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人為本 用心陶造
突破自我 締造佳績

璧報
01璧報頭條04璧報新聞

曾 璧 山 中 學 出 版
Tsang Pik Shan Secondary School
新 界 沙 田 馬 鞍 山 恆 光 街 1 2 號
E -ma i l : c o n t a c t @ t p s s s . e d u . h k  
TEL (852) 26404933  FAX (852) 26403680 MAY

2014

親善
探訪

教育局局長
吳克儉,SBS,JP

協作同學:梁倩鈺 何智衝 李俊棋 陳曉麟校報編委會: 黃佩楠老師 區少麗老師 吳健偉老師 岑嘉儀老師 鳴謝: 陳宏亮老師 左錦輝老師 

讚賞本校的關愛精神
本校秉承香海蓮社創辦人曾璧山居士有教無類、作育英才的辦

學理想，致力啟發學生潛能，發展「全人教育」，提供愉快、

多元、開放、自主的學習環境，讓學生發揮所長。中學階段為

人生重要里程，本校重視全人教育，以人為本，透過營造關愛

、和諧、主動積極的校園文化，建立同學正確的價值觀及積極

的人生態度。藉著是次探訪，吳局長更了解到曾璧山中學的關

愛精神，全人發展教育的理念及未來學校發展的新方向。

參觀英文閣

本校連續三年榮獲關愛校園大獎

第六十五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語、粵語、普通話組別共獲

獎項54個

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主辦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文學之星
主題：美麗中國•青春夢想 優異獎

舞蹈組於學界及公開賽共獲

獎項48個
第十屆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隊際賽 銅獎

學友社主辦

新聞評述比賽初中組

優勝同學

本校代表，前往新加坡

參加2014年新加城獨木舟錦標賽。

水上活動組出戰南京、加拿大、新加坡、烏茲別克及

韓國等地，於學界及公開賽共獲獎項

冠軍32個 亞軍34個 季軍27個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主辦

奧數港澳盃初賽

銅獎

2014香港學界劍擊比賽(新界區)

季軍
東華三院賽馬會沙田綜合

服務中心主辦

「紅、白、藍」書籤

設計比賽季軍

沙田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主辦

倡廉校園小記者短片創作比賽

2013優異獎

5A蔣欣怡 5A陳鈺玲 5A黃鋇僑 6A葉美惠 6B劉芷晴 6A何穎淋

沙田青年協會

主辦「大放義彩」

義工訓練及實踐計劃

最佳表現獎

第六十五屆

香港學校音樂節

小號、色士風、長號、鋼琴  

共獲獎項7個

4B羅丹妮

普通話散文獨誦季軍

3B黃灝文

英語詩歌獨誦季軍

左起: 6C張子衝 5B朱貫賢 4C何曉培 4C余潤賢 

2C張樂天 2B香錦堯 3B陳佩珊 5Ｃ羅凱盈

4A王嘉樂 5B朱詠梅 左起後排:3C吳騏成 5A陳迪文

左起前排:2B吳子謙 2A冼智謙

香港學校音樂節成績優異同學

左起:6A林文權 3A劉明洁 4A鄧思琪 3A黎家泳 4A薛玉

2014香港學界羽毛球比賽女子甲組(沙西區)亞軍

5A陳曉麟 3A黎家泳 2A林恩

5B張詠詩 5C江杰潤

傑出義工

2A 陳正禮

4A鄧思琪

第二十五屆

荃灣體育節體育舞蹈錦標賽

男女混合組 第一名

左起 何沛勝校長 吳克儉局長 黃真如校監 翁益彰校董

接受6A蘇諾雯同學致送紀念品

同學親自制作的小點

吳局長與6C張子衝真情對話

參觀校園

觀課

本校為吳局長唯一探訪的新界東中學
吳克儉局長在兩位教育局官員的陪同下探訪本校，由何沛勝校長先為吳局長簡介學校概

況，然後帶領一眾嘉賓參觀校園特色設施，包括校園電視台、英文閣、圖書館等。參觀

期間，吳局長與老師進行面談，了解前線老師對香港教育現況的觀點，並聆聽學生的心

聲，明白他們的需要。席間吳局長更鼓勵同學，繼續努力，向目標邁進。

為了更了解同學上課的情況，吳局長抽空到3A班觀課﹔當時同學正在進行品德教育課，

課題為「禮貌」。透過地鐵車廂內人們的活動情況，帶出禮貌的重要，特別是在公眾場

所應注意個人的言行舉止。同學均積極參與課堂活動，對於本校同學的整體表現，吳局

長甚為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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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人物專訪 03璧報資訊

盡心盡力 服務璧山２２載

衝破障礙 走出積極人生路
4C 李富榮同學

投資百萬
推動資訊科技
發展優質教育

綠色文化新景象

本校中史科科主任
羽毛球隊負責人
不論是上課日子或是學校假期，只要禮堂能
夠騰空，便看見張sir和同學在進行羽毛球
訓練，又或大家偶然在走廊經過，不難看見
張sir拿着掃帚在清潔課室﹔張sir，就是這
樣盡心盡力，默默耕耘，為了同學的好處，
一點都不計較的好老師。

張sir話當年…… 
 
小記者: 4A梁倩鈺
小記者：張sir是怎樣當起老師來？

張sir：其實我以前從未想過當老師的，
因為自己對很多事物都沒有對與錯的看法
，一心只想做一個活動主任，可惜事與願
違。第一份工作是在新亞中學當校務處的
秘書，因怕悶，所以工作之餘經常幫助其
他同事或與學生打球，讓時間過得充實一
點。一年多後，校長便邀請我當老師，一
教便十年了，然後便轉到曾璧山中學工作
。細心想想，原來已教了三十多年書，算
是看著教育界的轉變。

小記者: 嘩！張sir教書多年了，那小
時候的成績肯定很好。

張sir：那你就錯了，雖然整體成績不
算差，但英文科的成績未如理想，由
於小時候曾因英文不合格，以致要重
讀中五。至預科時自行轉考中大(自修
high-level課程)，但學的課程卻是港
大的Ａ-level，因此那時就要自修中
大的課程，非常艱辛，特別是中文，
要自己補讀中四至中六的中文課程，
於是只好每天早起自修。此外，自己
的數學沒有根底，要花足一年的時間
，用一些變通、取巧的方法，甚至找
親戚每天補課，最終合格了。所以說
學習要努力，將勤可以補拙。除此之
外，也要有目標和策略。

張老師對同學的悉心關懷
及愛護，同學們都銘記於心。 下學年度榮休的兩位璧山人

惠姐及張Sir

張紹棠老師

座右銘
「時過而後學，則勤苦而難成。」
《禮記．學記》適當的學習時期過了
再去學，雖然努力苦學，也難有成就
。張Sir感言: 眼看三十多年間，不少
同學在求學最佳時期下不懂珍惜，直
到在社會上受了挫折才明白學習的重
要性，希望這句話能提醒那些徘徊在
懸崖邊上的同學,要珍惜學習機會。

小記者：張sir有什麼興趣愛好？

張sir：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很喜歡
運動的，不管自己會還是不會，我都
會跟同學們玩得很開心，這就是我運
動的宗旨，要開心！我最喜歡打羽毛
球，可以鍛煉身體，也能放鬆心情。

天生我才必有用，每位同學都具備不同的潛能有
待發掘，縱使在學習上有障礙，他們同樣能夠發
放光芒，走出積極人生路。

最開心的時候……
小息、午飯或放學後，在操場上
都不難發現富榮同學練習的身影
。就讀中四的李同學，每天都帶
同雜耍工具回校，爭取時間練習
﹔此外，他亦樂於將心得教授低
年級同學，現在有幾位中一同學
亦跟他一起練習。李同學表示，
自己第一次接觸雜耍活動是2010
年的11月，當時學校舉辦了一次
雜耍班，之後就迷上了各類雜耍
活動。他指雜耍表演者講求手腳
協調，因此要不斷練習，達致手
腳相應。此外雜耍亦令他增強自
信，與隊友一同表演，發揮團隊
精神，是他最開心的時候。

困難重重 起步艱難
已在另一所中學唸了兩年中一，來到本校再從中一開始，當中實有不
少困難及心理障礙需要克服。學習上，概念性的問題比較難掌握;溫習
時，又有許多重點記不了;到了考試，試題的變化較多，亦不是單單溫
習好便能應付。在此，富榮同學感謝本校老師對他的包容及接納，沒
有批評也沒有放棄，正面的鼓勵成為他學習的動力。李富榮雖然有學
習障礙，但他積極面對困難，找到自己的興趣及方向，勇往直前﹔這
兩年均在雜耍公開賽上奪得殊榮，走出一條積極人生路， 2013青少年雜耍杯

校園Happy Farm學界有機慈善耕作比賽

於學校音樂日表演

老師們用心聆聽審計報告

路不拾遺 誠實可嘉
去年聖誕期間，富榮同學在大埔富善邨的公園
裡練習雜耍時，與幾位小學生一起拾獲一部最
新型號的智能手提電話，他毫不猶疑地帶領幾
位小學同學把電話送到大埔警署。富榮同學路
不拾遺，誠實可嘉。物主衷心感謝幾位同學的
協肋，對於他們的行為表示嘉許。

追
求
卓
越　

實物投影機輔肋教學 校園鋪設高速無線網絡    
開學初期，各班課室已增設實物投影機，讓課堂教學更靈活。2014年初，亦
全面提升無線網絡設施，為所有課室及特別室，提供安全高速及先進的無綫
網絡，並支援課堂上以平板電腦作互動教學。

推廣閱讀 添置數百本電子書
圖書館於本學年添置了數百本電子書
，同學可利用平板電腦，於圖書館或
在家中進行網上閱讀，增加閱讀的樂
趣；電子書的內容，不僅僅是純文字
，還添加不少多媒體元素，如圖像、
聲音、影像等，提升閱讀質素。

平板電腦拓闊學習模式  電腦室全面更新
除了現有的64部平板電腦 (iPad) 外，本校將購入更多不同類型的平板電腦，為學
生開拓更廣闊的學習模式。網上學習平台多元化，能提高同學對學習的興趣。

此外，本校將更換電腦室內所有電腦及顯示器，快速運算的電腦配合高解像度的顯
示器，可令同學學習最新的電腦應用程式，以提升教與學質素。

獎項：
第二屆
青少年雜耍大賽雜耍花棍組亞軍
• 
2012全港青少年雜耍盃
中學及大專組優異獎
• 
2013全港青少年雜耍盃
中學及大專組冠軍
• 
第三屆青少年雜耍大賽
個人舞台組冠軍
• 
第十五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詩詞獨誦優良獎

一場二百年一遇的黑雨，加上罕見

的落雹現象，再次喚醒大家愛護環

境、珍惜資源的重要。本校重視環

保教育，透過不同層面的活動，在

校園積極推廣綠色文化。

校園HAPPY FARM  學界有機慈善耕作比賽
朱子治家格言：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 為加深中小學生對有機耕
種的了解，本校聯同歐羅有機農場與138生活智慧站，舉辦一項名為
「校園HAPPY FARM」學界有機慈善耕作比賽。頒獎禮已於2月１２日
順利舉行，席間由參與學校的學生輪流上台發言，分享他們寶貴的耕
種經驗及成果。
 
是次比賽旨在讓全港中小學生明白有機耕種及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
透過實際的耕作活動，讓同學了解農耕的複雜性及專業性，收成後學
生更要撰寫專題研習報告，總結學習經驗。此外，我們更帶領學生參
觀本地有機農場，以了解本地農業生產與運作，令學生明白環境保育
與有機生活的可行性。

1A鄭子健
有機耕種的流程並不簡單，自
己由播種至收成都能參與其中
，眼看種籽從發芽、長苗、成
長至收割，很有成功感。

賽馬會減碳夥伴計畫

本校獲邀參加由香港中文大學賽馬
會地球保源行動推行的減碳夥伴計
畫，綠色社群團隊為本校進行碳審
計，提供報告，並按學校情況制定
減排方案。中大代表秦小麗博士於
教師發展日，向全校教師介紹計畫
的宗旨，解釋計算碳排放的準則，
並滙報審計結果，讓教師了解本校
碳排放情況。席間教師就部份節能
建議提出意見，討論氣氛熱烈。

1A張偉傑  
比賽令我明白到有機耕種的特
點及局限性；原來雀鳥真的會
啄食種籽，寒冷天氣下植物生
長十分緩慢，種植水果較蔬菜
困難，整個過程十分有趣，是
一次難忘的經驗。

執起羽毛球拍，張Sir便活
力充沛

本校致力推動資訊科技於學習上，提

升學與教的效能；法團校董會於本年

度撥款一百萬元，全力支持學校締造

一個嶄新的互動學習環境，讓同學能

掌握資訊科技的知識及技能，提高學

習趣味，亦為終身學習奠定基礎。

互動學習-電子課本 老師在課堂上運用實物投影機於課堂上使用電子書教學

恩銘記  情常在一起走過的日子，
充滿你的笑聲與鼓
舞。在此送上我們
真摯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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