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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善德英文中學家長教師會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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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一一年四月 
 

日本國難的反思  
3 月 11 日下午，日本東北不同縣市遭受黎克特制 9.0 級的毀滅性地震

侵襲，緊接而來的是高達 30 米的海嘯、數不盡的餘震和 3 個核反應堆的爆

炸及洩漏幅射等嚴重問題。每日看直播新聞和當日的海嘯片段，彷彿置身電

影《明日之後》的場景，哀鴻遍野，生靈塗炭。 

生死教育及悲天憫人的價值對學生絕對需要，但同學有否思考面對這

史無前例的災難，為甚麼日本人仍可有秩序地排隊輪候購買食物，為甚麼在

災難中心的日本人仍能處變不驚，既不埋怨政府，也不呼天搶地，反而是災

民互相鼓勵打氣，勉勵鄰舍親人要有信心和樂觀面對極其困厄的環境？我想

這是和國民教育和國民質素有關。生死有命，在大自然面前人類只是極其渺

小，任憑科技怎樣發達，不消半天便可令本來是自然美景的各大城市縣鎮滿

目瘡痍，甚麼鳥取縣水晶梨子、青森縣蘋果和蜜瓜，甚至港人嚮往的魚生壽

司，日後有一段長時間也可能不易獲得。日本的國難地震，隨著全球化的作

用，香港人也在不同層面也受到影響。 

我想近年學者不斷提倡保護環境，珍惜及善用自然資源，其實也是期

望人類要學習如何能與大自然和諧共處，節約能源，減少破壞大自然。遠離

地震帶的香港人無疑非常幸運，既不需擔心地震天災，亦可透過即時資訊掌

握事態最新發展，甚至蔓延歐美的核洩漏幅射也彷彿與我們無關，但我們可

以為災民做甚麼事情以減輕他們的痛楚？我建議為他們唸一遍《心經》，期

望佛力加庇，讓日本國民早日重建家園，走出大地震的傷痛，回復正常生活；

也可以考慮參與佛聯會為本校師生安排的摺紙鶴為災民祈福活動。至於在校

求學的善德同學，請緊記珍惜眼前人，好好把握與父母、家人、朋友、師長

相處的時間，因為人生就是這般變幻無常。在今天還壓根兒健康無恙的親

人，明日可能已經陰陽相隔。惟有珍惜現在，盡其在我努力回饋社會，才不

枉人生在世的時間。「萬般帶不走，唯有業隨身。」行善積德，諸惡莫作，

眾善奉行，自然隨遇而安。上述小小分享願與善德同學共勉！ 
 

最後祝願各位兔年身心康泰，六時吉祥！ 
 

何滿添校長 

二零一一年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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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善德英文中學二零一零至二零一一學年重要事情日誌 
 
二零一零年九月至二零一一年三月底 
 
日期 事件 備註 

2-9-2010 學校開學禮 勉勵善德同學要學習傷殘名人胡哲永不放棄的堅毅精

神，儘管前面波濤洶湧，仍應繼續努力向目標的光明

之途邁進。 

10-9-2010 出席於九龍灣展貿中心舉行

之敬師日典禮 

 

本校楊小珠老師出席頒獎禮。近年教改頻仍，新高中

學制又帶來眾多挑戰考驗，照顧學習差異及維持公開

試成績均令教師工作百上加斤，政府設教師日表揚教

師工作絕對值得支持。 

 
何滿添校長與楊小珠老師合照 

11-9-2010 中樂團獲邀出席觀宗寺主持

宏明法師陞座典禮表演 

中樂團同學演奏表現出色，獲與會嘉賓一致好評。 

 
中樂團表演  

 
 

10-12/9-2010 合唱團音樂營  

   
音樂科主任任德悠老師、合唱團導師郭淑衡與合唱團同學於西貢北潭涌渡假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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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2010

至 

17-10-2010 

中二全級同學參與歷奇訓練

營 

中二級歷奇活動 

 

本校為配合 334 新高中學制發展需要，除提昇同學課

堂知識及能力外，亦為中二全級同學安排歷奇訓練

營，藉以讓同學在自我形象、個人成長及建構團隊方

面經歷不同考驗，當日在本校禮堂安排有關活動，節

目充滿挑戰，同學亦全力以赴，互相鼓勵完成考驗，

獲益良多。 

 

 
同學在禮堂參與歷奇活動 

 
同學投入參與，樂在其中 

 

15-9-2010 出席教育局有關新高中通識

獨立專題探究評分工作坊 

新高中學制與通識教育乃新增核心科目，獨立專題探

究茲事體大，為求評分一致，公平公正，通識團隊正

積極準備，期望為善德學生提供更豐富的通識學習經

歷。 

 

17-9-2010 獲邀出席教育局有關外評人

員分享會，分享到其他友校的

外評心得 

 

外評及自評乃學校自我完善的恆常機制，期望本校能

繼續自我完善，在學與教及支援學生成長工作上為學

生創造關愛校園環境，並協助他們在佛化教育薰陶下

實踐人生目標。 

 

 
教育局質素保證分部鄧發源首席助理秘書長致送紀念品予何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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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1/10/2

010 

獲教育局邀請出席教育界慶

祝 61 周年國慶訪問北京團 

首都建設一日千里，國慶當天清晨在天安門親身參與

升旗一刻，非常感動。 

 

何校長與陳維安副局長合照 
 

何校長與一眾校長教師在人民大會堂與教育局副

局長、張國華秘書長合照 

4-10-2010 至 

11-10-2010 

中三全級同學參與歷奇訓練

營 

中三級歷奇營 

 

本校為配合 334 新高中學制發展需要，除提昇同學課

堂知識及能力外，亦繼續為中三全級同學安排歷奇訓

練營，藉以讓同學在自我形象、個人成長及建立目標

方面經歷考驗，營地安排有關活動，節目充滿挑戰，

同學亦全力以赴，互相鼓勵完成考驗，獲益良多。 

團隊精神是活動重要元素 
 

齊心就事成，堅毅就是這樣鍛鍊出來的 

6-10-2010 出席考評局通識試卷評改工

作坊 

新高中通識教育科擬題時會以跨單元方式出題，評改

時亦沒有標準答案，考生作答只要言之成理即可得

分。出席評改工作坊的寶貴經驗有助為本校學生作更

好準備應付 2012 年開始的中學文憑考試。 

8-10-2010 中一家長會 

 

百多位中一家長出席，社工梁鎂婷姑娘講解適應中學

階段需注意的地方，另外與會家長亦與班主任溝通，

了解子女升讀本校後的學習成長情況 

出席中一家長十分踴躍 
 

何校長與梁鎂婷姑娘回答家長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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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2010 早上獲三所友校邀請到粉嶺

救恩書院分享新高中通識評

考經驗，晚上應邀出席本校

63 團 35 周年晚宴 

 

63 團歷年為本校學生創造極有意義之學習經歷，自助

助人，培養服務他人精神之餘，亦掌握急救知識及實

戰經驗，是晚筵開 10 席，出席校友眾多，大家聚首一

堂，尤其難得。 

 
紅十字會團慶出席校友踴躍 

 
校友向學校致送紀念品 

 

16-10-2010 聯校教師發展日於中華傳道

會安柱中學舉行。安柱中學、

母佑會蕭明中學、保祿六世書

院及本校共四所英文中學合

辦聯校教師發展日，主題為新

高中學制下如何更有效照顧

學生學習差異。 

 

教育局新高中學制組發展主任陳鴻昌先生首先為四所

英文中學同工作主題演講，內容提及照顧差異的教學

事項，例子適切，同工獲益良多。繼後四所中學各學

習領域及科目各自分享交流新高中學制遇到的教學問

題及處理方法，同工熱切討論交流，互相分享成功經

驗及材料，獲益極大。 

 
何滿添校長致送紀念品予教育局新高中學制組陳鴻昌先生 

 

19-10-2010 出席葵青區社會服務比賽誓

師大會 

社會服務乃中學生成長的難得經歷，本校學生秉承過

往優良傳統繼續參加，期望為區內弱勢社群提供適切

援助。 

 

22-10-2010 荃葵青區中學校長會全體會

員 大 會 ， 何 校 長 獲 選 為

2010-2012 年度執委會主席。

 

荃葵青區中學校長會主席工作任重道遠，特別是面對

區內適齡中學生人口下降的嚴峻問題。區內中學校長

們對本人委以重任，自當悉力以赴，期望不辜負眾校

長期望，做好任內工作，維持區內中學環境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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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0-2010 家長教師會全體會員大會暨

執委會選舉 

 

是次邀請講者司徒漢明先生講解子女成長的管教問

題，出席家長近 70 人，會後討論及分享環節反應熱

烈。隨即舉行新一屆家長教師會執委會選舉，結果由

上屆副主席黎惠珠女士當選主席，繼續領導本校家教

會工作。 

何滿添校長致送紀念品予司徒漢明先生 翁玉瑗主席作家長教師會工作簡報 

26-10-2010 出席於葵涌警署舉行，主要為

區內訓導人員及校長而設的

的滅罪講座 

講座內容有提及如何減低青少年涉及吸毒及援交罪案

的機會，講者提及家長管教及學校支援同樣重要，在

缺乏關愛家庭成長的青少年往往有較大機會涉及吸毒

援交等罪行，因此家校合作及加強交流尤其重要。 

25/10，

27-29/10 及

3/11 2010 

獲教育局邀請在港島區著名

英中英華女校擔任外間評核

人員 

外評工作有助了解不同中學策劃新高中學制的情況，

讓本校可以取長補短，以臻完善。 

29-10-2010 英文科為中一舉行萬聖節活

動 

同學透過活動學習英語，趣味盎然。 

   
 

     
同學投入由英文科教師細心設計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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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010 至

31-8-2011 

何校長獲香港考試評核局邀

請，出任通識教育獨立專題探

究地區統籌員，負責九龍城區

20 多間中學的通識教育教學

支援工作，直至 2011 年 8 月

底。 

通識教育獨立專題探究地區統籌員的支援工作，以調

分及統一評分標準為主，輔以定期聚會及學校探訪。

何校長接受是項邀請，純為本校學生爭取更多教學及

評考獨立專題探究的經驗，以回饋善德，2012 年第一

屆中學文憑考試時，亦有機會參與通識教育科獨立專

題探究的評改工作，期望能增加本校學生處理獨立專

題探究的能力。 

31-10-2010 佛聯會會屬中學共 80 多位通

識教師，到本校參與由何校長

主持的通識評卷工作坊 

通識教育評分標準以理據及邏輯表達有關，能與會屬

通識同工分享經驗至為難得，期望辦學團體中學的通

識科能在中學文憑考試取得理想成績。 

1-11-2010 教育局長孫明揚太平紳士到

訪本校，與荃葵青區開設 5

班的中學校監及校長見面。

 

隨著適齡學童人口下降，教育局提出優化班級結構計

劃的加強措施，期望區內有更多中學參與。與會校監

及校長對優化計劃的加強版持正面樂觀態度，惟各校

仍須諮詢個別中學的持份者，最遲在 2011 年 2 月下旬

才有決定。 

左起：郭民亮校長、釋衍空法師、校監果德

法師、孫明揚局長及何校長 

荃灣、葵涌及青衣區中學校監及校長出席 

 
孫局長與一眾教育局官員解釋自願優化班級結構

計劃詳情 

4-11-2010 及

22-11-2010 

陸運會於葵涌運動場舉行初

賽，但翌日(5/11)因天雨關

係，為顧及同學安全，決賽延

至 11 月 22 日早上舉行，校友

梁慧兒女士任頒獎禮嘉賓，家

長校董亦應邀出席頒獎禮。

 

決賽當日天公造美，風和日麗，參與陸運會學生人數

踴躍，場面熱鬧，浸會大學助理教務長梁慧兒校友擔

任主禮嘉賓，梁校友勉勵同學要珍惜光陰，無論在在

運動及學業方面均要鍥而不捨，努力奮鬥，才能實現

人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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梁慧兒校友(右)擔任陸運會主禮嘉賓 

 

   
班際接力優勝隊伍 

11-2010 至 

1-2011 

先後獲邀到葵涌、青衣、荃灣區

內共 10 間小學簡介善德學習生

活情況 

小六學生家長對本校學習生活及學生發展極感興

趣，每次簡介會後均垂詢甚詳，期望了解善德學習

情況。 

 

 

15-11-2010 下午獲邀到政府總部出席座談

會，教育局長諮詢新高中通識獨

立專題探究的實施情況及困難。

是次座談旨在讓孫局長多了解通識獨立專題探究

的實施情況，亦讓教育局能為前線通識教師提供更

適切的支援，饒具意義。 

 

 

15-11-2010 出席佛教聯合會於會展舉行的

65 周年會慶晚宴 

永遠榮譽校監覺光長老、校監果德法師及一眾會董

校董均非常關心善德發展，並高度讚揚教師的辛

勞，期望善德能繼往開來，續創佳績。 

 

 

17-11-2010 與梁佩嫻副校長帶領部份中五同

學參觀位於柴灣青年廣場新近啟

用之德育公民教育廊。 

民政事務局負責管理之德育及公民教育廊以互動

故事劇場形式帶領學生反思如何建構個人價值，並

對敏感議題如吸毒、婚前性行為、與父母相處等逐

一分析，但不流於強行灌輸，參與同學均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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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1-2010 英文科安排話劇演出 Drama Show 欣賞英語話劇能讓同學活學活用，獲益良多 

    
話劇演出成功，同學細心欣賞 

22-11-2010 參觀〈動態版清明上河圖〉 中文科老師帶領中六中七級學生，合共 140 人，前

往香港國際機場亞洲博覽館，參觀〈動態版清明上

河圖〉。 

 
全體師生在機場博覽館前展覽場地外合照 

19-11-2010 出席於胡忠大廈為校長而設的校

園驗毒報告諮詢會議 

大埔區的校園自願驗毒方案成效不彰，一直是零陽

性個案，所費不菲。政府正試行頭髮驗毒，亦檢視

會否透過公眾討論立法實施強制驗毒。吸毒問題近

年備受關注，而且毒癮禍延終身，無毒校園一定是

家長、學生及學校的共同期望。 

 

25-11-2010 5B 簡孝齊同學獲得「精彩世博」

全港徵文比賽亞軍  

 

 
左起中文科黃達偉老師、5B 簡孝齊、何滿添校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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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1-2010 全港中小學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中文硬筆書法 

 

 

 
全港中小學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中文硬筆書 中學高級組及初級組校內初賽獲獎同學合照 

25-11-2010 英文朗誦 

 

 

 
英文朗誦節獲獎同學與劉彩霞老師及校長合照 

3-12-2010 及

4-12-2010 

本校中六同學到訪廣州重點中學

廣州一中 

 

同學透過交流認識國內學生的勤奮堅毅，獲益良多

   
參觀校舍       

 
在飯堂享用晚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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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活動 

 
大合照 

6-12-2010 紅十字會捐血日 

 

捐血救人，助己助人，善德師生鼎力支持，縱使天

氣寒冷，全日仍有 117 位員生捐血，成績理想。 

8-12-2010 會屬中學聯校畢業禮於香港中環

大會堂舉行 

 

教育局副秘書長陳美寶女士主禮，陳副秘書長勉勵

同學要多認識祖國，並積極裝備自己，努力學習，

將來回饋社會，貢獻國家。本校在最後一屆中學會

考獲 9 優佳績的周時燊同學獲香港佛教聯合會頒

發沈香林特別獎學金 5萬元正，以資鼓勵。 

10-12-2010 中四全級同學參加其他學習經歷

日 

 

全級中四同學分成 10 組，分別參與不同活動及到

訪不同機構，如單車導賞團、了解播音情況、參與

制作陶瓷等。同學可就相關行業及興趣了解情況，

以便在生涯規劃作更詳細考慮 

國泰城 

園藝、樹藝師 

 
南生圍單車導賞團 

 
配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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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2010 為全體中五同學於禮堂舉行新高

中通識評考工作坊，試行回答及

評改有關模擬試題 

通識科屬嶄新核心科目，讓第一屆應考中學文憑試

的同學及早接觸及了解評分準則，有助他們取得理

想成績。 

13-12-2010 與數學科程國基老師、中六級理

科班張澤賢同學及徐彥韜同學出

席恆隆數學獎頒獎典禮。 

 

全港共 56 間中學 112 隊參加，能進入最後 15 強已

殊不容易，善德同學最後能勇奪銅獎，參賽同學、

指導老師及學校共獲頒獎學金或書券 10 萬港元，

可喜可賀，佛教善德英文中學更成為區內唯一獲獎

學校。張同學及徐同學近 18 個月的勤勉努力，程

國基老師的悉心栽培指導，校內數學組同工的支援

配合都居功至偉。正如頒獎嘉賓在典禮所言，期望

同學能找到自己有興趣的學科，繼續鍥而不捨的努

力探索追求學問，將來香港定可繼續出現像丘成桐

教授那樣出類拔萃的數學家，善德同學也應訂立目

標，繼續努力研習自己有興趣的科目。 

左起: 何滿添校長、丘成桐教授、張澤賢同

學、徐彥韜同學、程國基老師合照 

 

左起: 程國基老師、何滿添校長、中六級理科

班張澤賢同學、徐彥韜同學、科技大學校長陳

繁昌教授合照 

13/12，15-16

及

20/12/2010 

教育局視學組到訪本校，為綜合

科學科及物理科進行重點視學。

教育局關啟泰總主任及高級課程主任蔡先生稱讚

本校同學專注力強，能接受不同難度挑戰，亦為有

關科目本校近年公開試成績予以肯定，亦給予若干

建議讓本校能在原有基礎上精益求益。 

16-12-2010 第 62 屆香港校際朗誦節中文朗

誦比賽 

本校共有 30 人獲得優良証書，1人獲得良好証書，

其中 2人獲得冠軍，2人獲得季軍。 

另外，中五級丙班全體同學參與粵語散文朗誦比

賽，獲得冠軍殊榮。 

 
左起何校長、陳笑卿老師、1C 呂汶深、1E 吳妙音、2A

馮楚石、3E 何穎雯、3E 連佳麗、劉珮瑾老師、沈芳老師。 

何校長、林曉蕾老師與中五丙班參賽同學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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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2-2010 中三級家長晚會，同日亦為校園

拍照日。 

簡介新高中學制本校選修科課程及選科須知事

項，當晚出席家長及學生非常踴躍，超過 400 人。

17-12-2010 出席於荃灣如心廣場舉行之西方

寺建寺 40 周年晚宴 

西方寺永惺長老弘法利生，在國內國外及香港身體

力行善業，亦關心會屬學校教育事務，時加勉勵，

同人萬分感激。 

18-12-2010 下午舉行講座，簡介佛教善德英

文中學學習生活 

 

當日出席的小六家長及學生非常踴躍，超過 900

人。家長及學生對善德發展非常感興趣，特別是自

行支配學位的取錄條件，家長垂詢甚詳。 

出席講座的小六學生家長眾多 

會考獲 9優的周時燊同學分享讀書心得 

 
中樂團小組表演 

 
外籍文化交流生分享在善德的學習生活 

20-12-2010 英文科主辦 Christmas Party 透過文化交流活用英語，學生興趣更大。 

 

   
小組活動照片 

21-12-2010 學校旅行日  

3-1-2011 代表荃葵青區中學校長會出席新

界西屯門醫院禁毒計劃諮詢會 

毒品問題蔓延迅速，政府成立跨部門一站式服務的

全健中心協助有需要學生，解決因上網、吸毒、酗

酒、賭博及吸煙成癮的青少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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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011 與訓輔組教師出席於荃灣公立何

傳耀中學舉行之荃葵青區警方訓

導人員聯絡網研討營 

大會邀得研究青少年犯罪行為學者城大教授黃成

榮博士主講，講題為辨析有犯罪動機的青少年的有

效方法，同工亦可趁機交流訓導及輔導學生心得，

獲益良多。 

 

10-1-2011 內地大西北中學近 50 位中學校

長到訪，參觀校舍及與本校校長

教師交流。 

 

本港與內地關係日趨密切，教育事務更是可以多作

分享交流的議題。 

國內校長與教師在善德校園合照 

 
劉珮瑾老師分享香港教育制度 

 
 

國內教育單位向何校長致送紀念品 

 

14-1-2011 何校長獲友校粉嶺救恩書院邀

約，分享外評觀課準備。 

6年一周期的教育局外評觀課讓學校透過自評及檢

視現有工作成效機制提升教學效能，多作分享亦讓

本校可掌握外評趨勢及要求。 

 

15-1-2011 何校長獲邀出席教育局通識教育

科就新高中獨立專題探究的分享

會，講解不同樣本評分標準 

 

通識教育科乃新增必修必考科目，不同學校教師團

隊評分準則需有議定機制，以獲致共識。 

16-1-2011 出席紅十字會周年頒獎大會 本校 63 團再獲佳績，獲護理獎項及新界西團隊亞

軍。團長歐兆偉老師、指導教師劉珮瑾老師、溫翠

霞老師及一眾經常回校協助指導的校友功不可沒。

 

18-1-2011 教育局荃葵青 30 多位中學校長

會面，商討參與自願優化班級結

構計劃進展 

未來 10 年學童人口持續下降，影響遍及不同學校

層面，更多中學參與自願優化班級結構計劃有助維

持學校生態穩定，減少人口下降帶來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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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2011 無障礙城市定向 2011 本校十八位中四及中五參加由香港復康會舉辦的

「無障礙城市定向 2011」，今年超過 50 隊，約 300

人參加，本校同學成積優異，所有同學均獲安全大

獎，其中 5E 阮詠欣，5B 彭雅雯, 5B 駱曉賢獲「傑

出表現獎」，全場只有 5隊參加者才有此獎頂。獲

獎同學包括: 

前排(左起): 4D 陳志潁, 4D 盧浚熙, 4D 楊卓

垣,4D 曾子明 

後排(左起):何滿添校長,  4D 姚宛均, 4D 王雅

瑩, 4D 楊文文, 5E 阮詠欣，5B 彭雅雯, 5B 駱曉

賢, 5B 林碧麗, 5B 葉燕麗, 5B 羅詠儀, 4C 陳穎

彤, 4C 鄭蕙儀, 馮健慧老師 

 

 
獲獎同學與馮健慧老師及校長合照 

27-1-2011 NET 人．叻行動-學生網絡守法常

識問答比賽冠軍 

得獎同學: 

(左起)3A 吳錦輝, 3C 吳學臻, 3A 唐嘉豪, 3A 謝承

良, 何滿添校長 

 

 
 

31-1-2011 荃灣葵涌及青衣區全體中學校長

出席校長會表態參與自願優化班

級結構計劃儀式 

 

全區有 25 間中學當日表態參與，稍後其餘兩間亦

一併加入，全區共 27 間中學全數參加，未來兩年

全區中學學校生態稍趨穩定，參與中學亦可優化教

學環境，降低師生比例，讓學生在較理想的環境下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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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葵涌及青衣區中學校長集體出席，宣佈

參與自願優化班級結構計劃，最終全區中學一

同參與，為優化教學環境努力 

 
不同中學校長貼上心型圖案，以示支持計劃 

31-1-2011 家長教師會新春茶話會 

 

出席家長與家教會執委及教師茶聚，預祝兔年事事

順景，六時吉祥，身體安康。 

出席家長交流教導子女心得 
 

大合照 

10-2-2011 出席佛聯會一年一度之新春團拜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太平紳士主禮，祝願香港

風調雨順，經濟繁榮。 

15-2-2011 出席六宗教新春團拜 會長覺光長老致辭，祝願香港社會和諧穩定，民生

富足，國家繼續發展。 

17-2-2011 愛心送暖大行動 全級中四同學參加本校和耆康會協辦的愛心送暖

大行動,約 190位同學在2011年 2月 17日,即農曆

的元宵佳節,拿著精心準備的福袋,和親手製作的

毛巾兔,到學校附近的葵涌村,葵盛東村,葵芳村探

訪獨居長者,他們亦進行問卷調查,了解長者的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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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校長參與送暖活動啟動儀式 

19-2-2011 English Speaking Contest S4-6 英文科舉行中四至中六級說話比賽，讓同學實踐所

學 

 

 
獲獎同學與科主任侯敏麗老師及校長合照 

 

20-2-2011 紮作工作坊 輔導組的大哥哥和大姐姐,和中一的同學分工合

作,在本地著名舞台道具和裝置藝術家陳詩歷先生

的指導下,以 ｀Q 版校園＇為主題,創作出一系列

有趣的展品,他們的作品在家長日及中七惜別會中

展出。 

 

  
同學與製成品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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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嘗試學習紮作技巧 

20-2-2011 家長日上午繼續舉辦成績嘉許

禮，讓在不同學科、學習領域及

班級名次表現出色的同學感受成

功經歷。  

何校長鼓勵獲獎同學要繼續努力，百尺竿頭，更進

一步。嘉許禮效果良好，校方將繼續舉行，期望能

對成績有良好表現的同學予以肯定，亦讓家長分享

子女努力成功後的喜悅。 

 

校長及副校長與獲嘉許同學合照 

 
 

21-2-2011 何校長出席葵青區議會新春團拜 區內不同組織均關心教育發展，期望本區學生能獲

優質教育。 

 

3-2011 S1 Kitchen 英文科為初中同學舉辦英語廚房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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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011 中文科在禮堂舉行猜燈謎活動 燈謎乃文字活動，有助學生思考，饒有趣味。 

 

   
同學踴躍嘗試作答，參與者甚眾 

24-3-2011 香港仔街坊福利會與南區撲滅罪

行委員會合辦             

「關懷接納助更生」全港學生演

講比賽 

香港仔街坊福利會與南區撲滅罪行委員會合辦「關

懷接納助更生」全港學生演講比賽，本校同學在「預

科組即時演講比賽」獲得季軍一項(7S 林穎琪)、

優異獎狀一項(6S 周時燊)、優良獎狀兩項(6S 翁春

妮、6A 馮紫婷)。 

 
獲獎同學左二起周時燊、馮紫婷、翁春妮、林穎琪與陳達生老師及校長合照 

 

25-3-2011 English S1 Story Telling 

Competition 

英文科舉辦中一級英語故事演講比賽 

  
同學投入表演，效果良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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