識，應用在實踐中。認識

到每一個工序，都要通過與別人的溝通

和合作才能完成，由此透過接觸不同階

層的人士，學習如何待人接物。今次的

經驗對我日後踏足社會有很大的幫助！
中四同學參加影子師友計劃，體驗
工作，收穫頗豐

4A 胡慧婷
  同學透過參與無煙攤位遊戲活動，認識到
吸煙對身體的害處，知道吸煙會令人患上各種

癌症，危害生命。我作為是次活動其中一位負

責幹事，看到同學積極參加此項活動並能宣揚

當中的信息，感到很有滿足感。

同學透過「邁向無煙新世代」攤位遊
戲，認識煙草的危害

    5C 潘耀鋒  是次參加公益少年團舉行的「花開富貴」探訪老人院活動，頗有意義。雖說準備活動所需物資時有些辛苦，不過在初中同學齊心協力的合作下，我們順利地完成了探訪活動。在探訪過程中，我們十分愉快，在向老人家說一句「身體健康」，看著他們的笑容，已有莫大的滿足感。

同學參加「花開富貴」長者探訪活動，給長者送上祝福高中同學參加劏房義工體
驗計劃，反思香港房屋政

策帶來的問題

4C 周澌淇

  在這次劏房義工活動中，我
們經過策劃、討論、購

物、烹煮和佈置場地、
和與小朋友接觸、玩遊

戲及跟個別

家長交談，了解到現時
基層市民生活的情況以

及有關房屋

政策的知識，從中我學
習到如何與別人溝通，

增進領導能

力，這次活動帶出的經驗
對我日後的工作也有幫助

。

五社幹事合力表演，令陸運會錦上添
花

    5C 莫皓婷

  這是我們在中學參加學校陸運會的最後一

年，所以我們四社幹事合力表演
了啦啦隊舞

蹈，希望留下美好的回憶。表演前
的一刻，我

十分緊張，但也很期待，我們互
相打氣和鼓

勵。雖然在表演期間有出錯的地方
，不過我們

毫不介意，我們享受那刻因四社合
作而帶來的

快樂。表演過後，仍經常想起當時
的情境，希

望時光可以停留在那刻！

3A 蔡海旺
    這次健球比賽對我來說可謂苦樂參半。苦就是我們經過苦練

後未能實現老師和教練的期盼，不能獲得冠軍。但我們樂在其

中，體會到團隊合作的重要性，而且令我們大開眼界，見識到中

國、日本國家隊隊員的精湛球技。其中最重要一點是日本國家隊

雖只獲季軍，但他們仍笑逐顏開，不會因只得季軍而耿耿於懷，

這點十分值得我們學習。

家長出席生涯規劃講座，
了解升學多元出路

4A 藍祉晴
  我本來對升學毫無頭緒，聽完這次升學
講座後，得知畢業後有很多出路。當然，我

們最盼望的是踏進夢寐以求的大學之門。如

果我們真的得不到本港八大院校的入場券，

亦可以修讀副學士或高級文憑課程，或者到

內地、台灣、海外升學，這些也是不錯的選

擇，正所謂「條條大路通羅馬」。其實「一

分耕耘，一分收穫」，只要我們肯付出，一

定能踏上理想而亮麗的升學之路。

高中同學探尋中環古跡，了解香港歷
史

4A 關敏琦

  這次透過參觀孫中山紀念館和海事博物館
，讓我們加深對香港歷史的

認識：既可欣賞紀念館內富麗堂皇
的裝飾，感受優雅古典的西歐氣息

，又

從因戰爭而被損毀的域多利監獄、
中區警署等建築物中，了解到香港

曾歷

經風雨的滄桑。

4A 黃秋瑩

  現代科技一日千里，

煤氣爐是我們烹煮佳餚的

好幫手，但在這次「原野

烹煮」活動，我們卻撇掉

它，以樹葉、樹枝和火柴

來生火煮食，全組同學合

作慢烹細煮，享受當中帶

來的樂趣。在領袖訓練計劃之原野烹飪

活動中，同學大顯身手

    1D 陳宛彤
    在這次中一共創成長路的戶外活動中，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

的是野外廚房活動。在這天，我學會了如何處理食材和燒烤食

物。平日，我們習慣了在韓燒店裏用鐵烤食物，並不知道如何使

用燒烤爐進行燒烤。這次，我們分工合作，一些同學處理食物，

一些同學去拿水，一些同學負責生火。我們一邊燒烤，一邊互相

提點，不要把食物碰到炭，大家也樂在其中！

中一同學積極參與輔導組舉辦的共
創

成長路－體驗失明人士之感受

陳樂珊老師

  在香港當中學
生真不容易

：每

天長時間上
課、連串測

驗考試、課

餘補習、課
外活動、比

賽，還有公

開試的壓力
，這些定必

讓你身心俱

疲，失去學
習的興趣與

動力。其

實，成績只
是一時，數

字也不能定

義你的價值
。如你能克

服現在的沉

悶艱苦，自
信自愛，將

來便會發現

這些過程，
會讓你成為

更好和更強

大的人！

4A 利穎恩
    在參加生涯規劃講座前，我仍處於迷霧中，對現今的課程、

出路感到迷惘，但聽完這個講座後，眼前的濃霧消失了。我了解

到除了修讀現在的兩項選修科目外，還可按照自己的興趣、能力

報讀其他課程，例如：中醫、動物護理、心理學……這個講座讓

我對應用課程有所了解。

同學十分享受導航計劃舉辦的燒烤遊 中六同學在模擬放榜活動中，表現認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