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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九月 
 

2009200920092009 中學會考放榜的啟示中學會考放榜的啟示中學會考放榜的啟示中學會考放榜的啟示        
 

新學年伊始，善德校園繼續去年未完成的維修工程，包括更換全校教師學生

洗手間及改建部份特別室作課室用途，裝修後已煥然一新，以迎接本年啟動的

334 新高中學制。本年八月放榜的中學會考一如既往有不少考獲 6 優以上的尖子

學生，其中令我最感動的是有聽障的黃意喬女同學。黃意喬同學就讀銅鑼灣聖保

祿學校，她的左耳雖然只餘下一至兩成聽力，仍無阻她取得九優一良的佳績，更

是近年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所取得的最佳會考成績。黃同學坦言，即使身體有障

礙也不需灰心，很多事情只要努力就會做得好，路是由自己走出來的。黃同學亦

指出聽障不單沒有影響她的學習，更激勵她將來立志行醫，幫助更多人。黃同學

從不自怨自艾，反而立志要為香港貢獻力量，濟世行醫，幫助有需要的病人。看

見這位有聽障的同學的刻苦堅毅奮鬥經過和成功座右銘，我希望善德同學會以黃

同學作榜樣，努力用功，為自己將來的理想奮鬥。同樣是中學生，有些人可以克

服困難，堅持用恆心毅力讀書而成功；亦有人選擇得過且過，虛耗光陰，以致最

終一事無成。我最害怕的是香港學生連鬥心也失去，沒有過去數十年香港市民引

以為傲的拼搏精神。如果香港的學生有像黃意喬同學的堅忍毅力，無論處身甚麼

困難逆境，甚麼中學會考、高考和中學文憑考試也難不倒他們，因為「有志者，

事竟成！」。 

本學年其中一項重點關注事項就是要培養學生的責任感，現時很多青少年會

清楚自己有那些權利，但卻很少會想到學生應該履行甚麼責任。由最簡單的準時

上學，準時交功課，專心學習，以致踴躍參與課堂，在學業、課外活動及關心社

會國家作平衡發展，很多同學均未能做到。如果我們是這樣去上學，將來的理想

抱負就更不用談。我期望佛教善德英文中學的學生能身體力行，在求學、做人及

對家庭均以盡責承擔的態度做事，盡其在我，不辜負父母師長的期望，活出多彩

多姿的人生，將來回饋社會。但願各位同學有一個豐盛的學年，在學習上有更大

的得著，並祝願全體員生身心康泰，如意吉祥！ 

 

何滿添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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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善德英文中學零八至零九學年重要事情日誌佛教善德英文中學零八至零九學年重要事情日誌佛教善德英文中學零八至零九學年重要事情日誌佛教善德英文中學零八至零九學年重要事情日誌 

 
二零零九年三月至八月二零零九年三月至八月二零零九年三月至八月二零零九年三月至八月 

 
日期 事件 備註 

9-3-2009 蓬瀛仙館與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

研究系合辦      生活有禮全港文

章創作比賽 高級組  

 

冠軍 4B 馮紫婷、優異獎 6A 何詩雅、韓俊

愉、7A 林嘉偉 

 

 
左起何滿添校長、4B  馮紫婷、6A  何詩雅、6A 韓俊愉、陳逹生老師 

 
13-3-2009 中六曾倚梅同學獲選荃葵青區十

大傑出學生，可喜可賀。 
 

荃葵青區十大傑出學生頒獎典禮獅子會中學舉

行，曾同學家人、容啟謀老師及何校長均有出

席傑出學生頒獎禮。曾倚梅其後以荃葵區傑出

學生身份訪問新加坡 

 
左起：容啟謀老師、曾倚梅母親、曾倚梅同學、何校長 
 
19-3-2009 
26-3-2009 

「青春期溝通之道」李潔蘭姑娘 家敎會試於平日上午舉辦家長敎育工作坊 

      
 
1-4-2009 本校法團校董會正式獲教育局批

准成立。 
教師校董、家長校董、獨立校董將連同辦學團

體校董共同管理學校，陸志剛老師及陸志明老

師分別當選教師校董及替代教師校董。 
4-2009 香港仔街坊福利會與南區區議會

合辦 

「締造綠色社區，共享環保生

活」全港青少年徵文比賽 

初級組: 冠軍 2E 何嘉儀、優異獎 2E 葉彩瑩、

張寶玲 

中級組: 亞軍  4B  馮紫婷 



 
左起何滿添校長、2E  何嘉儀、2E  葉彩瑩、2E 張寶玲、4B  馮紫婷、陳逹生老師、謝暖麟老師 
4-2009 活動名稱：「香港領袖生獎勵計

劃：國情教育課程」 

主辦機構：香港教育局 

參加學生：6S 劉佩珊  

2009 年 4 月本校中六級劉佩珊同學獲選參加

教育局主辦之國情教育課程，前往北京交流學

習。 

  前排左三為劉佩珊同學 
 
3-4-2009 何滿添校長獲邀請到九龍城區華

英中學交流新高中通識教學及評

估經驗。 

華英中學亦為九龍城區著名英文中學，成績優

良，兩校交流有助促進專業成長。 

14-4-2009 英文科舉辦初中英語說話比賽，

初中同學台上表現具自信及鎮

定，在說話、戲劇及演說均有良

佳表現。 

英語的聽講讀寫能力需要持之以恆培養訓練，

這裏要衷心多謝校內英文科同事。 

         
同學參加英語科活動 
 
18-4-2009 佛聯會屬中學舉行教師發展日。 是次邀得中大社會工作學系石丹理教授作嘉

賓，分享影響青少年成長的因素及共創成長路

計劃。講者見解精闢，參與教師校長均獲益良

多。 
21-4-2009 出席於會屬孔仙洲紀念中學舉行

聯校中文科演講比賽。 
會屬中學各同學表現出色，在中國語文及文化

科的說話訓練獲寶貴交流觀摩機會。 
23-4-2009 獲教育局邀請出席荃葵青區中學

校長會與教育局合辦之新高中通

識平台啟用禮，並擔任主講嘉

賓。 

新高中通識平台有助區內教師交流及分享教材

試卷，對應付通識教育作為必修科有極大裨

益。 



26-4-2009 上下午分別出席大嶼山寶蓮禪寺

及東涌區浴佛典禮。 
本年適值佛誕公眾假期實施 10 周年，亦有由

5 月 1 日至 5 月 3 日一連三天於紅磡體育館舉

行之盛大慶祝佛誕活動。 
30-4-2009 校內浴佛儀式及慶祝佛誕節目在

禮堂進行。 
全體教師參加，佛劇以惜緣為主題，教導同學

要珍惜一切，師生同沐佛恩。 
1-5-2009 荃灣區浴佛典禮暨慶祝佛誕典禮

在西方寺舉行。中國佛教協會主

席一誠長老、佛聯會覺光長老、

永惺長老、西方寺住持寬運法

師、區議會主席及荃灣區政務專

員主禮。 

慶祝佛誕過程順利圓滿，本校學生亦有參與中

樂表演，口碑甚佳。 

        
本校同學在西方寺奏樂慶祝佛誕                         學生浴佛 
 
6-5-2009 出席教育局主辦一連六場之新高

中學制領導人研討會系列。 
研討會內容涉及新高中課程、人力資源調配、

版權法、學與教資源管理等。講者均屬教育局

同工，內容豐富，獲益良多。 
15-16/5-2008 
 
 

善德四十位中六同學及校長教師

等共 46 人到訪廣州重點中學廣

州第一中學。 

是次學習交流團蒙廣州一中打點安排，讓善德

同學能作觀課、文藝表演、球類比賽交流及參

觀廣州第一中學簇新宏偉校舍；又蒙校董會撥

款資助同學交通費，善德師生均獲益良多。特

別是內地學生勤懇堅毅的學習態度，一中同學

在宿舍內的自理能力及刻苦生活亦令善德同學

非常敬佩，絕對是香港學生的學習榜樣。 

         
出發前合照                                                           互相交流學習樂趣 
 

     
參觀校舍和設施                                                    在飯堂享用價廉物美的食物 
 
 



11-5-2009 佛聯會會屬中小幼稚園聯校藝術

展假中央圖書館展覽廳揭幕。 
善德同學亦有作品參展，獲嘉賓讚賞。本校新

高中其他學習經歷亦有安排藝術課節，培養同

學多元智能及欣賞能力。 
21-5-2009 中四同學參加香海正覺蓮社主辦

覺光法師壽辰盃青年高峰會。 

 

本校代表在中文科老師悉心指導下獲覺光法師

壽辰盃(最佳表現組合獎)，並獲評判一致好

評。 

 

 
得獎同學與校長及指導老師合照 
前右起 4A 李達鴻、4E 許智傑、 4D  黃昌銘、 4E  施嘉善、4A 謝皓名、 
後左起陳逹生老師、 4C  黃凱盈、4B  馮紫婷、 林曉蕾老師、黃曉雯老師 

 
21-5-2009 出席會屬何南金中學 20 周年校

慶典禮，同日傍晚與其他荃葵青

區中小學校長獲教育局秘書長黃

鴻超先生邀請會面，討論有關人

類新型流感問題及處理方法。 

教育局與不同持份者保持溝通，並向學校繼續

發放處理疫情指引，減少疫症爆發衍生的問

題。 

22-5-2009 獲母佑會蕭明中學陳楊美熙校長

邀請出席時事座談會，討論傳媒

操守及新聞自由問題。 

與會嘉賓包括立法會議員陳淑莊、立法會議員

黃定光、城市論壇主持謝志峰等，參與者均能

就傳媒操守問題坦誠交換意見，友校學生亦踴

躍提問。 
27-5-2009 歡送服務本區多年之警民關係主

任胡樹榮總督察。 
新接任之葵青區警民關係主任為本校第二屆舊

生馬慶國總督察。 
1-6-2009 
 

獲明報總編輯張健波先生邀請出

席座談會。 
明報日後將提供探訪機會予本校學生探訪，了

解報章運作及如何實踐編採獨立自主原則。 
3-6-2009 出席津貼中學議會周年大會。 大會邀請教育局副秘書長陳嘉琪博士及考評局

秘書長張永明博士就新高中學制評核之最新發

展提供資料，與會中學校長垂詢甚詳。 
4-6-2009 出席香港中學校長會周年大會。 大會邀請中文大學社工學系陳廷三教授主講青

少年問題，陳博士深入淺出，以豐富經驗講解

輔導青少年心得，參與校長均大有收穫。 
5-6-2009 出席公益少年團主辦之周年頒獎

禮。 
區內學生熱心公益，在社會服務及個人發展均

有優良表現，殊堪褒揚。 
7-6-2009 出席佛聯會會長覺光長老壽宴。 本校中樂團同學參與晚宴表演，佛聯會董事及

其他嘉賓對本校學生的演出給予極高評價。 

        
同學們合奏頌覺光長老九十壽誕 
 
 



8-6-2009 與兩位副校長出席佛聯會於會議

展覽中心舉辦之會長慶祝典禮。 
會長覺光長老關注佛教會會屬中學發展，對善

德校務一直大力支持。 
25-6-2009 法團校董會舉行家長校董選舉。 黎惠珠女士及劉文芳女士分別當選家長校董及

替代家長校董。 
26-6-2009 中五中七畢業禮。 邀請本校舊生現職元朗裘錦秋中學校長潘步釗

博士主禮，潘校長勉勵畢業同學要積極拓闊視

野和懂得感恩，為迎接將來挑戰作更佳準備，

畢業班同學獲益良多。 

        
何校長與畢業同學合照留念                                潘步釗校長勉勵畢業同學 
 
27-6-2009 出席中三姚玉軒同學獲獎典禮。 姚同學多才多藝，獲小童群益會主辦之青年製

造時裝設計獎項。 

  姚玉軒同學獲青年製造時裝設計獎項 
 
30-6-2009 中七高考放榜，優良率近

46%，多科優良率超過四成，詳

情請稍後查閱學校報告或瀏覽本

校網頁。 

中七蔡嘉華同學獲最佳之三優一良成績，蔡同

學升讀科技大學管理及科技雙學位課程。 

6-7-2009 與區內英文中學安柱中學合辦聯

校教師發展日，講題為新高中學

制的評考適應。 

邀得教育局新高中學制發展組陳鴻昌先生擔任

主講嘉賓，陳先生曾為中學副校長，亦曾任中

文大學躍進學校計劃同工，對學校面對的困難

有極佳掌握，善德及安柱同工均有啟發得著。 

      
主講嘉賓陳鴻昌先生如何適應新高中學制的評考      安柱中學同工參與活動 
 



     
右起: 安柱中學魏樹昭校長、何校長、陳鴻昌先生、佛敎黃允畋中學郭耀豐校長、 
佛教大雄中學何婉瑩校長 
 
7-7-2008 中一放榜。 派往善德的小六學生 99.4%為第一組別學生，

多位小六學生申請轉讀本校，但學額甚少，向

隅者眾。 
11-7-2009 獲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邀請出

席新高中通識會議。同日善德派

發成績表，因應豬流感關係取消

散學禮。 

立法會議員對通識的課程、教學及評估均極感

興趣，垂詢甚詳。何校長亦期望教育局能繼續

提供資源，讓新高中通識科能順利開展。 

14-7-2009 中學生活適應課程開始。 為期兩週的課程期望協助學生盡快掌握學習技

巧及適應英中的學習生活。 

       
 

        
中一同學們積極參與中學生活適應課程 
25-7-2009 中一銜接課程結業禮在本校禮堂

進行。 
超過 300 位中一家長出席，學生展示在適應課

程學懂之部份知識及技能，家長對中一同學的

學習成果表示欣賞，並感謝學校的悉心安排。 

        
學生們在舞台上展示學習成果                            英語話劇 
 



        
家長欣賞學生的作品                                             何校長與獲獎同學合照 
 

23-7-2009 獲教育局教育委員會邀請向來自

英國劍橋大學之教授簡介新高中

334 學制之挑戰及機遇。 

新高中學制屬重大改變，海外國家均希望多加

了解新學制實施後本港教師及學生的情況。 

2/8-8/8 Programme Name: Asian Science 
Camp 2009 

Venue: Tsukuba, Japan 

 

中六級曾倚梅、許銘駿及吳喬豐同學獲選代表

香港參加由日本東京大學主辦之亞洲青年科學

營，與世界各地青年交流有關科學學習經歷，

獲益良多。 

       
相片中是本校三位學生和日本朋友的合照 (前排左一為曾倚梅，左四、左五為吳喬豐及許銘

駿) 
 
5-8-2009 中學會考放榜 ，最後一屆中學

會考將於 2010 年舉行。 
成績最佳的 3 位同學獲 6 優 3 良及 6 優 1 良，

吳欣穎同學及謝駿佑同學同獲 6 優 3 良的理想

成績，劉巧雯同學亦獲 6 優 1 良。各科合格率

超過九成半，整體優良率近 47%，約七成中

五同學升讀全日制中六課程。其中最難能可貴

的是三大核心科目中文、英文及數學科優良率

分別達 49%，45%及 58%，成績比去年顯著進

步，但面對新高中學制挑戰仍需繼續努力，學

校會就照顧學生差異加強拔尖保底工作，繼續

照顧不同需要學生，這裏要特別多謝各位辛勞

努力的教師團隊。 

  
前排左起梁佩嫻副校長、班主任葉慧茵老師、何滿添校長和王希賢副校長 
後排左起劉巧雯同學、吳欣穎同學和謝駿佑同學 
 



15-8-2009 本校 5B 學生梁頌欣同學參加

「葵青區傑出學生會聯校中文作

文比賽」， 
榮獲亞軍。      

 

 
校長及劉珮瑾老師與梁頌欣同學合照 
 
24-28/8-2009 開學前教師會議。 本學年重點關注事項為透過發展學生思維提升

學習效能、照顧學生差異及提升學生品德責任

感。 
22-8-2009 出席佛教聯合會主辦台灣莫拉克

風災法會。 
會長覺光長老及諸山大德居士齊為災民誦經祈

福，期盼災民能早日重建家園。 
28-8-2009 獲邀到佛聯會會屬長洲慧因法師

紀念中學主講新一輪外評趨勢。 
新一輪外評仍強調學校要建立自評機制，提昇

教學效能及協助學生發展，會屬慧因法師紀念

中學積極準備外評隊到訪，同日獲教育局質素

保證視學組邀請，於九月下旬到沙田區一間英

文中學擔任外評工作。 
23/8-
28/8/2009 

本校 4B 班學生馮紫婷參加由香

港教育學院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

中心 舉辦的「觸動心靈全港學

生徵文比賽」，獲高中組優異

獎，得到「觸動心靈之旅」獎

項，於 8 月 23 日至 8 月 28 日前

往台灣 ，到花蓮、台北參與六

天觸動心靈之旅，到訪各大自然

景觀、名勝和拜訪不同人士。 

 

     
馮紫婷同學台灣交流團照片 
 
29-8-2009 中一家長會。 近 300 位中一家長出席，由校長、社工、訓導

主任向家長及學生講解開學須注意事項。 



       
何校長向中一家長簡介學校情況                        中一同學在班房進行測驗 
 
2-9-2008 開學早會講話。 為避免傳播豬流感，取消眾多班級參與之禮堂

集會，由校長於早會升旗禮後講話，勉勵善德

學生要珍惜學習機會，承擔責任，盡其在我，

追求卓越，讓校園成為一個相互支持的學習組

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