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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璧山中學於 2021 學年正式更改校名為曾璧山(崇蘭)中學。
曾璧山居士生於 1895 年，拜清末大儒康有為先生弟子陳子
褒(別號崇蘭)為師。上世紀初，年青的曾璧山從內地來港後，
目睹當時香港大量兒童失學，為紀念師恩，於 1923 年創辦
崇蘭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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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al Room Escaping ‒ A way to stay safe and have fun with friends in English

曾璧山中學尋本溯源 
更改校名為「曾璧山(崇蘭)中學」

數十年來，「崇蘭」春風化雨，桃李滿門，香港不少官紳賢士、中外學者

皆出自其門下。崇蘭校友為紀念曾居士的啟蒙教誨及對香港社會之貢獻，

於1990年創立了「曾璧山中學」。

 

「承先賢德智，啟學子潛才」是曾璧山中學具體的辦學方針。曾璧山中學

創校至今，一直努力培養同學成為貢獻社會的良好公民。在老師的默默耕

耘和家長的支持下，同學表現日益進步，無論在學術、體育、藝術及科創

上皆屢獲殊榮；近年，每屆的香港中學文憑試皆有同學進入香港頂尖學府

(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或香港科技大學)繼續升學；經多年努力，學校

已得到社區人士廣泛認同，更連續多年獲得「關愛校園」的榮譽。

 

尋本溯源、薪火相傳，為了延續及承傳曾璧山居士的崇高辦學精神及培養

莘莘學子的信念，我校法團校董會經詳細討論後，議決於 2021 年更改校

名為「曾璧山(崇蘭)中學」。曾璧山居士的學生何文滙教授(前香港中文大

學教務長)已於 2018 學年本校的畢業禮上，向在場所有的嘉賓、家長及全

體師生公佈兩校結合的喜訊。此事已於學校行政委員會、全體教職員會

議、家教會及校友會等會議相繼獲得通過。

崇、曾兩校同源同德，為了讓曾璧山居士的崇高教育理念發揚光大，經辦

學團體倡議，法團校董會申辦，香港教育局確認，曾璧山中學將於2021年

9月1日，正式更改校名為：

中文：曾璧山(崇蘭)中學

英文：Tsang Pik Shan (Sung Lan) Secondary School

Are you bored at home?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it is sensible to stay home and keep social distancing. Still, 
everybody needs a friend. To resolve this dilemma, students of the English Society participated in an interactive 
online game named “Virtual Room Escaping” recently. It was done on Zoom which allowed participants to work 
together, discuss their strategies, and accomplish different tasks as a team.

Initially, stud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teams with around 6 teammates each, including the game instructors. Before 
the game started, students voted to choose the following roles: leader, reporter and explorers. One of them was in 
charge of the game server control panel, known as the host of the game. 

One of the difficulties of playing the virtual room escaping, compared with the real one, is that not every student can 
have the chance to touch objects and to reveal the code underneath. Hence, they would need to communicate with 
their teammates occasionally. To win the game,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fully utilize not only their problem-solving 
skills, but also their abilities to do reading comprehension, communicate and compromise with one another. 

 

As seen from the photos, students have learnt a lot from the game while working hard to solve the puzzle. There was 
one part where the teacher was particularly impressed by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tudents. In this part, students 
were required to read a story to decode the meaning of an English word. The students applied their logical thinking 
skills to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and receive the next passcode. They did a marvelous job.

Jack Yi Tsang Kit, a student from 5B, also took part in this activity and thought it was a fun game. He felt that it was 
entertaining to pick up fragmented clues to complete each mission with his teammates. He really enjoyed being a 
detective and solving different puzzles together. He is looking forward to participating in similar activities again.

A survey has been conducted after this event. Almost 80% of the participants replied that they would recommend 
“Virtual Room Escaping” to their schoolmates when English Society organizes this game again in the future! If you 
want to stay safe and have fun with friends, seize the opportunity next time!

為了弘揚中華文化，展現中國旗袍服飾及東方女性的魅力，中國旗袍協會及香港中華禮儀振興會聯合舉辦

了「全港旗袍設計比賽」，讓旗袍文化走進校園及家庭。

5A班何藹霖同學也是其中一位參賽者，她更在比賽中獲取優異獎。何同學表示她很高興能參加是次比賽，由

繪畫到製作過程，她都非常享受，同時亦深深體會到旗袍除了能展現我國傳統服飾文化外，更能凸顯女性婀

娜多姿的線條美。

何同學的創作靈感來自農曆新年，將揮春上的吉祥句語放在旗袍上，如︰吉祥如意、年年有餘、花開富貴

等，亦有「家和萬事興」的寄意，希望每個家庭都萬事興旺、家庭和睦！

「第二屆全港旗袍設計比賽」  5A班何藹霖獲優異

何藹霖得獎作品

何沛勝校長

在此，感謝各界人士多年

以來對兩校的鼎力支持，

期望在各社會賢達繼續支

持及協助下，以曾璧山居

士的教育理念為經，以傳

統中國文化價值為緯，延

續曾璧山居士作育英才的

教育理想，繼續為香港教

育作出貢獻。

Each door would need a clue to open. It was a sweet thrilling success! Reading together to find a clue.



靜觀學習 療癒身心 朗誦比賽奪冠   提升個人能力

由和諧之家主辦，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 -「踏步向

前」家暴防治計劃的「和諧•Pass It On 全港郵票設計比

賽」，本校3A班李姿蓉同學在眾多參賽作品中脫穎而出，

勇奪中學組冠軍，獲得獎金1000元及獎狀。

李同學表示：「我很榮幸在比賽中獲得中學組冠軍。我希

望透過這個郵票設計，表達家庭成員之間應互相支持及尊

重，以建立和諧健康的家庭。作品運用暖色系表達家庭溫

暖，右下方的小手代表兒童，它化身為小鳥，寓意在家長

的愛護下飛翔成長。」

為了減輕學生在疫情期間的學習壓力，農曆年假

後本校為中四級同學舉辦了「身心療癒靜觀退修

營」。活動由香港青年協會負責，目的是讓同學可

以暫時遠離學業上的壓力，透過粉彩體驗、伸展運

動、深度放鬆等靜觀練習，在舒適的環境中體會活

在當下的樂趣，放下生活壓力。

中四級譚家軒同學認為活動十分有意義，能教授同

學靜觀的好處及方法，讓同學可以在家中自行練

習，從而減輕日常生活的壓力。

此外中四級紀詩橋同學表示活動讓她可以暫時忘記

煩憂，心神安定，精神凝聚，期待日後學校會舉辦

更多同類型的活動。

「心靈加油站」抒發心中鬱結
此外，為了令同學可以盡情地表達內心的感受，2021年3月，輔導組為初中同學舉辦了一個名

為「心靈加油站」的工作坊，讓同學了解壓力的成因，以及面對壓力時的常見反應。同時，工作坊

亦會教授同學面對壓力時的處理方法，學會善待及關顧自己的心靈需要，健康快樂地學習。

1923年，曾璧山居士為紀念恩師陳子褒先生(別號崇蘭)，在香港創辦了崇

蘭學校。崇蘭舊生為紀念曾居士的教誨，於1990年成立了曾璧山中學。為延續

曾居士作育英才的教育理念，學校計劃將退役雙層巴士命名為「璧山號

1923」，寓意曾璧山居士的辦學理念從1923年開始，默默耕耘，延展至今，更

寓意學校因著曾崇二校結合而重新起動，邁向未來。

退役巴士會被改裝為「多感官藝術體驗巴士」，讓學生在活動中體驗、探索、

創作和分享藝術。巴士上層將設置成「ArtsLab（多媒體藝術工作室）」，利

用VR和AR等科技，以及平板電腦、攝影器材等創作工具，作多媒體藝術創作。

巴士下層則會改裝成休閒舒適的「ArtsPace(遊藝空間)」，加設互動藝術裝

置、展板、展櫃及電子屏幕等，用作專題展覽，展示學生的作品和增加互動藝

術體驗。學校計劃邀請學生參與巴士車身設計，以科技藝術及夢想為主題，期

望學生可發揮創意及藝術才能。

何校長衷心感謝九巴的捐贈，並表示巴士停泊於學校新建花園「蘭苑」旁側，

與「蘭苑」相映成趣。「『蘭苑』以傳統中國庭院為藍本，簡樸古雅，富中國

文化特色，伴以具現代藝術感的『璧山號1923』，實是傳統現代之結合，藝術

科技的融和，東西文化的交匯，與『承先啟後，開創未來』理念一致。」

多感官藝術體驗巴士  營造校園藝術氛圍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經已圓滿結束，雖然受

疫情影響，比賽模式由現場評分改為錄影評分，但本

校同學仍然取得理想成績。

獲得普通話女子詩詞獨誦冠軍的中二級同學劉穎表

示，最令她感到自豪的，莫過於提升了自己演繹詩詞

的水平，表達能力亦較以往發揮得更佳。

此外，她認為朗誦訓練的困難與勞累，早已成為過去。

不過，老師教授的朗誦知識和累積而來的經驗卻深深

印記在腦海之中，使她獲益良多。獲獎對她來說是意

想不到的事情，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她定能再創高

峰，為校爭光。

感謝老師悉心教導
另一位榮獲普通話男子詩詞獨誦冠軍的中四級同學梁

晉碩表示，能夠獲取普通話男子詩詞獨誦冠軍是他夢

寐以求的殊榮，他可以為學校獲取這樣的佳績，感到

非常榮幸，在此衷心感謝中文科的老師。

劉同學說：「成功伴隨著汗水，喜悅伴隨著堅信；花

經風雨終成果，苦盡甘來更覺甜。」在老師的悉心教

導下，發揮了應有的水準。此外，本校朗誦隊多月以

來付出的努力，終於得到了各界的肯定，辛苦也是值

得的。最後，他非常感謝學校的栽培，希望能再接再

厲，為自己及學校爭取更多的榮耀。

2A班  劉穎   普通話中一二級女子詩詞獨誦   冠軍

4A班 梁晋碩   普通話中三四級男子詩詞獨誦   冠軍 3A班 莫浩楠   英語中三級男子詩詞獨誦   冠軍

2C班  莫栢言   英語中二級男子詩詞獨誦   亞軍

「第四屆生誠全港學界雜耍比賽」 已於2021年2月6日圓滿結束，

雖然在疫情下比賽需以拍片形式進行，但曾璧山中學仍有多位同學獲

得比賽大獎。中五級麥可靖同學獲得比賽冠軍，中四級何嘉希同學亦

獲得比賽亞軍以及全場最佳個人花式獎。

全港學界雜耍比賽   曾璧山中學奪取佳績

麥可靖同學表示，他對比賽

結果感到非常開心，因為他

投入了很多時間和心機。為

了這一場比賽，他一直努力

地練習。麥同學亦透露，當

中最深刻的體會是由於時間

緊迫，他唯有勤加苦練，所

以能夠在這場比賽中勝出，

他覺得非常高興。他亦多謝

大家欣賞他的表演。

何嘉希同學則表示，當看過

所有參賽者的比賽片段後，

明白到每個人都花了很多心

機去演出，所以他認為得獎

的機會應該不大，但結果他

拿到亞軍和最佳花式獎，感

到喜出望外。

校園內增添退役巴士，開拓藝術創作空間。

學生在車廂內興奮合照。 九巴代表與何校長、岑嘉儀老師及學生一同迎接退役巴士。 李姿蓉的得獎作品

同學正聚精會神地畫出心中所想。

何校長與九巴代表在車上合照。

5C 麥可靖 4A 何嘉希

「和諧•Pass It On 全港郵票設計比賽」
   3A班李姿蓉奪冠

在英文朗誦方面，獲得英語獨誦冠軍的中三級同學莫浩楠表示，他的成功有一

半是來自個人的努力，另一半是因為老師悉心的教導。

由於疫情關係，莫同學依然身處內地，所以在家中錄影時遇到不少困難，同時

也害怕和別人比較，曾想過棄賽。後來，轉念一想，他選擇堅持下去，因為他

覺得應該履行自己的責任。最後，他非常感謝英文科老師的指導和鼓勵，一直

以來，老師在網上很耐心地糾正他的讀音，讓他能自信流暢地朗誦作品。

獲得英語獨誦亞軍的中二級同學莫栢言表示，練習朗誦時遇到很多艱深的英文

詞彙，幸得英文科老師的指導和訓練，使他能夠克服重重難關，最終勇奪亞軍。

所以，他很感激老師的教導和學校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