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家長教師會簡訊                             
 

 
※※※※※※※※※※※※※※※※※※※※※※※※※※※※※※※※※※※※※※※※※※※ 

二零一八年十月 
 

文憑試優良成績創新高，感激教師團隊無私教學幫助學生  
 

新學年伊始，一如以往的暑假，善德校園暑期仍補課不絕。剛升上中六和即將要應

付第八屆中學文憑試的學生更是馬不停蹄，補課再補課，還要趕緊完成通識科新模式的

獨立專題探究和其他校本評核項目，這裏實在要再次感謝各位勞苦功高的教師團隊，整

年辛勤工作之餘，僅餘的暑假和寶貴私人時間亦為學生無私付出，透過補課期望為善德

同學盡早完成文憑試課程，同學們真要加倍珍惜，用功讀書，以報答教師的心血和努力！ 

談到本年中學文憑試放榜，學校獲得七屆以來最理想的大學學位課程入學成績，4+

優良率是 64.7%，大學聯招學位課程入學率更是破紀錄的 87.5%，這成績給予教師團隊極

大鼓舞。我也想藉此機會衷心感激全體教師團隊，特別是中文、數學和通識的優良率均

非常理想，分別達到 67%、70%和 69%，這三科的理想數據直接令本校大學學位課程入學

率明顯提升，實在可喜可賀！如果要總結放諸四海均有效的讀書方法，不外乎是同學願

意用心上課，課後付出時間，運用有效方式溫習、鞏固課堂所學和懂得應用知識概念。

這些工作需要同學細心思考和用堅毅恆心完成，絕不能期望以一曝十寒方式來溫習便可

達成目標。面對互聯網絡無遠弗屆的威力和吸引力，同學如何建立時間管理法則並付諸

實踐，也是極嚴峻的考驗。在忙碌學習的日程背後，如果善德同學能多做有益身心的帶

氧運動，為身體健康儲備正能量，這也肯定有助紓緩讀書壓力，實在百利而無一害，因

此我也盼望善德同學在新學年能減少耗用在網絡遊戲的時間，多做帶氧運動，讓身體更

健康成長。 

本學年下學期我因病間歇告假，直至六月底才正式完成治病過程。這段期間實在要

感謝全校同事緊守崗位，繼續為栽培學生而不斷努力。這次患病經歷也令我更明白健康

可貴。在應付繁重功課的同時，我也希望善德的同學能及早找到人生目標，盡其在我，

努力奮鬥，無負青春，以報答父母的養育和師長的教導，也不辜負自己訂立的人生目標。

在開學禮的講座，我分享了泰國有一隊足球隊如何克服沒有平地球場的困難，加上刻苦

和堅忍，最終成為了蟬聯多屆的地區足球冠軍。那怕是天大的困難，只要同學有決心，

坐言起行，願意改變，總有達成目標的一天。我亦藉此機會勸勉尚未開始認真溫習及珍

惜讀書機會的同學及早努力，以堅毅、勤奮和勇於改過作為鼓勵自己的座右銘，鞭策自

己，免得浪費了寶貴的讀書時間。今年也適值是學校創校 45 周年，十二月會有一連串的

慶祝活動，希望屆時家長學生也可多參與，在此也預祝各位同學有一個豐盛的學年，在

學習上有更大得著，並祝願全體員生身心健康，六時吉祥！ 
 

何滿添校長 
 

 

二零一八年十月廿三日 
 
 

 



2017 年 9 月 1 日至‐2018 年 9 月 4 日 
日期 事件 備註 

9-2017 英語閣舉辦多元活動，增

強學校英語氛圍 

棋盤遊戲緊張刺激 

同學每天都玩棋盤遊戲，增進智力友誼，一舉兩得。 

 

8-9-2017 教師日 德育及公民教育於當天為各老師送上康乃馨，以感謝老師

的教導。同時，德育組亦為各班準備了班主任話事卡，讓

同學與老師共同協商班上事務及規則，營造團結的氣氛、

加強同學對班的歸屬感、增加教與學的效能，讓課堂運作

得更為順利。 

 

26-9-2017 學生會選舉 

 

本學年學生會選舉有三個參選內閣，分別是「Supernova」、

「Unity」、「Avalon」。學生會由全校學生以「一人一票」方

式選出，勝出內閣為「Unity」。 

 

 
同學履行公民責任，自行選擇投票給自己心儀的學生會候選內閣 

 

30-9-2017 領袖訓練日 學生會幹事、四社社長、副社長及各學會主席接受一系列

領袖技能訓練。 

 

張慧嬋老師(右)、文嘉豪老師(左)和學生一同體驗領

袖訓練活動 

參與訓練的學生領袖大合照 

 

 



6-10-2017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舉辦

的可載人太陽能車設計

比賽 

在范殷榮老師指導和校內同工幫忙下，同學設計並製作太

陽能車參加由香港專業教育學院舉辦的可載人太陽能車

設計比賽，取得「最具安全意識獎」第三名。 

  
獲「最具安全意識獎」第三名                   同學製作太陽能車 

  
同學測試太陽能車                             可載人太陽能車設計比賽 

10 月至 12 上旬 中二社會服務計劃 中二各級的同學分別到老人中心、老人院舍、葵涌村等進

行探訪及服務，亦到荃灣楊屋道進行平等分享。 

 
同學排練後為長者表演中 何校長與參加社會服務同學與長者婆婆合照 

10-2017 「談笑用 Brain」2017 我校中二同學於十月期間在電腦課堂參加香港中風基金

 舉辦「談笑用 Brain」全港中學中風常識問答比賽。此項活

動讓學生更多認識健康生活模式的重要性，並有助豐富學

校通識教育科的領域。 

得獎同學名單如下: 

2B 張欣婷、2B 趙凱賢、2C 楊沁零、2D 霍靜賢 

 



 
楊奇海老師(右)，何校長和獲獎同學合照 

26-10-2017 中文組重點視學 教育局質素保證組於 2017 年 10 月 23 日至 10 月 26 日到訪

學校，全面檢視本科在學與教、課程規劃、課業評估等各

方面的發展及成效，並在 10 月 30 日給予校方口頭回饋，

高度評價學生在學習方面的表現，尤其讚賞本校同學的寫

作及閱讀文言文能力不俗。 

 
中文組到訪督學、何校長、梁副校長、彭助校和中文科同事合照 

11-2017 英文組活動 棉花糖好味道 

同學一試手工製作棉花糖，回味無窮 

 
同學嘗試製作美味的棉花糖 



11 月下旬至 12

月中旬 

創作比賽「堅持」(中學組

及小學組投票) 

為配合學校的關注項目，德育及公民教育舉辦了全校性的

多分金句創作比賽。同學反應熱烈，創意無限。今年的主

題為「堅持」，經投票後得票最高的是 2A 班的文嘉盈，其

作品為 “此刻放棄，你將熄滅；此刻堅持，你將綻放光

芒＂。得獎作品亦被多分作者用插畫形式表達出來並印製

成單行紙派發給各位同學。此外，投票活動亦延展到 16/12

日的學校推廣日，讓眾小六同學一起參與及反思。而本校

高天朗同學的作品亦以高票數當選。 

 

 
 

11-11-2017 聯校通識科模擬試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順德聯誼總會李兆基中學、保祿六世

中學和天主教母佑會蕭明中學於 2017 年 11 月 11 日進行聯

校通識科模擬試，四所學校有近 200 人參加是次模擬試。

 

13-11-2017 通識學會急口令比賽 是日通識學會於午膳時舉辦急口令攤位遊戲，內容圍繞現

代中國單元。是次活動反應踴躍，老師和同學均表示希望

透過是次活動讓同學熟習有關的概念，例如城鄉差異、農

民工、留守兒童和三農問題等。 

 

16-11-2017 社際啦啦隊比賽 四社啦啦隊於陸運會落力爲運動員打氣。 

啦啦隊表演 舞步齊整 

24-11-2017 澳洲領事館主辦「澳洲聖

誕咭設計比賽」 

高級組季軍：周譪怡 5E   

初級組季軍：張海瑩 3C 

 



   
5E 周譪怡同學   3C 張海瑩同學 

28-11-2017 大富翁比賽 11 月 28 日通識學會與棋藝學會進行了大富翁比賽決賽，

讓中一、二的同學透過遊戲感受貧富差距的不公社會現

象，希望同學更關心本港的貧窮問題，並思考在解決貧富

懸殊問題上政府可扮演的角色。 

30-11-2017 香港青年音樂匯演 音統處舉辦的中樂團比賽：香港青年音樂匯演，本校中樂

團獲銀獎。 

 
中樂團團長：5A 的陳展熙和 5B 鄭美珍代表中樂團領獎。 

12-2017 英文組活動 慶祝聖誕新年，一起製造賀卡，祝福親人。 

 
同學 DIY 親自動手製賀咭 



9-12-2017 聯校通識科模擬試講解 聯校通識科模擬試於 12 月 9 日上午進行試後講解。四校同

學專心聽講，查找不足，力爭改善。 

 

11-12-2017 通識學堂 12 月 11 日通識學會舉辦了通識學堂活動，透過一系列攤

位遊戲讓同學多留意時事並應用到日常時事議題上。 

 

12-12-2017 旅行日 同學享受郊遊樂。 

 

 
同學展示充滿動感的跳躍 

16-12-2017 學校推廣日 學生會負責的攤位遊戲「興盛路神射手」很受歡迎。 

負責學生會攤位的同學 當日到校參加學校講座的小學家長學生超過 1300

人，場面熱鬧 

16-12-2017 學校推廣日舉辦「Solar car

齊來動手做」活動 

理科同學在學校推廣日舉辦「Solar car 齊來動手做」活

動，教授高小同學製作太陽能模型車。 

 

 
到校的小學生也動手製作簡單的模型車 本校同學教導區內小學生製作太陽能車 



12 月 14 日-    

12 月 16 日 

健康活動及攤位 健康教育組及德育組於十二月中旬舉辦了一連 3 天的健

康教育及德育活動。健康教育組主題為腦中風而德育組

則為堅持。3 天的活動主要通過遊戲攤位及展覽形式展示

腦中風的預防方法、特徵等，期望能增加參與者對這方

面的認識。 

  

23-12 及

24-12-2018 

黃宜洲閱讀營 中三精進班同學連同中四文學組同學前往西貢黃宜洲進

行兩日一夜的閱讀營，節目包括經典文學分享課、燒烤

晚會、親親大自然寫作坊，師生均盡興而回。 

  
林曉蕾老師正為同學講解卞之琳〈斷章〉 參加閱讀營的師生留影 

12-2017 誰想成為百萬富翁? 

Who wants to be a 

millionaire? 

活動從下午 2 點至下午 5 點結束，參加者踴躍回答有趣

的問題並獲得大獎。 

 
英文組也向到校的小六學生家長提供英語攤位活動 



3-1-2018 明愛長康兒童及青少年中

心主辦「分享快樂」青年襟

章設計比賽 

優異獎：劉家芯 4A、林凱彤 3D、鄭安盈 2C、鄭詠琪 3D

 

 
2C 鄭安盈同學         4A 劉家芯同學         3D 鄭詠琪同學           3D 林凱彤同學 
1 月中至 2 月上

旬 

中國舞及爵士舞 本校舞蹈隊於第 54 屆學校舞蹈節得獎如下：(1)爵士舞及

街舞組：參賽作品：打嗝，取得優等獎及篇舞獎； (2)中國 

舞組：參賽作品：飛天，取得甲等獎。 
 

1-2018 齊來了解澳洲 

 

外籍老師來自澳洲，與同學分享解澳洲風俗習慣、美食

佳餚。 

 

 
透過了解澳洲，同學可認識其他國家的文化、歷史和多使用英語交流。 

 

26-1-2018 參觀明愛陳震夏郊野學園 4A 和 4B 班於 1 月 26 日參觀明愛陳震夏郊野學園，透過

實地考察、紀錄、訪談等活動了解保育古蹟文物的重要

性和可持續性，並對有關議題進行了深入的探討。同學

和老師均表示，是次活動加深了同學對保育、發展等社

區議題的關注和思考，是一次難得的經驗。 

 

7-2-2018 中文科組與湛遠法師聚舊 湛遠法師為本校舊生，2011 年加入善德教師行列，一直

深受學生愛戴。由於自少受佛學薰陶，經仔細考慮後決

定遠赴台灣潛受佛學，並於 2 月 4 日正式剃度。校長獲

邀於 2 月 7 日聯同中文科同事與法師聚舊，閒話家常，

自有無窮樂趣。 

 



 

 
前排右二為湛遠法師，右三為前中文科主任陳達生

老師，與何校長和中文科同事合照 

 

27-2-2018 一帶一路國際才藝展演

2018 

本校中樂團在民謠音樂演出獲冠軍 

 
善德中樂團獲獎後拍照留念 

9-2-2018 香港城市大學文康委員會

主辦第三屆中學生傑出作

品展 2018  

獲選展出：4A 劉家芯同學 

 

 

 
4A 劉家芯同學 

10-2-2018 一年一度家長日暨學業成

績嘉許禮 

 



 
王副校長與學業成績優異的同學合照 同學們經努力後均有豐碩成果 

12-2-2018 山水禪 宗教組於粉嶺谷埔舉行戶外禪修，當日湛遠法師及宗教

科老師為師生及校友約 25 人進行直觀、行禪、曼陀羅等

活動，讓各人覺知自己的身心狀態，重新認識生命。 

 
同學細心聆聽山水禪的要訣，並細意感受郊區的寧靜。 

13-2-2018 農曆新春聯歡會 

 

學生會幹事主持農曆新春聯歡會早會，與同學玩遊戲，

並進行大抽獎，老師與同學都非常投入。 

學生會舉辦了「班際課室佈置比賽」，各班都將課室佈置

得美輪美奐，充滿新年氣氛。 

 

師生在操場傳氣球作新春茶話會序幕 

28-2~2-3-2018 中六打氣活動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為中六同學送上畢業前的祝福。 

德育組在二月下旬舉辦了中六打氣活動，邀請全校的師

生在多分設計師 Sunny Law 設計的祝福卡上，給中六同學

寫上心意、祝福字句。活動上，亦替同學拍攝即影即有

相片作為留念，讓同學留下美好的回憶。 



3/2018 佛教聯合會主辦佛誕咭設

計比賽 

初中組亞軍：3C 曾文權同學 

 
3C 曾文權同學 

3/2018 戲劇工作坊 

 

同學們學習英語戲劇基本技巧，即席進行角色扮演，場

面有趣。 

 

 
同學全程投入，感受戲劇的樂趣 

 

3/2018 一年一度校際戲劇節 

 

同學們從十月開始練習並在三月份表演，贏得觀眾和評

判的讚賞。 

 

 
同學演出戲劇中 



2-3-2018 中六歡送會 學生會為中六級同學於最後一個上課天舉行歡送會。 

 

 
中六同學在惜別會上真情流露，對母校依依不捨。 

 

8-3-2018 聯校音樂協會 中學組中樂團比賽，本校榮獲金獎。 

 
  

9-3-2018 愛心送暖大行動 

 

女童軍參加本校和耆康會協辦的「愛心送暖大行動」，隊

員到學校附近的葵涌村、葵盛東村、葵芳村探訪獨居長

者並送上福袋。 

 

 
女童軍在送暖行動前合照 

 

14-3-2018 中文學會舉辦花節活動 中文學會以花為名，與美術學會一起舉辦了「春光似海，

盛世如花」活動，讓同學認識文學作品中不同的花名、

花種，並提供摺花活動。初中同學踴躍參與，氣氛熱鬧。



 
溫翠霞老師、吳慧儀老師(後排左一、二)林曉蕾老

師(後排右一)與負責花節活動的同學合照 

同學正準備中文科的花節活動 

20-3-2018 中大文學院王安憶教授講

座 

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首次增設創意寫作課程，邀請當代

作家，復旦大學中文系教授王安憶來港授課。中文科主

任及許建聰老師、吳慧儀老師帶領中四、五文學組同學

出席講座，講題為「服從與對抗──小說創作」。課後中

四同學鄧祖明向教授提問有關文學選材的深度問題，勇

氣可嘉。 

 

 
王安憶教授 善德同學提出問題 

20-3~22-3-2018 通識週 本校於 3 月 20-22 日舉辦了一年一度的通識週，主題圍

繞葵涌區的社區發展。期間舉辦了多個活動，包括通識

攤位遊戲、班際復活蛋比賽、葵廣小食展覽等。是次活

動反應熱烈，投入參與的同學在通識咭上得到不少收

穫，其中 25 位同學獲得最高的獎勵。 

 



21-3-2018 經濟科參觀「香港金融管理

局」 

陳德舜老師與張慧嬋老師帶領中五級經濟科同學參觀

位於中環國際金融中心二期之香港金融管理局資訊中

心，導賞員為同學介紹香港經濟歷史之演變及現時電子

貨幣之特徵。 

 

 
陳德舜老師、張慧嬋老師和參觀金管局同學合照 

 

4-2018 九龍倉全港中學生繪畫比賽 

 

在過千參賽作品中，我校兩位同學作品獲選展出，分別

在海港城、時代廣場、荷里活廣場、香港藝術中心巡迴

展覽： 

特別表揚大奬：6E 潘譪怡同學 

入圍作品：6D 胡珮珊同學 

 

  
6D 胡珮珊同學 6E 潘譪怡同學 

 

4-2018 高中組辯論比賽 辯論隊成員為學校贏得獎項，為學校增光 

 



 
參加英語辯論同學合照 

5-4-2018 教育局藝術教育組主辦 - 

中學生視藝術創作展 

優異獎：6D 胡珮珊同學 

入圍作品：6C 林紫恩同學 

  

20-4-2018 公益少年團主辦「實踐公益

樂助人，團結和諧愛我家」

海報設計比賽 

 

高中組季軍：4C 吳雪儀同學 

高中組優異：4A 吳嘉淇同學 

初中組亞軍：3C 張海瀅同學 

初中組優異：3D 曾慶朗同學 

初中組優異：3D 鄭詠淇同學 

初中組優異：3B 張鎧傜同學 

  
3D 曾慶朗同學                               4C 吳雪儀同學 

    
4A 吳嘉淇同學          3B 張鎧傜同學           3D 鄭詠淇同學          3C 張海瀅同學 

 



28-4-2018 文學之星講座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之文學之星講座，邀請韓少功先生

主講「代際差異與地緣差異」。文學組同學一早到達會

場，在講座前預備閱讀材料。 

林曉蕾老師(前排左一)與嘉賓和出席同學合照 善德同學細心閱讀材料 

2-5-2018 翠華集團主辦翠華 50 周年

白日夢奬學金比賽 

4A 劉家芯同學經面試後，其作品獲得優異獎並獲取

$2000 奬學金 

3-5-2018 佛聯會小組討論比賽 第七屆佛聯會小組討論比賽於佛教大雄中學舉辦，本校

5A 班吳金灝同學取得卓越表現獎。 

 
吳金灝同學(右三)與會屬中學的同學進行小組討論 林曉蕾老師、吳金灝同學和頒獎嘉賓合照 

6-5-2018 太陽能充電車模型設計比賽 同學設計並製作太陽能充電站和超級電容車參加由香

港工程師學會舉辦的太陽能充電車模型設計比賽，取

得優異獎。 

 
製作太陽能充電站 彭敦臨老師、范殷榮老師和獲獎同學(左二至四)與頒

獎嘉賓合照  



5-2018 英語節 English Festival 考試前玩得開心，自然成績更好 

 
外籍英語教師 Cyndi (右一)與參與英語節同學合照 

9-5-2018 聯校音樂協會 本校中樂團獲銀獎。 

中樂團成員獲獎後攝於比賽場地 

9-5-2018 The Hong Kong Young Writers 香港青少年作家獎項是為中港澳學校每年舉辦一次的

寫作比賽，本年度的主題是「邁向西方的新里程」。本

年度共有超過 200 所學校參賽，當中包括很多優秀學

校和國際學校，雖然競爭激烈，但最後佛教善德英文

中學中六級的莫嘉希同學仍以一篇出色故事：「胡氏三

胞胎」令她成為本年度小說組別的青少年作家比賽冠

軍。本校衷心祝賀莫同學，並祝願在往後日子莫同學

仍可享受寫作樂趣。 

Awards 

7-5-2018 至 

11-5-2018 

學生會舉辦「敬師週」 學期末將至，學生會於「敬師週」舉辦不同形式活動，

如「敬師請留言」，學生將敬師心意寫在繪馬或書籤

上。 

同學踴躍透過敬師咭留言，對老師表達謝意 沈芳老師(左三)與同學合照 



11-5-2018 敬親節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於 11/5 日舉行了敬親節活動，同學可

親自揀選喜愛的花、綑上絲帶、掛上自己撰寫的心意

卡，送給摯愛的親人。 

 

15-5-2018 通識辯論比賽 本校於 5 月 15 日舉行了中四級通識辯論比賽決賽，辯

題為<<訂立標準工時利多於弊？>>。比賽前同學積極備

戰，為班爭光。在比賽過程中，同學們充份發揮所學到

的通識概念，並能有效引用古今中外的例子、數據和報

告，從微觀、宏觀等角度分析論題堅持己見。最後，4C

班獲得了冠軍，4A 何誌軒同學亦獲得了最佳辯論員殊

榮。 

 

17-5-2018 聯校音樂協會 中學組合唱團比賽，本校榮獲金獎 

 
 

18-5-2018 校內浴佛大典 一年一度的校內佛誕大典除了有師生浴佛及法師開示

的環節外，佛青團幹事更會製作原創話劇，向同學們宣

揚正確價值觀。今年話劇的以未來的善德為題材，借此

表達正思正見，摒除陋習的重要。 

同學參與浴佛儀式 法師進行浴佛 

19-5-2018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頒獎禮 第十三屆「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香港賽區評審團從 230

間參賽學校，共 105492 位參賽學生中選出進入全國複

賽的初中及高中組共 100 篇作品，我校學生中五甲班何

雪怡及張錦穎同學分別取得全國一等獎及高中組銅獎

的優異成績。何雪怡同學更憑〈恩澤是一條永不枯竭的

河〉榮獲香港賽區評審委員會的一致讚許，取得旭日文

學之星的殊。 



 
何校長、中文科黃曉雯老師(左二)、林曉蕾老師(右一)、吳慧儀老師(右二)和何雪怡同學(右三)和張錦穎

同學(右四)合照 

21-5-2018 荃灣區浴佛典禮 本校中樂團於西方寺浴佛典禮演出，深受坊眾及信徒讚

賞。 

 
本校中樂組在西方寺的浴佛節表演。 西方寺浴佛：佛聯會會長暨西方寺住持寬運大和尚

(左四)主持剪綵儀式。 

22-5-2018  第五屆國際音樂節，本校合唱團獲亞軍 

 

 
合唱團獲獎後在善德合照，感謝郭指揮(第二排左一)的悉心教導 

23-5-2018 男女童軍行山樂 女童軍學會和男童軍學會於佛誕假期享受行山樂，登上

飛鵝山頂，俯瞰九龍半島的景色。 

 



 
帶隊老師與參與的男女童軍合照留念。 

 

31-5-2018 中文科圍讀 本學年中文科首次進行圍讀，以每周閱讀冊作為閱讀篇

章，由中文科老師輪流帶領閱讀，吸引了不少同學參

與。是次為最後一次圍讀，由羅曉琳老師分享胡燕青

〈洞〉，學生積極投入，反應熱烈。 

 

羅曉琳老師以圍讀方式和同學分享作品心得。 

31-5-2018 中文歷史組 中文歷史學會舉辦古服展覽，讓同學一嘗穿古服當古人

的體驗。同學躍躍欲試，校園呈現一片古風潮。 

  
同學透過穿上漢服，感受中華民族服飾之美。 中文科師生一同參與，認識漢服活動。 

31-5-2018 香港經濟教育協會舉辦「經

濟漫畫設計比賽」 

4A 吳嘉淇榮獲香港經濟教育協會舉辦「經濟漫畫設計

比賽」優異獎 

 



6-2018  4B 贏得 2018 問答比賽冠軍 

 
外籍英語教師 Cyndi 和英文科主任侯敏麗老師與獲獎同學合照 

6-2018 中一及中二串字比賽 

 

誰能最快拼寫單詞? 同學競爭激烈，到最終才知道獲勝

者是誰。 

 
侯老師與區老師和獲獎同學合照 

6-2018  2C 鄭睿詩贏得教育局主辦＂Filmit 2018 最佳個人表現

獎，值得慶賀。 

 
鄭睿詩同學與頒獎嘉賓合照 

25-6-2018 參觀歷史博物館 本校 24 個中一至中六同學於 2018 年 6 月 25 日到香港歷

史博物館參觀「奢華世代：從亞述到亞歷山大」展覽，

感受古代地中海及中東地區文化。同學在活動前由歷史

科教師簡介展覽的歷史背景，並由博物館導賞員帶領參

觀。本活動由歷史科及歷史學會合辦。 



 
歷史科主任李偉傑老師(右一)與同學合照 同學細心聆聽導賞員講解 

25-6-2018 德育及公民教育中一問答比賽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於 6 月 25 日舉辦了中一問答比

賽，題目圍繞本港及國際時事。各代表或台下智囊團

均有出色的表現，令人讚賞。當日冠軍隊伍為 1D。 

同學投入中一問答比賽 何校長頒獎予優勝同學 

25-6-2018 中一小奧運 羽毛球隊、籃球隊及乒乓球隊合辦了中一小奧運給中

一同學參與。同學在各項目中均有出色的表現，而

1C 則包攬了 2 項冠軍 1 項亞軍成為全場總冠軍。 

 
何校長頒獎予優勝同學 同學揮拍打球 

26-6,27-6,3-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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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觀立法會 全體中一同學於試後活動分三批參觀立法會。透過參

觀立法會設施和展覽了解本港議事制度，並透過議員

訪談和模擬通過法案認識議員的日常工作和重要

性。不少同學都是第一次參觀立法會，顯得十分興奮

投入。 



28-6-2018 環保時裝大賽之環保帽子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於 6 月 28 日舉辦了環保時裝大賽-

綠野仙蹤之環保帽子。各參賽隊伍均施展渾身解數，

無論是作品設計又或是模特兒的貓步，均達水準之

上，令人眼前一亮。 

 

 
部份優勝者與評判合照 同學自行設計環保時裝 

 

1-7-2018 禮賓府茶敘 行政長官林鄭月娥聯同多位司局長在禮賓府與百多

位曾在國際比賽獲獎的香港青年茶敘，表揚並鼓勵他

們繼續為理想而努力。5B 葉珀銘同學 因早前獲得微

軟 Office 全球學生競賽(PowerPoint)的全球總冠軍而

獲邀出席，與司局長合照、傾談。 

 

  
葉珀銘同學攝於禮賓府 葉同學與財政司陳茂波司長合照留念 

 

 

 

 

 



3-7-2018 夏日情調音樂會  

 西樂團小組投入表演中 

善德中樂團的精彩演出 

3-7-2018 教師禪修體驗坊 宗教組首次聯合輔導組合辦教師培訓日，當日約 25 位

教師社工及校友參與，過程輕鬆愉快，讓參加者享受

寧靜和自在的一刻。 

 

 
廿多位出席老師在湛遠法師指導下體驗禪修 

 

5-7-2018 由香港女童軍總會及香港女

青年商會合辦「SDG 小專員計

劃--日本東京交流團」 

5A 陳卓穎參與由香港女童軍總會及香港女青年商會

合辦「SDG 小專員計劃--日本東京交流團」活動，並

於「SDG 小專員計劃--個人挑戰組」勝出，成為香港

女童軍總會六位代表之一，以女童軍身份代表香港前

往日本東京向當地女童軍介紹「SDG 小專員計劃」，參

與相關訓練活動，並進行主題參觀及探訪活動等。 

 

陳卓穎同學於到東京交流的中學 
 

陳卓穎同學與團員合照 

 



5-7~9-72018 山東文化歷史五天考察團 為了提昇學生對中國歷史、中華文化的認識和興趣，

本校中國語文及中國歷史科於 7 月 5 日至 9 日舉辦山

東文化歷史五天考察團，通過實地考察、參觀及互動

體驗，使學生擴闊視野，欣賞及承傳中華民族的卓越

精神與文明。 

 

參觀甚具歷史價值的青島啤酒博物館 機場出發前合照，何校長(後排左一)也到場送機 

 
名勝古跡前留影 

6-7-2018 中四領袖訓練工作坊  

 

中四級同學學習如何籌辦活動。 

 

8-7-2018 佛教慈念基金會 / 唱出新時

代比賽 

本校同學在八項大獎中共奪得六項大獎，各獲$3000

書券。當中 5A 容德雋及 5A 戴日朗勇奪最佳原創歌曲

獎。 



 
善德同學參與歌唱表演 

 
善德容同學表演結他自彈自唱 

9-7-2018 「思囚之路」  

初中同學及領袖生於懲教署舉辦的「思囚之路」中

參與步操訓練。 
初中同學及領袖生於懲教署舉辦的「思囚之路」中

參與模擬法庭活動 
 

9-7-2018 社際問答比賽 

 

學生會舉辦了社際問答比賽，比賽分「高中組」及「初

中組」。今年題目五花百門，台下觀眾反應熱烈，本年

度比賽總冠軍由禮社奪得。 

 

同學積極參與 何校長頒獎後與獲獎同學合照 

10-7-2018 女童軍宣誓典禮 本校女童軍學會新界南第 45 女童軍隊於 7 月 10 日於

本校禮堂舉行宣誓典禮，中一新隊員需完成女童軍的

八大綱領，並接受評核方能宣誓成為女童軍，本年度

共有 12 位中一隊員正式宣誓成為女童軍。各隊員於典

禮上分享其參與八項綱領活動之花絮及感想。 

 

 



 
何校長與童軍領袖老師、王副校長和出席家長和全體女童軍合照 

 

10-7-2018 中一派位放榜 入讀本校中一的 120 位同學中，絕大多數(98%)均屬有

能力以英語修讀中一課程的小六學生，也屬於首 40%

的優秀學生，感謝區內家長學生支持，學校定當繼續

努力，維持優良教學傳統，協助更多善德學生升讀大

學學位課程追尋夢想。 

 

11-7-2018 第七屆中學文憑試放榜 第七屆新高中中學文憑試成績於 7 月 11 日放榜，本校

成績非常理想，依傳統中學會考標準，以二級等同 E

合格；四級或以上等同 A-C 優良計算，善德中六級同

學的科目本年合格率為 99.4%；獲 4 級以上的優良率為

64.8%，這數據比對 2017 年上一屆中學文憑試的優良

率 61.1%更明顯高出 3.4%，這 64.8%優良率也是從 2012

年首屆文憑試有紀錄以來的新高。以達到大學入學最

低資格的 3322 加一科選修科達三級要求計算，善德 140

位中六同學共有 128 位達到要求，佔總人數 91.4%，比

2017 年的 86.5%亦稍見明顯進步，高出 4.9%，這 3322

率也是紀錄新高。 

 

 
校長、老師和文憑試考獲優異成績的中六畢業同學合照 

14-7~30-7-2018 英國牛津遊學團 同學和老師前往牛津學體驗校園生活，是次旅程，讓

同學們學會獨立，學習英語之餘，也能拓寬視野。 

 



 
何校長(右)到機場為牛津遊學團送機 

 

17-7-2018 電腦應用程式比賽 (CAP 

2018) 决賽。 

我校三位高中及四位初中同學 榮幸能進入是次决

賽，在九十分鐘內使用編程工具 App Inventor 2 完成指

定的任務。最終，6E 鄧博林奪取了高級組「即時解難」

亞軍。殊堪嘉許。 

 

 

 

19-07-2018 饒宗頤學生歷史文化學習活

動 

中文歷史學會連同校長、帶隊老師一行 41 人前往饒宗

頤文化館進行學生歷史文化學習活動。負責人先簡介

計劃，然後安排同學用餐體驗從中學習中式用餐文

化。接著參觀「香港百年蛻變」圖片展覽，再由學生

輪流表現歷史場景，最後由趙雨樂博士講解歷史課題。

 

 
何校長、帶隊老師和獲獎同學合照 香江傳承計劃饒有意義 

到饒宗頤文化館的師生同學大合照 



6-8-2018 聯招放榜 8 月 6 日大學聯招放榜，本校 140 位中六學生中有 126 位，

即 90.0%獲派大學聯招課程，其中只有 4 位屬高級文憑或

副學士學位課程。其餘的 122 位，即 87.5%獲派大學學士

學位課程，這數字更高於 2017 年的 77.1%，這 87.5%的入

讀大學學位課程比率亦是歷年新高。即使扣除獲派公開

大學的自資聯招學士學位課程的 24 位同學，本屆中六畢

業生仍有 95 位(119-24)獲派資助大學的學位課程，比率達

七成二。即使單以入讀三大，即香港大學、中文大學和

科技大學計算，2018 年共有 49 位善德中六同學入讀，亦

遠高於 2017 年的 30 位，足見本學年本校成績屢創新高後

亦直接讓更多善德畢業生可入讀心儀的大學學系，修讀

學位課程。 

 

23-8-2018  新學年召開全體教師會議，討論新的三年學校發展計劃

如何落實，本學年學校重點關注事項為加強初中學生的

學習動機及追求卓城的動力，也會致力提升學生的抗逆

力。期望這兩個重點關注事項可圓滿推行，並獲得豐碩

成果。 

 

1-9-2018  中一新生家長日，何校長簡介學校重要職員，並勉勵應

屆中一新同學要妥善管理時間和努力讀書，期望在善德

能開展有意義和有效益的學習生活 

 

4-9-2018  何校長為初中高中學生分別作兩場禮堂講話，並以泰國

某地區少年足球隊的成功經歷鼓勵學生，不要因為先天

條件不足便輕易放棄，反而應珍惜眼前的人、事和僅有

資源，盡其在我，努力為實現夢想而奮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