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璧山(崇蘭)中學 
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二年度周年報告 

「促進香港與內地姊妹學校交流計劃報告」 
 

第一部分：交流活動詳情 

項目 

編號 
交流項目名稱及內容 預期目標 評估結果 反思及跟進 

1. 

 

粵港澳體育科教育交流 

我校體育科李兆年老師、吳慧思老

師與廣州市鐵一中學張戈老師與

2021 年 10 月進行線上交流，兩校

體育教師共同交流教與學的經驗。 

加強兩校教師層面

的交流，促進友好

關係 

交流活動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下進行，透過是次

活動，兩校教師相互交流，成效不俗。 

  

兩校教師希望兩校能多

作交流活動，擴闊兩校

的交流層面。亦表示疫

情結束後，非常希望我

校師生探訪他們，保持

交流。 

2. 粵港澳姊妹學校中華經典美文誦

讀比賽（廣州） 

本校學生與 2022年 1月與姊

妹學校廣州市鐵一中學合作，集

體誦讀中華經典美文《傳承》，展

現兩地風采。 

參賽同學： 

張佑維、李姿蓉、蔡愷婷、林允

臻、劉穎、羅銳聲、吳振鵬、江

潤廷、陳栢洲、廖偉龍 

通過締結姊妹學校

關係，加強兩地青

年學生的溝通交

流，開闊青年學生

的視野，增進彼此

間的友誼。 

在粵港澳姊妹學校中華經典美文誦讀比賽（廣

州）榮獲「中學組一等獎」、「最具風采獎」及

「最佳網絡人氣獎」。 

校園天地｜粵港澳中華經典美文誦讀比賽 曾

璧山(崇蘭)中學奪三獎 | 香港 01 

https://www.hk01.com/sns/article/725603 

雙方師生都期待可以

下年繼續參與比賽。 

https://www.hk01.com/sns/article/725603


 
 

3 廣州市鐵一中學 70週年校慶 

    何沛勝校長應邀，於 2022年 3

月 5日線上參加廣州市鐵一中學七

十週年校慶，並錄製賀辭，於會場

上播放，為鐵一中學師生送上祝

福。 

加強各校教師層面的

交流，促進友好關

係，加強內地師生對

本校的認識，促進兩

校友好關係。 

視像交流活動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下進行，透過

是次活動，兩校領導相互交流，成效不俗。 

 

周偉鋒校長希望兩校能

多作交流活動，擴闊兩

校的交流層面。亦表示

疫情結束後，非常希望

我校師生探訪他們，保

持交流。 

4 粵港澳姊妹學校中華經典美文誦

讀比賽（梅州） 

本校學生擬於 2022 年 5 月與

姊妹學校梅州市沐彬中學合作，集

體誦讀中華經典美文《岳陽樓記》，

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展現兩地

風采。 

促進粵港澳學生對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的認識和欣賞，提升

粵港澳學生的語文

運用、表達能力和學

習興趣，加強粵港澳

姊妹學校觀摩學習

交流、增進師生情

誼。 

 雙方師生都期待可以

下年繼續參與比賽。 

5 豫港澳姊妹學校中華經典美文誦

讀比賽（鄭州） 

    本校學生與 2022年 4月 29日

與姊妹學校鄭州市上街實驗初中

合作，參加線上朗誦比賽，加強文

化交流，展現兩地風采。 

參賽同學： 

劉穎：《歲暮到家》+《唐多令·惜

別》 

羅銳昇：《雜詩》+《蝶戀花·出塞》 

梁晉碩：《雜詩》+《蝶戀花·出塞》 

陳希晴：《春日雜興》+《高陽台·

西湖春感》 

加強內地師生對本校

的認識，提供交流教

與學經驗的機會，互

相交流分享，促進兩

校友好關係。 

梁晉碩同學在豫港澳姊妹學校中華經典美文誦

讀比賽（鄭州）中榮獲三等獎；劉穎、羅銳

昇、陳希晴榮獲優秀獎。 

雙方師生都期待可以

下年繼續參與比賽。 



 
 

6 香港煙台同鄉聯誼會向本校捐贈

防疫物資 

    香港疫情漸趨緩和，學校逐步

恢復面授課堂，2022 年 4 月 19 日

香港煙台同鄉聯誼會、港旌同盟協

進會到本校捐贈一批防疫物資，為

助力學校復學防疫，守護師生的生

命安全。 

捐贈現場，港區煙台市政協常委、

香港煙台同鄉聯誼會會長蓋相宇

以個人名義向曾璧山(崇蘭)中學

捐贈 1000個新冠快速檢測試劑盒、

以協會名義捐贈 1000 個 KN95 口

罩，為學校復學後師生的安全構築

起堅固的屏障。 

加強內地師生對本

校的認識，提供交流

教與學經驗的機會，

及透過兩校的聯校

考察，互相交流分

享，促進兩校友好關

係。 

 

泰山關愛，暖心校園——香港煙台同鄉聯誼會

向曾璧山(崇蘭)中學捐贈防疫物資

https://mp.weixin.qq.com/s/9ISNJ1cO-

_O2Im5mSTHHWQ 

蓋相宇會長表示，當前

香港疫情雖有所緩解，

但防控形勢依舊嚴峻，

希望通過捐贈防疫物資

展現社會責任和擔當，

助力學校疫情防控工

作。 

曾璧山(崇蘭)中學何沛

勝校長接受捐贈並表示

此批物資無疑是雪中送

炭，增加了學校防疫物

資儲備，緩解了學校的

抗疫壓力，對香港煙台

同鄉聯誼會、港旌同盟

協進會的愛心善舉表示

由衷感謝。 

7 煙台市開發區實驗中學線上結盟

儀式 

本校於 2022年 6月 29日與

山東省煙台市開發區實驗中學進

行視像簽約儀式。兩校領導層亦

進行教與學的深入交流，了解煙

台的文化及最新的發展，為之後

的兩校學生互訪做充足的準備。 

加強內地師生對本

校的認識，提供交

流教與學經驗的機

會，及透過兩校的

聯校考察，互相交

流分享，促進兩校

友好關係。 

 

煙台開發區實驗中學與香港曾璧山（崇蘭）中

學締結姊妹學校簽約儀式圓滿舉行 

https://mp.weixin.qq.com/s/A8dBDhLmw6zLK-

SY7P6mqQ 

 

雙方校領導計劃於通

關後儘快安排兩校互

訪，為學生交流打下基

礎。 

 

https://mp.weixin.qq.com/s/9ISNJ1cO-_O2Im5mSTHHWQ
https://mp.weixin.qq.com/s/9ISNJ1cO-_O2Im5mSTHHWQ
https://mp.weixin.qq.com/s/A8dBDhLmw6zLK-SY7P6mqQ
https://mp.weixin.qq.com/s/A8dBDhLmw6zLK-SY7P6mqQ


 
 

第二部份： 
A. 每項活動的財務安排 ( 2021 - 2022學年撥款：$ 154 , 950 ) 

項目編號 交流項目名稱 支出項目 費用 備註 

1 粵港澳姊妹學校中華經典美文誦讀比賽（廣州） 

(01/2022) 
運送拍攝器材至會場交通費 $177.90  

2 

煙台市開發區實驗中學線上結盟儀式 

（06/2022） 

優化學校直播器材 

4k圖傳設備、拉線工程、充電器 
$48,920.00  

優化學校拍攝器材 

購買相機、鏡頭、閃光燈 
$43,760.00  

購買 HDMI粗線 $579.00  

購買 HDMI延長器 $658.00  

購買 Sony DV 大電池 $850.00  

購買 USB Capture Card（4K） $480.00  

購買綠聯 HDMI 線（8K） $628.00  

購滿 2米 AMG55 $440.00  

3 優化下學年視像交流器材 

（08/2022） 
安裝直播系統 $45,725.00  

總計支出： $142,217.90  

年度結餘： $167,682.10  

備註： 

2020-2021學年結餘： $ 154,950.00 

2021-2022 學年撥款： $ 154,950.00  累積可用款項：$ 309,900.00    2021 - 2022學年總計支出： $142,217.90 

2021-2022學年結餘： $ 167,682.10       ( 退回教育局  $ 12,732.10 )  

2021-2022學年結餘： $ 154,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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