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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社會對於腦癇症存有誤解與偏見，不太理解箇中症狀，令腦癇症患

者怯於承認和公開病情。因此香港啟迪會舉辦了一項名為「紫在乎你」

全港關懷腦癇症故事創作比賽的活動。曾璧山中學的學生，囊括了中學

組三甲獎項，他們分別為獲得了冠軍的2A班李冠霖同學，亞軍的4A班黃

鎮榮同學，以及季軍的4B班蔡祥兒同學。同學除了要進行創作外，還需

要在台上朗讀他們的作品以獲得評判的青睞。

     璧山中學制服團隊

  璧山中學一向重視學生的

紀律及操守，為了令學生明

白什麼是德、智、體、群、

美，穿上整齊制服，講求嚴

守紀律的制服團隊，是最理

想的課外活動。現時本校共

設有4隊制服團隊，包括原

有的童軍及步操樂團，以及

新設的女童軍和紅十字青年

團。4隊制服團隊，各具特

色，迎合了不同學生的興趣

和需要。

本校的步操樂團成立於1995年，歷

史悠久。負責人紀嘉惠老師表示，樂

團成立目的是希望透過步操樂團的

訓練讓團員在音樂、步操及紀律三

方面有更佳發展，啟發學生潛能，

建立自信，更協助團員學以致用，

安排參與社區的活動。

曾

四大制服團隊一同拍攝大合照

步操樂團

加紅十字青年團有助學生了解甚麼是

人道精神、紀律精神、團隊精神等

等，亦會有一些實用的急救、健康護

理等課程教導學生如何應急處理傷患

和服務大眾，頗有意義。

紅十字青年團助人助己

培養個人紀律

本校童軍負責人沈祖德老師指，本校

童軍旅團採用獨特的童軍訓練方法，激

勵青少年自我學習和啟發，培養他們

成為一個有自立能力、樂於助人、富

責任感及勇於承擔的公民。與此同

時，我們會引用童軍誓詞及規律的倫

理、社交和道德觀念，協助同學建立

個人的價值觀。

紅十字青年團 女童軍是一個國際性的青少年團體，致

力培養女孩子的個人發展和領導才

能，讓她們可以發展潛能，成為有責

任的公民。

透過訓練和活動
培養學生品格

女童軍其中一個負責人陳日悅老師表

示：「女童軍將會為女同學提供不同

的興趣訓練和活動，透過多元化的活

動，提升她們的知識技能和品格。同

時，她們亦會積極參與社會服務，履

行對社區的責任，成為有責任感的世

界公民。」

女童軍

此外，2B班劉灝斌、4B班吳皓泓及6C班劉穎冲代表香港

於2019年3月16至18日遠赴新加坡，參加由新加坡獨木舟

協會舉辦之「2019全國青少年獨木舟錦標賽」，在新加

坡全國健兒中勇奪U20男子1000米4人賽艇亞軍及U20男子

500米4人賽艇季軍。

此外本校水上活動組的健兒，亦於2019年3月3日參加了

由香港獨木舟總會舉辦的「外展獨木舟比賽2019」，共

獲13面獎牌，憑各位水上活動組健兒的努力，在16間參

賽學校中，本校勇奪男子高級組團體冠軍。

2B劉灝斌(左二)4B吳皓泓(左三)及

6C劉穎冲(左四)比賽中照片

學生與腦癇症病人大合照。

璧山健兒揚威星加坡獨木舟比賽曾

由香港公民教育基金會舉辦的「我的香港夢2019」徵文

比賽已圓滿結束，今年的主題為「感激、敢動」，本校

3B班李敏妍同學，在約2000份作品中脫穎而出，勇奪初

中組冠軍。

李敏妍同學勇奪

「我的香港夢2019」徵文比賽冠軍

紅十字青年團是我校今年成立的制

服團隊，團長朱鑑泉老師表示，參

朱老師亦表示本校紅十字青年團在創

立之初，已參與馬鞍山健康檢查日及

世界愛滋病日宣傳等活動，期待紅十

字青年團以後會提供更多不同的學習

活動予團員參加。

童軍

由青年新世界舉辦，第十二屆DV頭青年社會觀察行動「我

們的運動員」短片拍攝比賽已於日前圓滿結束，本校中

三級同學湯楠琳、范楷青、劉世漢、劉世楷、羅振鵬、

謝楚迪、黃遠峰、余澤權及卓莎莎，在百多間中學之中

脫穎而出，成功打入十強，獲得比賽優異獎。是次比賽

的影片，講述本校舊生李富榮先生由中學時期開始接觸

雜耍活動，到現在擔任雜耍導師的心路歷程。有關影片

將會製成DVD，派發到各青年中心和學校。

「我們的運動員」短片比賽進入十強

外展獨木舟比賽2019奪冠

「向老師致敬2018」微電影創作比賽已圓滿結束，本校

中三級學生劉世楷、羅振鵬、湯楠琳，以及中四級李凱

俊和張嘉業，榮獲亞軍。 李敏妍同學表示，非常榮幸可以獲得「我的香港夢2019」

徵文比賽冠軍，當她從評判手上接過獎項的那一刻，心

情實在十分激動，難以置信，這是她人生第一次站到台

上領獎，感到很開心、很光榮。

她又透露，在寫文章的過程中，其實遇到了不少挫折，

老師覺得她的人物描寫方面不夠細緻，要多磨練才行。

她把自己有限的字詞及想像力都運用出來了，但還是未

夠傳神，幸好中文老師給了她及時的幫助，使她的文章

更上一層樓，在此要衷心多謝她的老師。

「向老師致敬」微電影獲亞軍

獲獎影片以新來港學生為主題，運用誇張的手法，以地

獄判官作場景，表達同學考試過關的難度。負責比賽的

鄒劍豪老師指，特別是對新來港同學而言，他們的英語

根基不好，要追上課程已不容易，加上言語不通，不會

聽廣東話，不會看繁體字，學習上真是困難重重。幸而

一群充滿愛心的老師願意抽時間協助同學、鼓勵同學，

陪伴他們走一段最艱難的路，因此，一班新來港學生，

為了表達對老師的謝意，特意拍攝此影片向老師們致敬。

曾

女童軍 培育領導才能

紀老師指，透過不同場合的演出，

如校運會和學校開放日，讓團員有

演出的機會，為觀眾帶來歡樂的氣

氛，從而推廣音樂文化。此外為改

進技術及擴闊團員眼界，樂團亦經

常參與不同的步操樂團比賽和交

流，以展示多年努力的成果，對團

員而言實獲益不淺。

「我們的運動員」短片獲優異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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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璧山中學積極推動電子教學，希望提升學習效

能，因此在課程上和設備上都投放了不少資源，以

方便教學。 

本校負責推廣電子教學的左錦輝老師表示，傳統

的資訊科技教學是以教師為中心，課堂上透過投

影片、影片或互聯網上的資料，傳遞知識給學生。 

而現今的電子教學主要是體現以學生為中心的學

習模式。為了方便教學，本校已購買了超過200

部平板電腦。課堂上，師生已使用平板電腦進行

學與教的活動，Google Classroom, OneNote, 
Nearpod 等程式已普遍使用，加強老師與學生之

間，及學生與學生之間的互動，譬如老師能即堂

檢視學生的學習進度及學習成果，即時給予適切

的回饋。同學間亦能在電子平台上協作學習，並

互相給予回饋及修正學習成果。

課堂上老師使用平板電腦教學。

本校老師為其他學校的老師分享電子教學的策略。

曾

資訊科技銳意創新 添置新器材

My endless education journey

  璧山中學於剛過去的1月份，有13名師生一同

出發到斯里蘭卡進行考察，以了解一帶一路的發

展。他們參觀了當地最新的工業發展，以及環境

與文化的保育工作。

 

5A班蔡仁暢同學表示，這次旅程他們拜訪了當地

的中國工程公司和中國大使館，在問答過程中，

增加了他們對「一帶一路」的認識。總體來說，

這次旅程讓他開闊了眼界，體驗了另一種文化，

對他來說是一次難忘的經歷。

5A班錢美維同學指，他們在當地導遊的帶領下，

參觀了許多不同宗教的寺廟，感受到當地的宗教

氣息。除此之外，他們還參觀了許多在斯里蘭卡

設立的中國公司，與他們交流時能了解這些公司

在斯里蘭卡設立的原因及所遇到的困難等，促進

了她對斯里蘭卡這個國家的經濟了解。而當中最

印象深刻的是拜訪中國駐斯里蘭卡大使館，大使

親切和藹，面對他們提出的問題都一一解答，增

加他們對一帶一路的認識。

曾

  璧山中學斯里蘭卡文化考察團曾

為了培育關心社會、服務大眾的心，本校德育及

公民教育組特別為本校不同級別的學生，提供富

有意義的義工培訓活動。

社區服務助人自助展愛心

中五級的同學，於一月份曾到基督復臨安息日會港澳區會恆

安老人中心探訪，與一眾長者玩賀年遊戲。中五級何芊儀同

學表示，當日他們與長者一同完成簡單的賀年手工，在教導

長者的過程中，大家有說有笑，為長者帶來歡樂，過了一個

愉快的下午。此外，本校亦安排了中一級同學到沙灘清潔，

執拾他人留下的垃圾，並進行分類。是次活動除了令學生學

會服務社會外，同時了解環保的重要性。

認識祖國參與內地交流
為了認識大灣區的最新發展，本校通識科於1月份曾帶領中五級學生，到

廣州及東莞進行考察，了解大灣區最新發展，當中包括參觀啤酒廠不經

人手的生產過程，以及內地農產品的生產追蹤技術。

5A班蔡莉瑩同學表示，這是一次難能可貴的經歷，通過這次大灣區交

流，令她更加了解大灣區的新發展，同時了解小型民營企業和大型國營

企業的差距與區別。她認為現在中國的經濟已排在世界前茅，我國的國

際地位正漸漸上升，這個旅程讓她感受到了這個共同進步的計劃，如何

為我國未來的發展作出貢獻。

探訪姊妹學校 促進兩地交流
三月初的時候，何沛勝校長曾乘高鐵前往韶關，探訪內地姊妹學校：韶

關湞江中學，作每年禮節性訪問，進行深度交流，商討兩校未來的合作

計劃。此外，本校於4月份更會與另一內地姊妹學校，廣州鐵一中學的老

師及籃球校隊進行籃球隊友誼賽。之後更會一同乘車經港珠澳大橋，往

澳門探訪鐵一中學在澳門的姊妹學校，進行交流及參觀。

還有本校生涯規劃組亦於4月份，安排中四級的學生前往山西，探訪另一

所姊妹學校太原27中學，以了解山西的文化及最新發展。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負責人陳仲華老師表示，服務

學習是一種學與教的理念與實踐方法。學生除了

學習課本知識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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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每都令人有意想不到的另一番體會！

I entered the education field in 2011 as an English 
teacher after graduating from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ith a bachelor’s degree in English Education. Since then, I 
have taken up different positions at school, for example, 
Form Convener, Coordinator of Life Education and Member 
of Discipline Committee. To keep me abreast of the latest 
assessment trend in English Language, I have also been 
actively involved in public exam work. I am immensely 
privileged and honoured to contribute my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to Tsang Pik Shan Secondary School.

In many people’s eyes, our job is to pass on 
academic knowledge to the next generation. Over the 
years, I have realized education is so much more than that. 
Ms Lai Fong Ting, the former vice-principal of Kwai Chung 
Methodist College said, ‘Education can take place anytime 
and anywhere.’ Therefore, I treasure every interaction with 
students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lassroom. I enjoy 
talking to teenagers with a curious mind. It is gratifying to 
understand what they are thinking and grab the golden 
opportunity to instill positive values in them. With the aim 
of being an effective values educator who can enable 
students to live a meaningful and fulfilling life, I completed 
a Master of Arts in Values Education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2018. 

A group of passionate and energetic English 
teachers and I would endeavor to raise the English 
proficiency of our students. The English Department will 
organise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to expose students to English 
cultures and cultivate their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English learning. For example, Mr Thigpen, our 
Native-English Speaking Teacher, has recently held an 
activity called ‘Toilet English’ in which students can learn 
vocabulary and expressions related to this everyday topic. 

了解風土人情

Also, I am glad to see there is a sharing and collaborative 
culture among colleagues. We are willing to open our 
classrooms for observation in order to collect feedback for 
improving our teaching effectiveness.

Once again,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to 
the interview panel who gave me the chance to serve here. 
I shall remain dedicated to this school and exert my utmost 
power to fulfil my duties. 

學生與民工進行交流。

學生拜訪中國駐斯里蘭卡大使館。

學生參觀斯里蘭卡茶葉交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