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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璧山 ( 崇 蘭 ) 中 學
Tsang Pik Shan (Sung Lan) Secondary School

去年本校應考文憑試的學生成績表現優異，在不同學科都有
顯著進步。今期校訊，我們邀請了其中三位同學及他們的科
任老師一同分享他們的應試及教學心得。

編輯委員會： 陳宏亮老師   陳禮芝老師  佘柏宜老師  李嘉敏老師   林澤滔老師  張子康先生
排 版 設 計： 劉寶寧小姐   陳佩琪小姐

Introduction to Solid Memory - A New Era of Self-directed English Learning at 
Tsang Pik Shan (Sung Lan) Secondary School

寒窗苦讀展成果 應試心得齊共享

Scarlet Wu Ming Yi, a student from 4B said, “I 
found that learning English in this app has been 
an unprecedented learning experience because it 
helps me visualize how many vocabulary I have 
acquired and how much time I spend on learning 
English. I like this app because pictures and 
example sentences are provided with the 
definitions together. The best thing is that I could 
do vocabulary exercises and review my target 
words from time to time. It helps me memorize 
new words quickly.”

Alvin Cheng Yat Long, a student from 4A said, “I 
enjoy using this app too because it is convenient 
that I can learn and practice new vocabulary on 
my phone. When I encountered unfamiliar words 
on the street, I could type in the words and look 
for the definition immediately, and then save 
them in the Solid Memory’s word bank. 
Therefore, I can review the words wherever I go. 
This app motivates me to learn more new words 
and explore the new possibility of English learning 
with advanced technology!”
Solid Memory is easy, convenient, and free to all 
students. Download the app and turbo-charge 
your learning!

Solid Memory makes English learning easy. Vocabulary is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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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李凱俊當年的備試情況如何？

答：他在備試期間保持高度的生活紀律，為了使自己有足

夠的體能去應付繁忙的讀書生活，他定期進行10公里的長

跑練習。此外，他在回校補課的上學途中，會用手機聆聽

BBC電台的錄音。在家中的每一天，他會做歷屆試題保持

自己的狀態。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有一段時間每天會寫400字

英文作文給老師批改，令自己可以在真正試場的壓力下也

能流暢書寫。

問：學校提供了甚麼資源及策略來幫助學生應付文憑試？

答：除了一般的歷屆試題，不少科目的老師會讓學生閱覽

與學習主題有關的課外讀物和富有教育意義的YOUTUBE短

片。於策略上，老師會就著學生的需要，去調整校本課程

，例如在初期的高中補課中，英文老師會再次教授一些初

中的基本文法和常見生字，令學生有基本的表達能力。另

外，各老師也會善用ZOOM作網上補課，令學生的學習進度

不受疫情影響。更重要的是，部分老師會安排個別的學術

輔導，單對單去面見同學，給予他們學習建議和方向。

You may have heard that vocabulary is power 
because learning new words is essential to 
mastering a language. So, how do we increase 
our English vocabulary effectively?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questions among Hong 
Kong students. In order to improve our 
students’ English, the English department has 
introduced an app called Solid Memory.
Solid Memory is an app that helps students 
effectively memorize new vocabulary, revise, 
and remember what they have learne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eatures is that 
students can self-direct their English learning 
experience by creating their own vocabulary 
word list. 
For instance, learners can look up the meaning 
of the new words in this app and add the 
words to a learning list. With the help of the 
algorithm, learners can constantly review the 
words they just learned in different simple 
contents. They can also practice spelling by 
typing the words. Another advantage is that 
learners can calculate how many words they 
have learned. Several TPSSLSS students have 
already tried the app. Here are their 
experiences using Solid Memory:

今年7月何沛勝校長聯同本校兩名學生，出席IDEA Q 舉辦的「閃亮

資助計劃」記者會，席間創辦人馬浚偉先生宣佈，本校將有十名同學

可獲資助，接受專業的演藝培訓課程。課程包含了戲劇、舞蹈與歌唱

表演，由富經驗的專業人士負責。計劃獲得莊家彬太平紳士與丁永章

先生慷慨資助，有助學生啟發潛在才華，回應我校的辦學具體目標 -

「啟學子潛能行千秋大業；承先賢德智育萬世良才」。

其中一位獲得資助的中四級學生溫順仁表示，此課程十分豐富，而且

具有實用性，對提升表演藝術大有幫助。另一位獲得資助的學生江潤

廷則指，好榮幸自己是其中一員，課程能夠讓自己更了解表演藝術，

可以學以致用，將學習成果帶回學校。

本校獲「閃亮資助計劃」支持 
助十學生尋演藝夢

問：現就讀哪一所院校？哪一門

      學科？

答：我現在就讀於香港科技大學工

商管理（資訊系統）學科。

問：應考文憑試有什麼需要準備？

答：除了知識之外，我覺得還要

準備一個良好的心態。如果考試

時太過緊張，怕自己考差，就會

容易走神或者寫錯字，無法發揮

自己應有的能力。因此，在考試前

一個星期，我覺得除了照常溫書

之外，最重要的是分配多點時間

讓自己放鬆，開導自己，讓自己

能以平常心去應考。

問：獲取好成績的最重要的三個

      因素是什麼？

答：三個因素是自信、努力和放鬆。

在開始衝刺時，要相信自己努力就

有回報，這能幫助自己堅持。而在

過程中，努力和放鬆是分不開的。

努力意思是我們不僅要花多點時間

溫書，還要保持專注。放鬆就是在

溫書之外，我們也可以用一些時間

去做一點自己喜歡的事情，比如我

會去跑步或聽歌。做這些能讓我們

回復能量去面對下一天的溫習。

問：大學畢業後有什麼期望？

答：我希望畢業後能在初創公司工

作。因為在那裡會遇到更大的挑戰，

並且初創公司會更加接受員工的創

新想法。

問：母校如何幫助你應付文憑試？

答：母校給了我很多資源。我的學

科老師們會幫我們補課、操卷，所

以我們才能更加適應DSE的考試模

式，減緩緊張感。而且，學校的圖

書館也提供很多試卷和參考書，讓我

們備戰文憑試。

問：對師弟師妹有什麼贈言？

答：我一直很喜歡一句話，「不是

有希望才去堅持，要堅持了才會有

希望。」夢想沒想像中那麼難成真，

希望師弟師妹可以勇於追夢，不要

害怕嘗試。

DSE 優秀生 - 李凱俊

問：從李凱俊身上，師弟師妹可學到甚麼？

答：「正視自己的弱點。」在中四至中五的上學期，他的英文發音實在難

以應付文憑試的口試和校本評核的要求。但他堅持「知恥近乎勇」，每天

朗讀英文報紙給老師聽，再從中改善發音，在中六時已能充滿自信地進行

5分鐘的匯報。「珍惜每一個學習機會。」除了學校補習班，他積極參加每

一個活動，例如長跑比賽、扶少團、作文比賽等，擴闊自己眼界，令他的

短短4年中學生涯多姿多彩。

课堂体验及资讯日
曾璧山(崇兰)中学

Google Form
申請表

問：最想感謝什麼人？

答：我最想感謝的人是我的班主任

楊sir。他對教學很有熱誠，並且

在中四開始已經用很多課餘時間幫

我們補習，中五開始每晚也幫我們

練習英文。我的英文水平本來很差

，是因為他的教導，我的英文才能

取得level 4，從而順利入讀心儀的

學科。所以我十分感謝楊sir的無私

和付出！

閃亮資助計劃合照 2021・11・27 
星期六 9:30AM-11:30AM
2021・11・20 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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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知識增益課程

新學年，本校開創先河，專為沒有修讀三科選修科的中四及中

五級學生開設校本高中知識增益課程，學生可以在兩年內按個人

興趣修讀其中四科增益課程。課程旨在讓學生接觸不同範疇的事

物與知識，了解自身興趣及潛能，對未來出路亦有更多選擇。課

程包括：歐美文化、中國文化及文學、工程科學、宇宙及地球科

學與經濟及理財。

本校提供生活化的課程，讓學生涉獵多方面領域，增廣見聞。如：

歐美文化科主要教授西方體系與世界觀，讓學生理解歐美文化與

本地文化的差異，掌握各地文化精髓；宇宙及地球科學科是培養

學生具備「地球科學」的基本素養，即：知識、思維、技能、態

度等，讓學生更能了解或關心日常生活中有關地球科學的時事。

工程科學課堂宇宙及地球科學課堂中國文化及文學課堂

DSE 優秀生 - 蔡祥兒

問：大學畢業後有什麼期望？

答：我計劃修讀完教大後，成為

一名老師，利用我的專業知識去

貢獻社會。

問：最想感謝什麼人？

答：我特別想感謝我的地理老師——

梁嘉怡老師。梁嘉怡老師無論在網

課上還是在實體課上，都給予我很

大的幫助。在上實體課時，梁老師

給了我大量的支援，例如幫助我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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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任教中文及生活與社會科的李嘉敏老師，也是

生涯規劃組的成員，很高興能成為璧山大家庭的一份子。這裡

同事熱心關懷，彼此支持；學生互助互愛，純樸受教。

大家好，我是中文科朱鑑銓老師，負責紅十字青年團的義工服

務。在本校任教期間，見證不少同學在學校裡得到知識，繼而精

進自己，於我來說是最大的工作動力。

新進教師分享  - 朱鑑銓

我喜歡與同學分享自身的見聞，以生命影響生命，我相信學校處

事嚴謹，並注重互相關愛的文化，能令不同的學生都得到人生成

長的養份。

最後，在此希望同學能在TPSSL找到自身所長，並不斷努力，以

所學回饋社會與家庭！

新進教師分享 -  李嘉敏

我的個性開朗，喜歡以樂觀正面態度鼓勵學生；我也喜歡學習，

涉獵和實踐不同範疇知識，譜寫一頁又一頁的新故事。

璧山校園活動豐富，師生關愛滿溢，祝願各位同學能在此好好

享受校園生活，努力讀書，為未來學習奠下穩固基礎，開創你

們的新故事。

DSE 優秀生 - 楊隽

問：現就讀哪一所院校？哪一門

      學科？

答：現在就讀浸會大學理學士。

問：對大學生活有什麼期望？

答：希望在大學中可以探索自己

真正的興趣，了解自己未來想從

事的職業。

問：獲取好成績的最重要的三個因

素是什麼？

答：第一個因素就是老師的幫助。

記得我操練試題時遇到很多不認識

的問題，老師們都會很盡力地解答

。有時候我會問很多問題，老師們都

是很耐心地解釋。第二個因素就是

努力。正所謂「一分耕耘，一分收

穫」，撇除運氣，你付出多少就會

收穫多少。第三個因素就是家人的

支持。我的家人一直很關心我，怕

我壓力太大。他們經常鼓勵我，跟

我說對於我的努力和進步，他們都

有目共睹，只要我盡了力就可以。

正因為這樣，我才能以一個較為放

鬆的心態去面對文憑試。

問：最想感謝什麼人？

答：我最想感謝老師們，特別是我

的英文老師楊庭暉老師。楊sir為了

提升我們的英文成績，不惜犧牲自

己晚上的私人時間，每天幫我們補

習，盡心盡力為我們備戰DSE。

問：母校如何幫助你應付文憑試？

答：我同時亦感謝母校投放資源聘

請補習老師，令我們可以學到更多

知識和應試技巧。同時，圖書館亦

有很多關於文憑試的筆記以及練習

可以參考借閱。

問：應考文憑試有什麼需要準備？

答：在即將應考文憑試之前，特別

在應考英文聆聽的前一個星期，同學

可以一直播放往年的英文聆聽。這

樣可以令我們的耳朵提前適應，到

真正應考那天就不會特別緊張了。

問：對師弟師妹有什麼贈言？

答：希望師弟師妹們除了努力讀書

之外，亦要想清楚自己的出路。

如果希望考上大學，那就要更加用

功。除了上大學，不妨考慮一下其

他的出路。凡事做好兩手準備，不

要等到放榜一刻才思考。在這裡，

希望各位師弟師妹可以朝著自己的

目標邁進。

問：現就讀哪一所院校？

答：現在就讀香港教育大學。

「以生命影響生命」 「共同譜寫新故事」

清不同的地理概念，而在線下也會

為我提供大量的文憑試應試練習，

同時也為我解除疑難，因此我非常

感謝梁嘉怡老師。

問：蔡祥兒當年的備試情況如何？

答：祥兒明白入讀大學，英文成績至關重要，

所以進入高中後，就開始投放額外的時間在英

文科上，儘可能地彌補自己的弱項。中六備試

時，她每天回校操練往年的試題，遇到不懂的

問題時，也會主動找老師約時間答疑。

問：學校提供了甚麼資源及策略來幫助學生應

    付文憑試？

答：學校老師利用私人時間幫助學生補習；圖

書館亦購買了許多文憑試的筆記和參考書；生

涯規劃組也為學生提供升學輔導，盡力幫助同

學報讀理想院校。

問：從蔡祥兒身上，師弟師妹可學到

    甚麼？

答：「跳出舒適圈，不斷突破。」她曾

懷疑自己過於內向，不擅於在公開場合

表達自己。出乎意料的是，她主動報名

參加演講比賽，鍛鍊自己的信心，甚至

參與錄製了在電台播出的原創廣播劇。

正是這樣不斷突破自己的上限，才造就

了不留遺憾的自己。「勝不驕，敗不餒。」

祥兒的成績有過名列前茅，也有過短暫

的低谷。但她能在每一次考試中都汲取

教訓，反思自己的問題，並能迅速回歸

狀態，針對性地提升自己的能力。

問：楊隽在學習上有何特質？

答：楊隽是一位努力上進、擁有高階自主

學習能力的學生。他上課非常專注，常常

用一本厚厚的筆記簿摘錄課堂重點及老師

提點。

如果仔細看看他的課本及筆記簿，每頁都

滿佈摺痕，相信是記錄著他長時間翻閱溫

習的痕跡。另外，他亦著重分析自己答題

表現，透過觀察自己的答題的錯處來促進

學習，減低日後重複犯錯的機會。這種積

極、孜孜不倦的學習態度，或許就是他成

功入讀大學的原因！

問：從楊隽身上，師弟師妹可學到甚麼？

答：「態度決定高度。」楊隽對待任何事

情都持「認真」的態度，非常值得我們學

習。皆因心態決定事情的成敗，用正確的

態度做事，就能做得好。學校是培養學生

應對未來生活挑戰的地方，若在

校園能以良好的態度學習，相信

日後持著這種信念投身社會，你

們亦會成為讓老師們自豪的棟

樑。「相信自己，搏盡無悔。」

十隻手指有長有短，每個人的能

力不同——有些同學文科能力較

強，有些同學較醉心於理科，又

或喜歡體藝。楊隽同學也是如此，

他的文科表達能力較強，下筆千

言，文思泉湧，惟在數理科方面

可能較為吃力。儘管如此，我們

亦要懂得欣賞自己的長處，取長

補短，凡事盡力而為，相信亦能

收穫滿滿。 足本訪問

  可掃以下

     QR Co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