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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生活適應課程
開學禮

何滿添校長

2018年7月14日

三個值得記牢的字

兇：小五小六呈分試很努力，
放榜撲學位、申請自行收生

鬆：放榜後，不思進展

空：六年後，2024年文憑試
成績不如理想！

想想如何避免2024年文憑試
知道結果後，自己不會後悔？

何校長的期望

正確態度：迎難而上、不斷努力

時間管理：適當使用智能手機，遊
戲網絡、要維持起居生活和讀書有
正常時間分配；

期望管理：追上程度，不必科科強
求90分，但一定要盡力

自律、自愛、自重

校訓：明智顯悲、至善達德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辦學宗旨

嚴而有愛

相互支持的學習組織

家校合作，要互相配合讓
同學全面成長

勤奮+毅力+有效方法=成功

中學階段的適應竅門

把握每分每秒的學習機會，主動，勤奮
和不要害怕向老師或同學發問；

面對較陌生環境，用喜樂和樂觀心態面
對，世界上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

用英語學習的科目，要主動備課，每日
在家複習，早在默書小測前好好準備，
也要減少沉迷網絡和智能手機，才能專
注應付中學的學習生活；

成績不代表一切，態度決定高度
能派進善德的總是小成績已不錯的同學
，但如何適應中學的學習生活是另一項
考驗，需要堅毅和持之以恆；

學校除學習外也有眾多活動：制服團隊
、體育校隊、音樂、藝術和課外活動等
，中一同學可按自己興趣能力選擇一至
兩項參與；

不必和別人比較，在善德，盡自己能力
做到最好已經是了不起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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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栽培初中學生求學態度：
嚴謹求學態度：功課堂，放學後的功課輔
導班、周末語文、科學和人文學科增潤班

功課與學習的關係：欠功課即日罰留堂、
為自己的學習負責

請緊記從放榜日7月10日開始，已要學習
適應中學生活。機會只留給有準備的人；
一定要做好時間管理，訂立目標才有較大
機會成功；

預祝各位家長同學在本校有六年愉快而充
實的學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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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計劃

張慧嬋老師
14-7-2018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 善德一 “SUM”
S:  Sports Teams 體育代表隊

U: Uniform Groups 制服團隊

(Red Cross, Girl Guide,    

Scout)

M: Musical Instrument        
Classes   樂器班

善德一 “SUM”

目標：
1. 為使學生善用餘暇，達至

學業與課外活動並重

2. 培養學生的興趣和長處

3. 擴闊眼界，培養堅毅上進的個性

4. 於德、智、體、群、美各方面得到

均衡發展

參與重點的體藝活動

本校初中學生必須於

S:  Sports Teams 體育代表隊

U: Uniform Groups 制服團隊

(Red Cross, Girl Guide, Scout)

M: Musical Instrument Classes

樂器班

揀選一至兩項參與。

S:  Sports Teams 體育代表隊

目的：發展潛能，鍛鍊體魄，建立自
信，提升其專注力。培養互助合作精
神，並充實學生課餘生活。

排球

籃球

羽毛球

乒乓球

游泳隊

U: Uniform Groups 制服團隊

目的：培養責任感、自律、刻苦堅
毅，服務他人的精神。

1. 紅十字會 (Red Cross)  
2. 女童軍 (Girl Guide)
3. 男童軍 (Sc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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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間安排

統測及考試期間，訓練及集會將會

暫停。

男童軍、紅十字會 星期六上午

女童軍 隔星期四放學後

U: Uniform Groups 制服團隊
費用 : 經校方資助後

男童軍
(包括制服配件)

約為 450 元

女童軍
(包括制服配件)

約為 400 元

紅十字會
(包括制服配件及基
本課程)

女生約為 640 元，
男生約為 680 元
進階課程費用一年
約 150 元

U: Uniform Groups 制服團隊

目的：希望透過樂器訓練， 提升

學生對音樂的認識和欣賞能力

M: Musical Instrument          
Classes 樂器班

樂器班
1. 二胡 9. 敲擊 17.  長號

2. 揚琴 10. 哨吶 18.  小提琴

3. 琵琶 11. 長笛 19.  大提琴

4. 中阮 12. 雙簧管 20.  低音大提琴

5. 柳琴 13. 單簧管

6. 古箏 14. 薩克管

7. 笛子 15. 法國號

8. 笙 16. 小號

 參加樂器班的同學，學習年期最
少為一年，由2018年10月至2019
年7月，不可以中途退學。

 全年學費為$2,100 ，分兩次繳交

(第1次:9月份--$1,200 /

第2次:2月份--$900)

為建立同學堅毅精神及責
任感，同學不可中途退出
已參加之組別。如有任何
問題或疑難、可向課外活
組導師尋求協助。

其他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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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德一 “SUM”

交回表格日期：

24 / 7 / 2018 (二)

女童軍學會簡介

透過不同類型的活動及訓練為隊員提供自
我挑戰﹑群體合作的機會， 並培養隊員以
下能力：

 領導能力
 抗逆能力
 表達能力
 責任感

 自我管理能力
 服務他人精神
 對學校的歸屬感
 社交溝通能力

女童軍運動的目標 訓練活動環繞著「八項綱領」
設計，訓練範圍包括

 培養獨立思考能
力

 履行女童軍規律

 學習與人相處

 服務社會

 保持身心健康

 享受戶外樂趣

 學習家務技能

 探討藝術

活動內容

 遠足

 日營

 步操訓練

 站崗

 興趣章考核

 手工藝製作

 繩結訓練

 急救訓練  大滙演

技能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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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地圖

 指南針

 繩結

急救基礎班

步操訓練
總會活動

服務 小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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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章評核
 本隊隊長及學校老師可為同學評核超過30

個興趣章

 興趣章內容很廣泛

 與AYP銜接

個人選拔賽->日本東京交流團

SDG 小專員計劃
SDG Junior Ambassador 

Programme

5A 陳卓穎

5-9/7/2018

"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7

集會詳情

日期：隔星期四放學後
地點：課室
費用：約400元

集會要求
 如缺席集會或活動者，必須事先向領
袖老師提出申請。

 若告病假者，須於事後補交有效醫生
紙或家長信。

 若未能提供合理理由告假者，將被列
作曠課論，並將受到學校處分。

誠邀在座的中一女同學
於下學年加入女童軍
享受多元化的活動
成為明日的女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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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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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德童軍團(南葵
涌15旅)簡介
4C 黃啟賢南葵涌十五旅現任團隊長

3C 梁浚軒 南葵涌十五旅2018-2019學
年團隊長

集會時間︰逢周六9:00-12:00
(測考前夕、長假期暫停)

費用︰制服費用約300元，戶外活動
服免費。

參加資格︰所有男同學，開學初會邀
請有興趣同學出席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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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紅十字會
青年團第六十三團
香港紅十字會
青年團第六十三團

紅十字會是⋯⋯

實踐志願服務的人道組織

紅十字會會員⋯⋯

服務他人

學習技能

自我成長

宣揚人道

建立友誼

學習技能 --訓練
透過訓練，傳授實用知識、生活技能及態度

‧步操 ‧急救
‧家居護理 ‧健康檢查
‧防火 ‧心肺復甦法
‧手語 ‧繩結
‧拯救 ‧人道法

服務他人--服務

校內服務
‧陸運會急救服務
‧旅行日急救服務
‧捐血日服務
‧校園健康推廣

校外服務
‧社區健康探訪
‧社區健康檢查
‧賣旗活動
‧暑期服務計劃

藉參與志願服務活動，培養助人意識及精神
建立友誼
發展不同級別會員的友誼和關懷文化

‧迎新派對
‧露營、遠足
‧暑期急救訓練營
‧歡送晚會
‧燒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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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成長
中一 訓練+服務+友誼

中二 訓練+服務+友誼+領導+團委員

中三 訓練+服務+友誼+領導+比賽+團委員

中四 訓練+服務+友誼+領導+比賽+團委員

中五 服務+友誼+領導

中六 專心準備公開試

期望你成為我們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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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家長
10:05 – 10:30 
訓導主任講解學生須
注意事項

10:45 – 12:30 
處理班務及認識學校

10:30 – 12:30
家教會主辦中一家長
迎新

8:45 – 9:00 校長致歡迎詞
9:00 – 9:30 簡介善德一SUM計劃
9:30– 9:50 中學生活適應課程簡介
9:50– 10:05 電子付款戶口

程序表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
＜中學生活適應課程＞

2018

＜中學生活適應課程＞

2002年開始
學校正規課程一部分

校本課程

所有中一新生必須參加

材料費用$60

測驗

＜中學生活適應課程＞
課程目標

1. 透過建立正確的學習態度、培養良好的學習習慣、
學習技巧的訓練，使中一新同學於中學階段能發揮
潛能、獲取理想的成績。

- 積極參與，勇於發問及自主學習
- 做預習
- 有效地閱讀 - 理解課文的技巧
- 掌握摘錄筆記和整理資料技巧，每課書寫重點、
做筆記

- 每堂總結所學
-掌握記憶技巧，每天溫習，即學、即記即溫習

＜中學生活適應課程＞
課程目標

2. 使中一新同學對中一各科有初步了解

- 課程由本校舊生擔任班主任
- 本校初中教師任教中文、英文、數學、
生活與社會、綜合科學科、歷史科及地理科。

＜中學生活適應課程＞
課程目標

3. 打破用英語學習的障礙

4. 掌握解決學習問題的方法

5. 訂立目標

6. 妥善分配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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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安排

分班
中學生活適應課程分班與九月份之分班不同
按分班試成績平均分配入四班
中英文採取四班分五組上課
中一中二級不設精英班
中一升中二不設分班，升級同學原班升上中
二，並由同一位老師擔任班主任

共分四班：
智社(C) ：309室
禮社(L) ：310室
仁社(Y) ：409室
信社(S) ：410室

中學生活適應課程上課安排

適應課程上課日期及時間
16/7(一) 至 24/7(二)

上午八時至下午一時
適應課程期間家長接學生放學，請到有蓋操場
若因颱風或紅/黑色暴雨警告/其他原因而停課，
當天課節將取消，餘下的課程將作適當調動。

時間表

請假手續

- 病假: 每天7:50 a.m.-8:00 a.m.打電話回校
請假; 下一個上課天補回家長信。兩天或以
上病假需要附上醫生證明。

- 事假、遲返學及早退: 三天前申請及交家長
信(早退註明是否由家長帶離學校)，離校前
先到校務處登記。

九月十一日起，
正式上課及放學時間
上課時間：上午八時十分
午膳時間：下午一時至二時零五分
放學時間：
下午四時二十分 (星期一、三及五)

下午三時四十分(星期二及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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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付款系統詳情

2018-19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
中一新生簡介會

負責老師:

陳笑梅老師
譚國豪老師

1.電子繳費介紹

中一學生需要繳付之費用例子

收費項目

冷氣費、資訊科技設備及印刷費

電子付款系統行政費

學生會會費, 社費

練習簿, 手冊, 佛學書

旅行車費

游泳費

電子繳費

電子付款系統

2. PPS繳費靈開戶詳情

透過繳費靈增值: 三步曲

第一步:
•開立繳費靈PPS戶口 (*只需一次)

第二步:
•登記帳單 (*只需一次)

第三步:
•增值 (**每一學期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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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設繳費靈戶口地點(終端機位置)
 葵青區

 OK便利店

 葵涌安蔭邨安蔭商場1號舖

 葵涌景荔徑8號盈暉薈地下G-04號舖

 葵涌盛芳街15號運芳洋樓地下2號舖

 葵涌石蔭東邨蔭興樓1及2號舖

 葵涌貨櫃碼頭亞洲貨運大廈第三期A座7樓

 葵涌貨櫃碼頭路71-81號豐裕中心地下B1號舖

 葵涌葵涌邨第一期秋葵樓地下6號舖

 葵芳葵義路2-10號好爵中心地下43-48號舖

 梨木樹邨梨木樹商場LG1號舖

 青衣長發邨長發廣場地下132-134號舖

 青衣青華苑停車場地下1號舖

 荔枝角瑪嘉烈醫院道2-10號瑪嘉烈醫院大樓地下

 葵涌華星街1-7號美華工業大廈地下B號單位

 青衣青衣村一期停車場大廈地下6號

 AEON 信貸財務

 葵涌葵富路7-11號葵涌廣場地下27號舖

 滙豐銀行

 葵涌興芳路166-174號新葵興廣場3樓2號舖

 其他區域

 http://www.ppshk.com/hkt/prt/Web/ch/

1. 開立繳費靈(PPS)戶口
請攜同提款卡或具備提款功能之信用卡，到繳費靈終端機，按
指示開立PPS戶口。

1. 選擇開立戶口

2. 將提款卡掃過讀卡槽

3. 選擇銀行戶口

4. 輸入提款卡個人密碼

5. 輸入自訂的 5位數字 PPS電話密碼

6. 重按 5位數字 PPS電話密碼

7. 輸入自訂的 8位PPS網上密碼 (如不需使用網上繳費服務，

則可直接進入步驟8) 

8. 取回印有PPS戶口號碼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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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PPS戶口

已有戶口號碼直接登記賬單

忘記戶口號碼帶同提款卡到終
端機複查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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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 登記帳單

1. 致電 18013
2.請選擇 ‘1’

3.按入 8位數字 PPS戶口號碼

4.輸入商戶編號 6124
5.輸入 5位數字學生入學證編號

6. (每張賬單只需在第一次交費前登記一次。如
欲使用網上繳費服務，請瀏覽ppshk.com)

第三步: 為電子付款系統增值

方法一：電話或網上繳費靈(PPS)服務

方法二：櫃位賬單繳費服務

方法一：電話或網上繳費靈(PPS)服務
1. 致電 18033
2. 輸入 5位數字 PPS電話密碼

3. 輸入商戶編號 6124
4. 輸入 5位數字 入學證編號

5. 輸入繳付金額 (最低增值金額︰$1000)

6. 聆聽及記錄PPS  6位付款確認號碼 *(可紀錄在手冊中)

7. *(如未能聽到付款號碼，請致電18013選擇 ‘2’ 覆查最近一
次繳費詳情)

方法二：櫃位賬單繳費服務

 學生可以透過印有個人電子繳款條碼(Barcode for 
payment)之學生証，連同現金到OK便利店或VanGO
便利店為電子付款戶口增值

增值須知

戶口可存入款項 HK$300- HK$5,000
中一開學前最少增值 $1000
如有經濟困難，請於3/9將家長信交予班主任，
但仍需增值至少 $300

畢業時可全數退回

可登入 eclass 內聯網查詢戶口結餘

電子付款系統會於最遲七個工作天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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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查詢戶口結餘及交易紀錄

登入http://eclass.bstc.edu.hk

Login ID: 登入學生/家長內聯網的帳號

Password: 密碼

選擇我的智能卡紀錄

在繳費項目下選擇「戶口結存及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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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費程序

其他注意事項

入學証編號即將派發。

請盡快開設繳費靈户口，

並於8月電話增值$1000。
學生証將於 3/9/2018拍照製作，

並於九月尾派發。

學生及家長內聯網户口將於九月初派發。

其他注意事項

如透過便利店櫃位賬單繳費，請保存單
據，但無須把單據交給學校。(但未有學
生証前不能用此方法)

如用繳費靈付款，請將付款參考編號填
寫於手冊「電子付款戶口收支紀錄」一
頁(p.26)。

有關電子付款戶口的查詢，

請電2421-2580聯絡校務處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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