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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老師一向不遺餘力，積極協助中六學生備戰；學生亦迎

難而上，多年來在文憑試屢創佳績。本校師生齊心，創造輝

煌成績，並為我校邁向百年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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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achers’performance

5B class’s Li On Kit

Overall Champion of the competition

TPSSLSS Inter-house 
English Singing Competition 

多元精彩校園生活

日前曾璧山(崇蘭)中

學劇社舉辦了兩場名為

《戀人絮語》的音樂劇

，不少同學進場支持，

更吸引了著名藝人馬浚

偉先生前來指導欣賞。

The first TPSSLSS Inter-house English Singing Competition

本校競技啦啦隊及雜

耍隊成員，獲社區人士

認同，獲推薦參與演出

「 匯 豐 香 港 社 區 節

2021」，在台上盡展所

長，為校爭光。

        隊､雜隊隊獲邀參與匯豐香港社區節2022

日前本校19位中四

視覺藝術科同學參加

了「賽馬會油牆作樂

校園藝術計劃」，與

藝術家Sally Leung在

校園展開壁畫創作項目

，畫出曾璧山(崇蘭)中

學學生們多姿多采的校

園生活。

WE CAN SHINE! 校園壁畫創作

活動由沙田民政處全力

支持並假我校舉行，旨在

弘揚中華文化及推廣世界

和平信息，當日100位參

加者一同抄寫心經，洗滌

心靈，更創造了可持續發

展SDG世界紀錄！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暨世界和平書法日

池清歡同學
成績：5*、5*、5*、5、5、4

香港中文大學

專業會計學學士

2017
明潔同學
成績：5*、5、5、4、3、3

香港大學 

中醫全科學士

2018
鄒丰澤同學
成績：5*、5*、5*、5*、5*、5

香港大學 

理學士(精算學)

2019
曾敬威同學
成績：5**、5、5、5、4、4

香港大學 

理學士

2020
管仁  同學
成績：5*、5*、5*、5*、4、4

香港理工大學 

醫療化驗科學(榮譽)理學士

2021
李凱俊同學
成績：5*、5、5、4、4、4

香港科技大學 

工商管理學士(資訊系統學)

2022
黎雯茹同學
成績：5**、5*、5、5、4、4

香港中文大學 

語言學

榮耀金榜

馬俊偉先生觀看本校音樂劇《戀人絮語》

2022年11月26日(星期六)
上午10:00-中午12:00
地點：曾璧山(崇蘭)中學

上午10:30-上午11:15
校園參觀

上午10:00-上午10:30
中學課堂體驗：
・科學堂（月球車）
・工程科學堂（熱轉印T恤）
・科技與生活堂（蕾絲餅）
・視藝堂（竹編書籤）

網上報名

上午11:15-中午12:00
學校介紹&問答環節

*請於2022年11月21日(星期一)
 下午4:00前於網上報名。

查詢電話：2640 4933 



沈祖德老師

去年應考文憑試的學生長時間經歷停課及線上學習，學習進度難免

受影響，但本校學生堅毅奮進，在不同學科都有顯著進步，當中有學

生以優異成績獲著名院校取錄，入讀心儀學科！今期校訊，我們邀請

了其中兩位同學及她們的科任老師一同分享應試及教學心得！

全力備戰文憑試  應試心得齊分享

問：獲得理想成績，你有甚麼感受？

答：其實我從來沒有預想過自己能

取得如此佳績，當看到成績表的那

一刻，我十分興奮和感動！而這個

成績亦為我的中學生涯劃上圓滿的

句號。

問：你最想感謝哪位老師？

答：我最想感謝的是譚詠珊老師，

她是我在曾璧山（崇蘭）的第一位

班主任。在我迷茫、有困難的時候

，她會耐心地跟我聊天，給我建議

。我很幸運這份關愛整整持續了五

年，一直陪伴著我成長。

問：學校如何幫助學生應付文憑試?

答：記得在考試前夕，學校增加了多次補課，而雯茹是一位十分認

真的學生，每次均會出席，並認真地對待每次應試訓練。老師明白

每位同學都有不同的學習步伐，為了照顧學習差異，在文憑試補課

時，地理科按照學生的能力分了不同小組，針對同學的需要補課。

例如有「進階題型小組」及「知識重溫組」，陪伴同學一起衝刺，

應對DSE！

梁嘉怡老師

DSE優秀生——黎雯茹

入讀香港中文大學 語言學

DSE優秀生——卓莎莎

入讀香港城市大學 物理系問：獲得理想成績，你有

甚麼感受？ 

答：在公布考試成績後，

我一方面覺得很安心，一

方面覺得有些緊張。安心

的是DSE成績超出我的預

期的，表現不錯；而緊張

的則是將要升讀大學，踏

入一個未知的階段。 

問：你最想感謝哪位老師？

答：我最想多謝沈祖德老師和吳慧思老師。在備試期間，沈

老師會抽出自己休息的時間，給我們額外的指導。而由於備

試期間長期在家溫習，難免會感到煩悶，吳老師會發送資訊

鼓勵我、為我加油，令我的學習動力又燃燒起來。 

問：母校如何幫助你考獲理想成績？ 

答：在備試期間，各科老師都會派發溫習資料並且替我們補課

，也會即時解答我們的問題。特別是在通識科上，沈老師會根

據每個人的不足作個別指導，終令我考得5*佳績。沈老師亦

提醒我們，若有把握在通識科考取高分，可以撥出更多時間溫

習自己不擅長的科目，因此我亦抽出更多時間溫習其他科目。 

問：你有什麼應試策略想分享？

答：考試前必須訂立溫習時間表，並計劃好備試期間要做的

事情，如透過訂立To do list（待辦清單）明確規劃每一天要

做的事項，這樣就不會浪費時間。 

問：卓莎莎有甚麼特質？

答：莎莎是一位比較慢熱

及謙虛的學生。還記得莎

莎在中四時的通識成績不算突出，亦未能做到「一點就明」的

境界，但這兩年間她的變化真是十分明顯，亦可以感受到她背

後所付出的努力。另外，莎莎在課堂上不會高調地顯示自己的

學識，往往是默默地聽課，並持續進步，到了中五下學期，從

她的答題卷中能見到她有很大的進步。

問：學校如何幫助學生應付文憑試?

答：本校一直有補課政策，通識科亦不例外。不過，針對成績

差異極大的6B班來說，單一的補課練習未能滿足所有同學，

所以我的補課會分為兩班，包括針對改善答題技巧的「通識奮

進班」以及爭取更好成績的「通識摘星團」，莎莎便是摘星團

的其中一個成員。雖然因疫情關係令補課訓練時間縮短，但每

次上摘星班時，莎莎都表現得積極投入，不放過每一次練習的

機會，這種堅毅的意志，可能就是她成功的最主要原因。

問：有甚麼說話鼓勵本校學生？

答：我希望藉莎莎這個例子鼓勵所有同學：你們也可以成功！

莎莎能考取佳績，最主要是靠後天的勤勞、堅毅，只要願意，

任何人也可以憑藉自身刻苦的付出而獲得成功，大家加油吧！

問：黎雯茹有甚麼特質？

答：雯茹有「打爛沙盤問到

篤」的精神，學業上遇到不

明白的地方，都會向老師發

問，下次遇到同樣的題目，

就可以更準確回答。

高中知識增益課程
為了讓學生接觸不同範疇的事物與知識，了解自身興趣及潛能，從而對未

來出路更加明確，本校於上學年開創先河，開設校本高中知識增益課程。課

程包括歐美文化、中國文化及文學、工程科學、生命科學、宇宙及地球科學

和經濟及理財。今期校訊，讓我們先了解其中三個課程！

謝穎恩老師：「歐美文化多元有趣，本

科以學術角度探討西方文化，讓學生更

認識西方體系與世界觀，理解及察看歐

美文化的差異，掌握文化的精髓。」

朱鑑銓老師：「中國文化博大精深，本

科旨在闡述與探究中國文化之特質及內

涵。藉著賞析不同作品，豐富同學在中

國文化與文學方面的認識，達至提高鑑

賞和評鑑文學能力的目標。」

梁嘉怡老師：「宇宙浩瀚無垠，神秘多

變。本科旨在與學生認識日常接觸的地

球環境，了解人類與地球關係唇齒相依

。另外，透過探索太陽系及宇宙奧秘，

啟發學生對天文宇宙的興趣。」

歐美文化 中國文化及文學 字宙及地球科學

4B譚寶怡：「課程增加了我對歐美國

家的歷史和飲食文化之興趣，尤其是法

國。我在課堂學到凡爾賽宮的歷史，了

解到以前法國貴族的裝束、法國餐的禮

儀、藍帶廚藝學院等方面的知識，令我

獲益良多。」

5B黃河深：「我在這課程了解到很多

中國傳統文化，亦欣賞到人物傳記、武

俠小說等不同有趣的文學，令我深切體

會到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

5B張穎彤：「我通過這課程學習到宇

宙星宿的新知識，特別是參觀太空館的

活動帶給我新奇的體驗，確實令我獲益

良多！」

大家好！我是余宛霏老師，是香港教育大學健康教育榮譽學士一

級榮譽畢業生。現時任教初中中文科及高中知識增益課程生命科

學科，亦是扶輪少年服務團的負責老師。

新進老師分享

初入教育界，我希望自己既是嚴師又是良友。嚴厲的教導學生

從懵懂無知到獨立自主，耐心的引領學生發掘個人的潛質才能

，形成自身的人格魅力，並對母校和自身富有榮譽感。

Hello, everyone! I am Mr. Tso. I teach English and I am also a member of 
the football club. I studied General Linguist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graduated with �rst-class honors. Throughout my 
undergraduate studies, I was trained to be capable of understanding 
how we encode meanings and analysing languages in a more 
informative manner. To arouse students’ interest and passion for 
studying languages, to bring a positive attitude to the classroom each 
day, and above all, to become a mentor of the students have always 
been my goals.

Being a teacher here, I am always amazed by students’ enthusiasm and 
passion for learning English. I look forward to sharing my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in studying languages with our students!

老師介紹歐美文化

學生參觀太空館欣賞銀河系學生分享詩詞歌賦

問：母校如何幫助你考獲理想

成績？

答：其實每科老師都會為我們準

備很多溫習資料，而在備試期間

，也特別另約時間網上溫習。以

地理科為例，梁老師除了為全班

安排補課，也按能力和需要把我

們分成不同的溫習小組，照顧到

每一位同學的需要。

問：你有什麼應試策略想分享？

答：關鍵是多練、多寫，不要

怕辛苦。而在每一次操題的過

程中，都會加深印象，考試自

然更得心應手。

問：你有什麼說話勉勵師弟妹？

答：DSE只是人生中的一個階

段，我們固然要全力以赴，但

也不必過分緊張。就算不小心

失手，仍要繼續努力向前走，

走着走着，路便會出現。

本校一向注重教師質素，透過吸納及建立一支優專業秀的

教師團隊，發揮龐大的力量，幫助學生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