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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香港演藝音樂節主辦「香港演藝音樂節2019團體賽」，主要目的
是提供平台予學生進行公開演出，並從中聽取專業評審意見，鞏固潛能發
展，改良演奏技巧。我校步操樂團團員在比賽中，以演奏迪士尼電影主題
曲《阿拉丁》，榮獲團體賽的金獎。

            步操樂團成員5A許婷婷分享，同學們為這首曲目投入了大量的時間
和精神去練習。雖然當中有不少挫折和失敗，但同學們明白到努力練習的價
值，因此他們對於比賽結果感到十分興奮，認為這個獎項是大家苦盡甘來的成果。

香港演藝音樂節2019
團體賽奪金

本校步操樂團獲得香港演藝音樂節2019團體賽金獎。

校報編委會：陳宏亮老師 林澤滔老師 侯采彤老師 張子康先生                                                        排版設計：劉寶寧小姐

我校學生在「香港中學校際
閱讀擂台賽2019」中奪冠

本校學生奪得香港中學校際閱讀擂台賽2019冠軍。

            「香港中學校際閱讀擂台賽」是以國際學校“Battle of the Books”
為藍本的一項中文閱讀比賽，旨在向學生介紹不同中文書種，建立團隊合
作精神，並讓學生享受閱讀的樂趣。我校6位同學(2C黎志峰、2D容梓軒、
3A張煒業、3A李冠霖、3A袁俊樂及4A黎雯茹)代表學校參加比賽。經
過多個回合的初賽後，我校與德望學校及英華書院躋身決賽。6位同學在
比賽前已積極閱讀大會指定的10本兩岸三地的著名小說、散文及翻譯小
說，並投入訓練。在比賽中，同學充分發揮團隊協作精神，努力回答問
題，最終於決賽中奪得冠軍，表現令人鼓舞。

香港扯鈴公開賽2019暨亞洲盃
國際扯鈴大賽資格賽
            雜耍學會同學參加由香港雜耍暨扯鈴總會及鮑思高青年中心主辦
的「香港扯鈴公開賽2019暨亞洲盃國際扯鈴大賽資格賽」，經過多番激烈比
拼之下，3B郭灝輝和2A鄭逸朗勇奪「扯鈴團體競賽」冠軍。
 
            郭灝輝同學表示，這個比賽是一場龍爭虎鬥，因為其他參賽者的水
準很高，所以對於今次獲獎感到喜出望外。郭同學同時透露，他會繼續努力，
爭取佳績。鄭逸朗同學則表示，團體冠軍的成績得來不易，希望明年再接再
厲，挑戰衛冕。

郭灝輝同學(左) 與 鄭逸朗同學(右)奪扯鈴團體競賽冠軍。

紙上的藝術館 曾璧山學生
勇奪「百旺盃」最佳原創獎
            2019「百旺盃」華語手
抄報大賽暨羊城晚報第24屆手抄
報創作大賽決賽，姊妹學校曾璧
山中學及廣州市鐵一中學學生攜
手合作，奪得比賽最佳原創獎。
曾璧山中學共獲29個獎項，是次
獲得最佳原創獎的作品，分別由
曾璧山中學學生蔡祥兒及廣州市
鐵一中學學生周碧倩共同合作而
成。是次比賽的題目是「我們都
是小小追夢人」，要求同學錄時
代變遷，描繪對幸福生活的憧
憬，可加入插圖，並進行排版。

            曾璧山中學指導老師黃
佩楠表示，在創作的過程中，我
們鼓勵兩位姊妹學校的同學參與
合作、溝通、交流。這項結合圖
畫和文字的綜合藝術，以圖文建
構故事的意義，又能表達作者的所思所想，讓文章更有畫面感及可讀性。

            她又指，是次比賽為國際賽事，中、港、台均有學生參與，本校
同學能夠在20萬份作品中脫穎而出，勇奪佳績，是肯定了同學的努力，也
加強了同學的自信。蔡祥兒同學表示，十分榮幸能夠與鐵一中學合作，希
望下次有機會再向鐵一中學的同學學習，創作出更好的作品。

獲「百旺盃」最佳原創獎的作品。

2019澳門青少年獨木舟公開賽
            本校水上活動組健兒參加由澳門獨木舟總會舉辦之2019澳門青少年獨木舟公開賽，與澳門各選
手爭取獎項，憑各位水上活動組健兒努力， 3C林啟澤及3B劉灝斌分別於男子少年組K1-500m 及男子
青年組K1-500m 取得冠軍及亞軍。

            賽後劉灝斌同學表示，他對於這次比賽十分期待，因為他的願望是與海外選手一較高下。雖然
這次比賽路途遙遠，而且在不熟悉的場地進行，但他很感恩他和隊友仍能發揮水準，獲取佳績。因此他
對賽事結果感到很振奮，希望下次能再挑戰強敵，為校增光。

劉灝斌同學(左) 與 林啟澤同學(右) 分別奪得獨木舟公開賽冠軍及亞軍。

A German student at 
Tsang Pik Shan Secondary School
H ave you met the blonde girl at Tsang  Pik  Shan 

Secondary School? You can’t miss her. She is 
the only one! Her name is Lisowski Linn Sina (Linn). 
Coming from Germany, Linn has travelled to Hong 
Kong to study abroad as part of a 1-year exchange 
programme. She is also the first German student 
attending local schools in Ma On Shan. Let’s get to know 
about her wonderful school life through a short 
interview.

Are there any challenges that you have at 

school?

L : I think language is always a challenge for me because most 
of the lessons are conducted in Chinese, so sometimes it is hard 
to understand the content. Fortunately, the school has provided 
me textbooks in English. The teachers also adapt to bilingual 
teaching in lessons so that I am able to understand better.

L = Linn
F = Linn’s friends (Sindy, Amina, and Eunice) What do you do for fun at school?

L : I like sports, so I have joined the volleyball team and water 
sports team. They are so amazing. In my class, my classmates 
and I like to chat together in English during recess or lunchtime. 
We have become very good friends since the first day of school.

Do you find it difficult to make friends at 

school?

L : Not at all. It is quite easy to make friends here. Boys in my 
class were little bit shy to talk to me in English because they 
didn’t know what to say, but they have become bolder now. 
Girls in my class are always kind and helpful. We talk about 
everything in English. Often, students from other classes also 
approach me. Therefore, I enjoy making friends at school.

To Linn’s friends, do you think your English 
has improved because of Linn?

F : Definitely! We love Linn and talk to her all the time. Our 
listening and speaking skills are getting better. Usually, Amina 
helps Linn translate, but we all try to talk to her in English and 
she understands us. We may also use body language or gestures 
to explain what we mean to her.

What do you want to say to the 

school?

L : I am so thankful for the school and my 
friends because I am so well treated. They 
make my life easier. I am also glad to study 
and meet the people here.

Heart to heart！

Visiting a Chinese ancestral hall.

Top of the world at the Peak!

Cookies and teens.

Lunch and mingle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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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極健康的校園生活，對學生的身心靈發展尤其重要，有見及此，本校今年就以「積極人生GO GO
GO」為主題，帶領全校同學一起參與不同的有益身心活動，建立健康正面的價值觀，更會積極推廣運動的好
處，鼓勵學生多參與體育活動。

本校師生熱衷參與活力跑。

同學們在跑道上爭分奪秒。

            5C吳皓泓多次代表本校水上活動組出戰海外比賽，當中包括日本和新加坡等地，屢獲殊榮。他表示
體育運動為他帶來了不少改變，他指過去是一名十分懶散的學生，終日沉迷打遊戲機，人生並無意義，但當
在初中接觸獨木舟運動後，對此產生興趣，人生亦有了目標，變得積極進取，同時水上活動亦令他學會了專
心一致的重要性。

            同時本校今年會定期為同學進行體適能測試，為女同學增設瑜伽班，男同學則可以參與健體班，達
至強身健體的功效。此外去年深受全校同學歡迎的活力跑活動，會於12月舉行，屆時會有多項競技比賽供
同學參與。

文武全才好學生 升讀港大顯才華
            升讀大學是不少中學生的夢想，曾璧山中學每年都有畢業生能夠躋身
香港最高學府，踏上康莊大道，上年度畢業的曾敬威同學就是其中一員。成功
非僥倖，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曾敬威同學正好引證了以上的一句話。今年
9月，曾同學成功入讀香港大學理學士課程，為理想繼續努力。回首中學的學
習階段，曾同學是師長心目中文武全才的好學生。

(1)如何形容在曾璧山中學的校園生活？有甚麼事讓你最難忘？

我認為曾璧山的課外活動很多，讓每位同學都可以發揮所長。我在初中時參加了
校隊經常打球，直至高中的時候便不斷的去參加作文比賽累積寫作經驗。而我最難
忘的事情，便是與大家一起去多元智能訓練營的時候，大家非常團結，像是一家
人，很溫馨。

(2)如何分配學習與運動的時間？

我其實分配得並不好，導致我的學習路程非常辛苦。中五前我很少讀書，一
直進行籃球訓練。而到了中五下學期時才開始下定決心讀書，但因為落後了
不少課程，導致我追得非常辛苦。我建議大家可以平均分配運動和學習的時
間，勞逸結合，方能始終。

(5)有甚麼話想跟師弟師妹說？

未來的路在自己手上。我很喜歡上一屆師兄鄒豐澤的話——「如果現在的你
不努力，十年後的你，二十年後的你一定會痛恨你現在的懶惰」。無論你的
決定是什麼，我希望你們每個人都能做到問心無愧，搏盡無悔，青春無憾。

(3)若要考取佳績，有甚麼心得？

我覺得我談不上考取了佳績，但最大的心得可能便是堅持和努力吧。理科方
面我會不斷的去做題去鞏固自己並且去嘗試思考難題。文科方面我會觀察一
個事情的多樣性及從多個角度分析，弄清楚來龍去脈，這也許是我作文以及
通識較好的緣故。

(4)有甚麼話想跟中學的師長說？

曾璧山中學的老師和朋友一樣，有什麼話都可以與他們討論。他們也很盡責，
對待每一個學生都能因材施教，從不會放棄任何一位學生，所以很想感謝他們。
 

水上活動組健兒盡顯英姿。

中一新生適應
            蝴蝶從一粒卵子開始經歷重要的階段，逐漸蛻變成蟲——我們的孩子亦然。看
著一個個稚氣未脫的孩子踏進曾璧山的校園，不禁帶著一絲擔憂，同時卻充滿期望，想
像孩子成長的經歷，離開了六年小學生活的舒適圈，到了一個充滿未知的新環境學習。
「不知道孩子今天過得怎樣呢？」相信這道問題在我們的心裡出現過無數次。這次我們
誠邀來自不同班別的中一新生，分享他們成為中學生後的一點一滴，包括校園生活、課
外活動和學習經歷等等。閱畢後，相信能夠解答大家剛才那一道問題。

1A 黃凱盈：
在上課時，老師會準備各式各樣的課堂活動幫助我們
學習。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英文課的分組配對遊戲
——我們需要配對生字和其定義，老師會按同學的表
現給予獎勵。我們組也會得到老師的獎勵，這樣的學
習方式讓我感到很有滿足感。

1A 辛惟嘉：
工程科學科讓我感到很新奇有趣。在小學時，只有視
藝科才會動手做美術，想不到原來做手工還有很多的
學問。最記得有一次我們要用「樹皮」來做戒指，從
樹木上把樹皮和樹幹分割，親手一步步地造出一隻戒
指。這種學習經歷實在很難忘，我一定會好好收藏這
枚戒指。

1D 彭熙晴：
中學不但有更自由的小息，還比小學多了很多學習科
目，可以豐富我們的知識寶庫。我很享受現在的中學
生活，這裏的老師都很親切，無論什麼話題都會和我
們聊聊，好像時常都陪伴著我們。

1D 李素賢：
在眾多新接觸的科目當中，最讓我感到意外的是工程
科學科。起初還以為是好像上電腦科，怎料原來是一
些需要實踐的科目，時常都要親手做作品，讓我覺得
這個科目很獨特和有趣。

1C 陳浚軒：
「獨木舟的同學放學後請到⋯⋯」——「獨木舟」這一
個名詞真的叫我又愛又恨！獨木舟的訓練真的頗辛苦，
如未能達到教練的要求，就要捱罵了！可是，我挺喜歡
這個課外活動的！因為可以強身健體，成為一個肌肉男
孩的目標又邁進一大步了！

1B 蔡宇軒：
我參加了無人機學會。從前只在手機屏幕看到別人拍
攝一些很矚目的畫面片段，從來沒有想像過有一天我
會接觸到無人機這個玩意。老師教我們如何操控無人
機，將來在學校的大型活動中，我們便可以擔當另類
的錄像攝影師，為同學拍下俯瞰的視覺影像了。

1B 詹良約翰：
曾璧山中學有許多課外活動給我們選擇，我比較喜歡
動態的活動，不同的體育項目都有，包括羽毛球、乒
乓球、籃球⋯⋯而我最喜歡的非籃球莫屬了！籃球隊
的訓練可以強化我們各方面的技術，尤其我喜歡運
球，也渴望一嘗在球場進籃的滋味！

1B 譚珮鎔：
������������������加入了步操樂團才知道，
原來要成就一個樂團的誕生，至少需要有八
種樂器，而我則選擇了成為「吹管樂」的一
份子——小號。我認為學習樂器可以培養我
在音樂方面的素養，參加樂團更可以訓練我
們的團隊精神，好處真的數之不盡。最令我
驚喜的是，我們竟然有機會出國到日本交
流，相信這個經歷會使我畢生難忘。

1C 麥皓雯：
從前我並不愛看書，可是當我發現學校圖
書館有電腦和平板電腦借用，更有電子書
可以訂閱，我就手不離書了。我認為電子
書可以增加我對閱讀的興趣，最近我愛追
看小說呢！

1A 鍾卓軒：
不能不提及的，必定是曾璧山中學
的老師，例如有幽默感的鄭傳偉老
師，總是為體育課帶來不少生氣！
老師都很體諒我，很親切，讓我感
到很窩心。

生命教育 認識自己 尊重他人
            本校老師團隊於2019年4月復活節期間，應香港中文中學聯會及循
道衛理優質生命教育中心所邀，參與了他們所舉辦的台灣生命教育之旅，以
了解當前台灣的最新教育方針及教育法，如何讓學生認識自己的本質及需
要，與此同時明白到如何尊重不同價值，與別人和平共處。

            回港後經過多月以來的商討及構思，本校老師評估了本校的校程，
以至汲取了實踐的經驗，終於在2019至2020學年，制定了本校的生命教育
課程，期待令更多學生受惠。

生命價值卡重回初心
            在行程之中，令老師最難忘的分享是一堂桌遊課。講者是彭川耘老
師，她設計了一套價值卡，這套卡牌把人生的價值具體化，當中的價值包括
了人緣好、多才多藝、多元接納、尊重他人等52張牌，讓參與者在活動的
過程中，可透過體驗、選擇、失去、獲得等方式，釐清並認識自我的人生價
值。與此同時在分享中，認識他人的生活哲學，增加交談與理解的深度。

            若要認識自己，必定要有經歷及反思，價值卡實在是一套有效的方
法，讓我們去窺探自己的內心世界及個人信念。最終本校決定在中四推行價
值卡遊戲，在老師的帶領下，讓同學得以了解自己，踏上尋找自我的旅途。

            除了價值卡外，今次旅程老師們亦帶來了另一套吸引學生的教學法，
這就是電影教育。本校老師在台北拜訪了著名的電影教育老師陳建榮，從他
身上了解如何將電影及生命教育的元素結合，令學生了解不同的價值觀，更
能了解人與人之間的不同想法。

            今年本校亦會於初中的課堂內，揀選了多部電影，配合生命教育的
議題，在課堂內與學生進行分享與交流，希望同學在初中時已能培養出尊重
不同意見的精神，建立和而不同的學習環境。

「不一樣的學習」—— 4月全方位學習活動
            為了令學生擴闊眼界，增廣見聞，本校於將於 2020年 4月27至4月29日
舉辦「不一樣的學習——全方位學習週」，為中一至中五級學生，安排合共12個
境外及本地學習活動，令學生可以有更深刻的學習體驗。

            境外學習活動包括了日本音樂交流及文化探索團、新加坡環保旅行團、
新加坡英語學習及文化交流之旅、西安歷史文化遊學團、走進「大灣區」考察計
劃三天、認識大灣區——澳門與探訪老人院團、台灣藝術文化遊學團以及台灣地
理生態團。本地學習活動則包括了黑客松——地球防衛戰、領袖訓練、活力動起
來以及中西飲食文化之旅。

            曾璧山中學羅嘉慧副校長表示，希望這12個活動，能擴闊同學的視野，
讓同學把日常所學到的知識和技能融入生活之中，並期望透過體驗式的學習經
歷，讓同學獲得更多的知識和感悟。

憑著努力，曾敬威同學成功考入香港大學。

本校師生去年曾到斯里蘭卡進行文化考察。

本校老師遠赴台灣學習生命教育。 在遊戲之中了解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