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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文憑試的成績對曾璧山中學的畢業生而言，絕對是欣喜

的一年，有多位同學成功入讀本地大學學位課程，包括港大、

中大、科大等等，踏上康莊大道。更有同學放棄香港的大學

學位，到北京修讀中醫學，追尋夢想。以下是當中幾位同學的

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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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體驗日

璧山人  努力不懈  文憑試屢創佳績

1) 你的中學校園生活怎樣？當中有何得著？

我覺得我的中學校園生活富有意義。我參加過

許多義工活動和交流團，令我的視野有所開

闊，同時也學到如何將心比心，讓我明白到除

讀書外，學會如何待人處事也是非常重要的。

2) 你在文憑試中考取佳績，當中有何心得、

   秘訣可跟大家分享？

關於學習這方面，善用網上資源，做好時間

規劃，找到有效的學習方法，都有助提升成

績；還有的是盡量克服自己的惰性，也要學

會適當的放鬆。

蔡仁暢同學 順利入讀心儀大學 —— 香港科技大學

3) 你想感謝誰呢？

首先，我要感謝家人提供一個穩定的環境給

我學習，讓我不用因經濟問題而操心。同

時，我也想感謝老師們提供了許多機會讓我

發展，也帶給我在學業上的援助。

4) 你有勉勵師弟、師妹的說話嗎？

希望師弟、師妹能夠善用中學的時間，多參

與活動，多思考，多了解自己，找到自己的

方向，發現自己的長處和不足，好讓自己更

有目標去前進。

也參加了很多不同類型的活動和比賽，

從中鍛鍊自己，逐漸成長。這些經歷都

十分難忘，使我學會珍惜機會，加強自

信心和勇於表現自己。

2) 你在文憑試中考取佳績，當中有何心

   得、秘訣可跟大家分享？

最重要的就是努力和不放棄！當我遇到

學習上的難題時，我會向老師查問，或

到互聯網搜尋資料。同時，我也會多做

練習，加強自己的強項，並找到自己的

弱項，加以改善。

3) 你想感謝誰呢？

我想感謝每一位曾經教導和幫助我的老師，

他們對我的鼓勵和讚賞是一種精神上的支持。

我有點自卑，以為自己考不上大學，但有老

師注意到，並對我說：「要對自己有信心。」

另外，我也想對每一位曾經鼓勵和幫助我的

同學說一聲感謝，我們在困難的時候互相扶

持、互相鼓勵、互相幫助，謝謝你們。

4) 你有勉勵師弟、師妹的說話嗎？

有句話說：「很多時候，我們和別人拼的只

不過是誰更破釜沉舟。」努力是必不可少的，

不努力、不爭取，又怎麼知道自己能成功呢？

所以，無論遇到甚麼困難，可以接受失敗，

但絕不能接受放棄。

蔡莉瑩同學  成功入讀香港中文大學理學士學位課程

1) 你的中學校園生活怎樣？當中有何得著？

中學生活是忙碌的，學習知識、準備考試等。中

學生活又是值得回憶的，學校提供了許多機會與

平台，讓我們訓練自己，增強各方面的技能，擴

闊視野。這些活動都豐富著我的校園生活，成為

了我不可多得的成長經歷。

3) 你想感謝誰呢？

我想感謝學校的老師，他們非常盡責與

專業，毫無保留地向學生傳授知識。每

一次都耐心解答我的疑問，非常關心我，

著緊我的未來發展，有些老師甚至在放

榜前夕，比我還要緊張呢﹗

4) 你有勉勵師弟、師妹的說話嗎？

要敢於一搏，青春就是要不留遺憾，為自己的

夢想努力。「山不向我走來，我便向山走去。」

何國芳同學 參加斯里蘭卡文化考察團，當地大學
生正為同學示範民族服裝的穿著方法。

何國芳同學  成功入讀香港大學中醫全科學士學位課程

2) 你在文憑試中考取佳績，當中有何

   心得、秘訣可跟大家分享？

「勤能補拙」吧﹗例如：美國作家格拉

德威爾提出的「一萬小時定律」，學習

在於自己願意花時間去做一件短時間內

不能輕易見效的事，不能奢求只努力了

幾日，就能抵過他人的日夜苦讀，要敢

於比他人付出更多時間。

1) 你的中學校園生活怎樣？當中有何得著？

中學校園生活多姿多彩，與好朋友一起學習、玩

樂，在學習上也有老師的幫助和鼓勵。此外，我



新老師介紹

1) 你的中學校園生活怎樣？當中有何得著？

中學校園生活蠻充實的。學校提供很多機會

給同學們去發掘自己的興趣，增廣見聞，這

也讓我更了解自己，有利於我的生涯規劃。

2) 你在文憑試中考取佳績，當中有何心得、

   秘訣可跟大家分享？

善用網上資源吧！現在網上有很多關於文憑

試的「攻略」，很多技巧、學習方法都能夠幫

助同學在文憑試方面更上一層樓。此外，我也

經常到圖書館借文憑試參考書回家細閱。我

認為最重要的，是大家要找到適合自己的方法。

3) 你想感謝誰呢？

我想感謝學校的老師。他們很和善，無論哪

一方面的問題，他們都會耐心解答；還有要

多謝我的父母，他們也非常支持我的學業。

4) 你有勉勵師弟、師妹的說話嗎？

給自己設定一個清晰的目標，讓自己在中學

生活中有一個明確的方向去奮鬥，這亦可時

刻提醒自己，即使遇到挫折，也可以讓自己

充滿動力，重整旗鼓。中學生活其實很短暫，

不要讓自己留下遺憾就可以了。

喜獲 4科 5* 佳績的管仁荣同學，志願是當一名化驗師

相信綜合以上幾位同學的經驗，不難發現若想升讀大學，善用資源，勤奮學習，做好時間規劃，努力不懈都是相當重要的條

件。希望各位同學能為自己設定目標，善用時間，加倍努力，向夢想進發。

大家好，我是羅美慧老師，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數學及數學教

育學系。我很高興能加入曾璧山這個大家庭，負責教授數學科，

希望日後能與大家一起度過愉快的校園生活。

我喜歡小說和漫畫，也喜歡旅行。

我享受接觸新的事物，亦享受當中帶來的思維衝擊。

工作固然繁忙，但生活樂趣必不可少。

當生活是愉快的，生命才有希望，亦希望同學能愛己愛人，愛

學習，亦愛生活，享受生命。

大學期間有幸到此教授課後班，當時我就覺得同學比想像中認

真、乖巧，至今亦覺如此。

                            我相信每位學生都是寶石，先

                            天的起步也許未如理想，但我

                            期望每位同學都懂得自律，

                           「人必自助，而後人助」，願意

                            努力奮鬥的同學，我亦一定會

                            陪伴你，一同成長。

大家好！

我是1B班班主任何深兒老師。

我於香港教育大學畢業。

今年，有幸加入曾璧山這個大家庭，負責教授人文學科。

我認為教育應是一份無私且用心的工作。教師所持的教育理

念能直接影響學生日後的成長，正所謂「身教重於言教」，我希

望能以個人的信念，成為學生的榜樣，使他們既能成為博學

和有自信的人，也能對社會作出貢獻。

這裏的教師既專業，又疼愛學生；而學生亦活潑可愛，是我

們教師的原動力。在我眼中，每位學生都是一顆待發的種子。

儘管花期可能不同，我亦會悉心照顧每一朵花和陪伴其茁壯

成長。我很高興看到學生們都享受參與校內不同的學會和活

動，願意跳出「舒適圈」，努力地發掘個人之潛才，這也是

全人發展之可貴。

最後，期待與大家在校園見面！

何深兒
      老師

羅美慧
      老師

自今年暑假起，學校進行了一系列的工程，當中包

括投資超過一百萬，在所有課室增設電子互動黑板。

左錦輝老師表示，與傳統黑板相比，互動黑板的功能

更優勝。每塊互動黑板也內置Android平臺和各種教

學軟件，如提供繪圖和算術等功能。它亦能連接電腦、

伺服器及平板電腦，令教學的過程更具體地呈現在學

生面前。

斥資過百萬  增設電子互動黑板

左老師亦透露，為配合老師以往在課堂上使用Ipad教

學，互動黑板的書寫功能，令老師可以將Ipad內的教

材直接投射在互動黑板上，徒手畫寫的解說，而且互

動黑板能夠讓多人同時操作。此外，同學們能將各自

在平板電腦上的學習成果，投射在互動黑板上，令老

師能與學生作出討論及予以即時回饋；老師亦能同時

展示相關教學材料，加強課堂教學效能，提升學生的

學習動機。由於學生有各種的不同學習需要，互動黑

板可配合多元化的學習策略，為老師提供更合適的教

學方法。

左老師讚賞此互動黑板的畫質已達4K解像度，令學習教材能更鮮明地呈現在學生面前。同時，老師可儲存互動黑板上的解說

畫面及轉載至其他教學平台上作分享，讓學生在課後溫習時，更能了解課堂的教授內容。

Being Safe Back to School

Did you miss school? We all did! Because of 

Covid-19, we lost so many precious moments 

to spend with our teachers and classmates. It 

has been a great blessing that students in 

Hong Kong are able to come back to school in 

September. Still, there are many measures 
that students have adopted in order to stay 

safe at Tsang Pik Shan Secondary School. 

Here are some of the tips that our students 
would like to share with you to keep safe 

during the Pandemic.

When coming to school, wear a 

mask properly. Refrain from 

touching your mask with dirty 

hands. It is sensible to clean 

your hands before taking your 

mask off.

Wear a Mask in Public

Maintain Social Distancing

Meeting friends is one of the pleasures of 
coming to school. However, it is still a must 
to keep a safe distance from others. Avoid 

physical contact and chatting with friends in 
close groups. You can greet your friends 

with a wave, steepled hands, or one hand 

covering a fist. 

Take your temperature every 

morning before going out. If 

you have a fever or feel unwell, 

stay home and seek medical 

consultation at once.

Take Your Temperature 

Return home right after school. 
Try to minimize unnecessary social 

activities if possible. While staying 
home, adopt a healthy lifestyle by 

eating well and getting good rest. 

Wash your hands frequently at 

school. Spend at least 20 seconds 

to rub all surfaces of your hands 

and fingers with soap. Then, rinse 
your hands thoroughly under 

running water and avoid touching 

things around you.

Practice Good Hand Hygiene

Stay Home & Be Healthy

管仁荣同學 在畢業典禮上獲得數理科獎學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