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報編委會：陳宏亮老師 陳日悅老師 朱鑑銓老師 林澤滔老師                                                        排版設計：劉寶寧小姐

璧報
2018
Dec

曾 璧 山 中 學 出 版
Tsang Pik Shan Secondary School

E - m a i l： c o n t a c t @ t p s s s . e d u . h k

TEL(852)2640 4933    FAX(852)2640 3680

新 界 沙 田 馬 鞍 山 恆 光 街 1 2 號

01 璧報頭條

W e b s i t e ： w w w . t p s s s . e d u . h k

2018中學文憑試已放榜，本校中六級鄒丰澤同學取得六優佳
績，並順利入讀香港大學精算系，希望將來能夠成為一位出
色的精算師。在大學生活開始前，鄒同學接受了校園記者訪
問，暢談他考試及學習經驗。

記：校園記者
鄒：鄒丰澤

天道酬勤 堅持不懈
迎難而上 漸趕進度

天道酬勤   堅持不懈
記：在DSE考獲好成績，有何秘訣？

同的考試題型。在最後study leave
時，我更會再把past paper的題目
做兩至三次，以便總結常錯的題目
類型和不清晰的概念。

記：考試前有何應試準備?
鄒：臨近考試時，我每天都會去自修
室溫書。但在每科考試前一晚，我
則會選擇留在家裡，稍微看一下整
理出來的筆記，再整理一下明天考

試的用具，之後便早點休息，準
備第二天的考試。

迎難而上   漸趕進度 感恩老師父母   向著目標邁進

鄒：最主要都是靠自己的毅力和堅
持，做完一次歷年文憑試和會考試
題是最基本的，這樣才能了解考試
的考核要求。在理科方面，我會做
大量坊間出版社的練習題，了解不

記：如何適應香港的學習環境?
鄒：我認為新來港學生應盡量用粵
語和本地學生交流，來提高自己的
粵語能力。這樣才可以慢慢適應香

港的課堂。此外，在學業遇到困難
時，要盡量向老師尋求幫助，他們
都非常樂意協助同學。

記：在適應香港生活方面，學校提供了什麼支援?
鄒：有幸學校對新來港學生提供許多
支援，例如有新來港學生的英文
輔導班參觀和考察活動等，使我

漸漸適應香港的生活環境以追上校
內的學習進度。

記：哪些人你最想感謝?
鄒：最想感謝的是所有教過我的老
師，無論是我的科任老師，或只是
指點過我幾次的老師，我都十分感
謝他們。他們在學業上對我細心的教

導同時也在其他方面如升學、選科
等給予了我莫大的幫助。當然也要
感謝我的父母和家人，給予我無條
件的支援，使我得以專心學習。

鄒：我一直拿這句話激勵自己：如果
現在的我不努力，二十歲或是三十歲
的我一定會痛恨我現在的懶惰。希望

學弟學妹可以擁有清晰的目標，向
著它前進努力，搏盡無悔。

記：對學弟學妹有什麼寄語?

04 獲獎喜訊

2018年10月6日，本校參與由雜耍地攤舉辦之《JTA雜耍競技大
賽》。是次比賽考驗參加者對個別招式的熟練程度，同學須在30
秒內重複做指定花式。過程絕對講究參加者的速度、準繩度和體
能。經過一番比拼後，本校獲得理想成績！

2B 譚家軒
花式轉碟 — 雙碟互拋個人競技賽   冠軍

花式轉碟 — 反棍個人競技賽   冠軍 
2A 何嘉希

花式轉碟 — 雙碟互拋個人競技賽   亞軍
花式轉碟 — 反棍個人競技賽   季軍 

3C 陳卓煕
扯鈴 —過腳個人競技賽   優異獎
扯鈴 —過腳雙人競技賽   優異獎

        
 

由啟域發展中心與鮑思高青年中心合辦《第七屆全港青少年雜耍大
賽》順利於2018年7月16日舉行，以下同學不負眾望，在比賽中獲
得優異成績：

在畢業禮,鄒同學代表全體中六同學致辭

鄒同學在中學期間是扶少團成員, 經常參與義工活動

JTA雜耍競技大賽 
榮獲多個獎項

第七屆全港青少年雜耍大賽

榮獲多個獎項

3C 江文煕 
優異獎   扯鈴 — 過腳個人競技賽
               扯鈴 — 過腳雙人競技賽
2B 郭灝輝 
優異獎   扯鈴 — 過腳個人競技賽

2B 郭灝輝
新秀組  一等獎

                            
2B 譚家軒

新秀組  一等獎

3C 陳永鋒
扯鈴組  一等獎

3C 麥可靖
冠軍      綜合雜耍組  

2A 何嘉希
二等獎  新秀組 

5B 林子浩
二等獎  新秀組

AR閱讀：非一般的閱讀體驗
            為了進一步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本校圖書館及閱讀推廣組已購入了擴增實境(AR)圖書
及教學資源，冀以立體的影像效果及互動遊戲把知識生動地呈現出來，增添閱讀的趣味。此外，學
生亦會以影視錄像方式完成閱讀報告，並運用擴增實境(AR)技術，以手機或平板電腦應用程式觀
看學生的閱讀分享片段。此舉除可訓練學生的讀寫聽說四種語文能力外，還可傳神地推廣閱讀，可
謂一舉數得﹗負責教授學生製作AR閱讀報告的左錦輝老師表示，擴增實境(AR)圖書能增加學生的
閱讀意欲，動感的畫面亦令學生耳目一新。嶄新的技術，改變同學的閱讀習慣，讓學生享有更多
閱讀的樂趣。

主辦: 中國皮划艇協會
日期: 2018年9月28至30日
地點: 中國廣東省東莞市

2018年全國皮划艇青少年
錦標賽(U16)廣東站

2018年東莞麻涌粵港澳

大灣區水上嘉年華
主辦: 中國皮划艇協會
日期: 2018年9月29至30日
地點: 中國廣東省東莞市 

6C劉穎冲  2B劉灝斌  雙人獨木舟冠軍

主辦: 香港獨木舟總會
日期: 2018年11月22及23日
地點: 香港獨木舟總會沙田會址 – 沙田城門河

亞洲杯 - 獨木舟邀請賽(香港)

本校劍擊隊於「AFHK Fencing Competition 2018」獲得驕
人佳績。當中新進隊員中二級陳偉樂獲得男子重劍新秀組冠軍，中
二級李冠霖同學獲得男子重劍新秀組亞軍。此外，中五級張浚軒
同學除了在男子重劍U17組獲得亞軍外，更越級挑戰多個組
別，分別獲得男子重劍U20組亞軍、男子重劍U23組冠軍、男子
重劍公開組冠軍。本校共獲得3金、3銀的佳績，成績令人鼓舞！

AFHK  Fencing Competition 2018 
榮獲多個獎項

組員合照

5A郭鍵霖 
學界劍擊比賽男子重劍 A Grade 季軍  

             10月份少年警訊舉辦了「少年警訊區際龍舟慈善賽2018」，除了龍
舟比賽外，還有啦啦隊比賽。曾璧山中學代表沙田區，取得啦啦隊比賽亞軍。
日前香港警務處沙田區指揮官麥劉慧敏女士親臨本校，頒發證書，表揚比賽同
學出色的表現，並勉勵一眾同學繼續努力。曾璧山中學啦啦隊負責老師梁嘉怡
老師指，是次比賽戰況激烈，各區都費盡心思。猶幸本校同學於比賽前勤加練
習，態度認真，才能在比賽中獲得獎項。

曾璧山中學奪取啦啦隊比賽亞軍
香港警務處沙田區指揮官麥劉慧敏女士親臨本校表揚同學。

11月18日曾璧山中學競技啦啦隊「Dynamic」參加了「元朗
區啦啦隊公開錦標賽」競技小組獲得以下成績：

2018香港啦啦隊精英賽
榮獲多個獎項

本校競技啦啦隊獲獎合照

小組賽：亞軍
小組賽：季軍

主辦: 香港獨木舟總會
日期: 2018年11月24日
地點: 香港獨木舟總會沙田會址 – 沙田城門河

亞洲杯 - 獨木舟馬拉松(香港)

2018年校際獨木舟比賽
主辦: 香港獨木舟總會
日期: 2018年10月6及7日
地點: 香港獨木舟總會沙田會址 – 沙田城門河

獎項       得獎學生

亞軍      2C林啟澤

 

               

季軍      2C黃灝生

             

獎項       得獎學生

亞軍       6C劉穎冲  

季軍       2B劉灝斌 獎項  得獎學生
冠軍         2B劉灝斌 6C劉穎冲

男子高級組團體亞軍

獎項   得獎學生
季軍          2C林啟澤 2C黃灝生

比賽項目

U14男子K1-2000m

U14男子K1-1000m

U14男子K1-500m

U14男子K1-2000m

U14男子K1-1000m

U14男子K1-500m

比賽項目

大師組男子K1-200m

大師組男子K1-200m

大師組男子K1-2000m

比賽項目
男子 (19歲或以上)K1-1000m
男子 (19歲或以上)K1-500m
男子 (19歲或以上)K1-200m

男子 (16-18歲)T1-1000m
男子 (16-18歲)T1-500m

男子 (16-18歲)T1-200m

女子 (11-12歲)T1-200m

男子 (13-15歲)T2-500m
男子 (13-15歲)T2-200m
男子 (16-18歲)T2-200m
男子 (16-18歲)T2-500m

獎項  得獎學生
冠軍   6C謝栢良
  
  

冠軍   4B吳皓泓
 

冠軍   2B劉灝斌

冠軍   1A李襄庭

冠軍   2A吳卓然 2C陳偉樂
 
冠軍   6C劉穎冲 2B劉灝斌

比賽項目

男子 T2-500m

比賽項目
男子U23組K2  (23公里) 

            「互聯互通大中華青少年中文寫作比賽」
由北京大學語文教育研究所和GAPSK語文
推廣委員會共同舉辦。本校同學經歷初賽及北大文章

複賽兩輪比賽後，6A陳川杰同學榮獲複賽高中組一等獎，而6A吳歡恩、曾
敬威及謝婉儀同學同
獲複賽二等獎，6B梁
微微同學亦獲得複賽
三等獎，為校增光。  

一等獎及二等獎的同
學同時代表香港出戰
六月初於九龍灣國際
展覽中心舉辦的中國
內地、香港、澳門、台
灣四地華語作文決賽。
謝婉儀同學在即席揮
毫的比賽中榮獲銅
獎，曾敬威同學亦獲
卓越獎，兩人共有3
篇作品得到評判垂
青，收錄於得獎文集

當中。

同學的作品收錄於得獎文集《綻放‧優秀作品集》當中。

立體的影像效果及互動遊戲把知識活演活現，讓閱讀更
添趣味。

老師教授同學製作
AR閱讀報告。

《綻放‧優秀作品集》

鄒同學已順利入讀香港大學精算系



A cross-curricular activity between 
English Language and Physical Education

n 25 October, the English Department 
and Physical Education Department 

organised a meaningful activity named ‘Indians 
in our eyes’ with a view to developing F.3 
students’ cultural awareness and giving them an 
opportunity to interact with Indians in English. 
We are honoured to have the presence of Father 
Dolphie Sequerira, a Salesian and Mr Sharma 
who kindly presented the amazing cultural facts 
driven by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religions, 
history and geography.

Students also tried wearing the traditional 
South Asian clothing from India, Pakistan, 
Nepal and Sri Lanka. One of the highlights is 
that Father Dolphie taught students and teachers 
the importance and techniques of mediation and 
some basic yoga poses. After the light exercise, 
all of us chatted with each other while tasting the 
Indian dishes and snacks.

‘It is an eye-opener for our students. 
They can deepen their insights on cultural 
differences. Seeing students actively trying 
on the traditional clothing including 
well-tailored kurta, traditional sarees and 
savouring various kinds of Indian cuisines 
such as curry, spices and desserts have made 
us acknowledge such session is not only 
about fashion and spices, but also triggered 
our thoughts on Indian culture such as its 
unique history, identity and language,’ said 
Ms Tse Wing Yan, a F.3 English teacher.

O

Students enjoyed the local Indian foodStudents got a chance to try on Indian clothes Students learned the techniques of me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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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球隊Hero親臨曾璧山中學與學生切磋球技

體育課新體驗-地壺球

從未接觸過地壺的同學，都樂在其中。

新城電台<職安大家win>
巡迴學校探訪活動2018

同學與嘉賓在台上示範如何戴安全帽。

同學都積極投入是次活動。 同學與嘉賓玩成一片。

中一中二級社區服務

中二級的同學為長者送上衷心
的祝福。

同學均把學懂的垃圾分類方法實踐
出來。

同心協心，把那沈甸甸的垃圾拿
起來。

2018-19年度領袖訓練營

全體合照 學生共同策劃方案 講究合拍的跳大繩

室內競賽項目 球類合作活動

2018年11月7日，本校在西貢戶外康樂中心舉辦了領袖訓練營。
活動對象為本校的領袖生、學生會幹事及各個活動學會主席，目的是透過
參與各種分組活動，發掘同學的領袖潛能。活動中，同學學習與其他組員
相處和溝通方法，並一起解決困難。同學均表示深深明白團體合作的重要
性，更了解自己的強項弱項。4B姜曉智表示：「在領袖活動中，我學會了許
多團隊合作的精神。雖然我們每人的才能和性格都不同，但均能和睦相
處，我覺得是很難得的收穫。此外，我亦學會了甚麼是『換位思考』。」
4B張嘉業則表示：「在那天的領袖生訓練營中，我學會了團隊精神。在分
組後各隊員必須一起完成七項任務。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解手』，各
隊員克服重重難關，此活動使我受益匪淺。」4B淦方炎表示：「是次活動
使我反思到溝通的重要，欠缺溝通團隊就是一盤散沙，只有溝通、協作事
情才能做得更好。」

服務學習是一種學與教的理念
與實踐方法。學生除了學習課本知識，亦
需要累積服務經驗，從中學習及成長，為
將來作好準備，當中的經驗及感受，每每
都令人意想不到的另一番體會！有見及此，本
校安排了中一及中二級同學，分別參與不
同的社區服務。中一級同學到沙灘清潔，執
拾他人留下的垃圾，並進行分類；中二級
同學則探訪老人院，同學都手作了一些小
禮物，為耆英送上歡樂及溫暖。從同學的
參與及回饋得知，這次看似簡單的服務，卻
令他們有另一番的得着，獲益匪淺，感受
深刻。中二級的黃天宏同學說：「初初覺
得長者都是難以相處、難以溝通的人。但
我們亦勇於嘗試跟他們聊天，打開話匣子，所
以很快便與他們熟絡起來。在過程中，長
者亦都很願意回答我們的問題。經過這次
的探訪，我發現長者很容易相處，他們亦
需要別人關心，所以希望各位可以關心周
遭的長者。」

本校於11月23日，與少年警訊
合作了一個地壺球活動。地壺球是一
種共融、適合不同年齡和能力人士
的團隊競賽體育運動，可以在任何
9.7x1.6米的平坦且光滑的地面上進
行。學校大堂、壁球場或多功能室
都是合適的場地。

本校中五同學在體驗地壺球
後對該運動已產生濃厚興趣，並報
名參加2019年4月舉行的少年警訊
邀請賽，期待各同學屆時能創出佳
績！

於十一月十九日的
OLE節，本校安排了<職安大家
win>巡迴學校探訪活動給同
學。活動當中，明星許廷鏗及一
眾新城電台的工作人員到校宣傳
職安健的訊息，並向學生灌輸了
基本的職安健知識。例如教導同
學正確的體力處理、工作間伸展
運動、健康生活和高空工作安全
等知識。這些知識可幫助學生選
擇適合的工作，和注意工作時的
安全。

同學更於活動中與嘉
賓互動，即時實踐剛學會的知
識，例如在台上示範安全帽
的正確穿戴方法和從職場短片
中找錯處等等。同學都在一片歡
樂聲中學習到職安健的知識。

今年11月30日，明星籃球隊Hero到訪本校，與本校籃球隊同學進行比賽。今年
本校派出男子甲組籃球隊的同學迎戰，比賽結果由Hero隊以69：47獲得勝利。

Hero是由香港明星組成的籃球隊，他們已多次到訪本校，與同學切磋球技。當日比賽場地是本校
的籃球場，全校師生一同觀賽，氣氛相當熱鬧。比賽過程亦十分激烈，互有攻守，雙方都各不
相讓，最後Hero隊贏得比賽，是一場相當高水平的賽事。

有份參賽的中五級李梓傑同學表示，今次很多謝Hero球隊前來學校，與同學們比賽較量，切磋
球技。他指未曾想過有機會與一眾明星進行比賽，所以是一次難忘的比賽經驗。

Hero成員翟威廉表示，今天的比賽氣氛熱烈，學生的表現非常之好，體力及技巧都十分
不錯。之後他更教導同學，比賽無論贏輸都有值得學習的地方，比賽後要作檢討，令自己
進步。

Hero 籃球隊隊長許家傑後，教導學生要分配好時間，要先處理好學業，再發展課外活動，例如
運動及畫畫。

Students tried to do a basic yoga pose

梁錦鴻助理校長表示，今個學年本校參加了教育局舉辦
的課後支援服務，並於各個主科和人文學科中實踐課研
計劃。在教育局的官員及導師的協助下，本校老師不斷
尋求改變，配合同學的發展情況作出改革，務求提升教
學質素及學與教效能。與此同時，為了提升同學的成
績，我們亦向考評局購買過往本校學生的成績報
告，進行分析研究，並在教學上調適教學策略。

優化制度促進學與教

此外在補課方面，本校亦優化了各類課後補課，以提升學習效能，例如由家長決定同學會否參加功課輔
導班，同學也可按照個人需要自行到功課輔導班問功課。另外假如同學於測考後成績未達標，同學亦需
要出席功課輔導班，以提升成績。還有為了擴闊師生空間，讓同學可以於學業與活動取得平衡，今年本
校取消了強制性補課，老師可按學生整班或個別同學的需要，自行安排課後補課。

數學科方面，梁助校透露，今年數學科開設了奧林匹數學班，讓同學可挑戰自己，發揮數學潛能。英文
科亦與靈糧堂合作，為有需要的同學提供英文班及學習技巧班。另一方面，在優質教學基金的資助下，本
校與聘志發展基金合作，為中三至中五同學提供一系列與STEM及生涯規劃有關活動，讓同學接觸不同
科技與行業。本校更有6位老師參加工作坊，以增加對STEM教學的認識。

還有來年4月，我們會有10位老師將會到台灣參與短期進修，在為期6天的時間內，了解台灣中學的教育
特點，將具有價的教學法帶返香港，回饋學生。
 

本年度學校在學務方面，推出了多項新安
排，務求令同學與老師能充份發揮所長，提升學習效
能，為建設理想的學習環境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