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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善德英文中學家長教師會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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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十月 
 

「行百里者半九十」展示的堅忍毅力  
 

新學年伊始，與以往暑假不同的是剛過去的暑假，善德校園補課不絕。

升中七應付最後一屆高考的學生固然要補課，但第一屆 334 新高中應考中學文

憑試的學生更是休息欠奉，補課再補課，這裏實在要再次感謝各位勞苦功高的

教師，整年辛勤工作之餘，僅餘的暑假亦為善德同學努力完成課程，同學們真

要加倍珍惜，用功讀書報答教師的無私付出！ 

 

談到補課，不期然想到大學期間修讀《大一國文》時的課堂，當時老師

問我們，古文「行百里者半九十」怎樣理解？班中無人知曉，老師解說是要走

一百里路，即使完成了九十里，那只是完成一半路程，最後十里的艱難千萬別

小覷！很多人就是不能堅持到底而功虧一簣。學生應付公開考試，除了天資才

智外，最後通常都是恆心毅力定勝負。有堅忍毅力的同學，能持之以恆及早準

備，多練習歷屆試題，融會貫通，知己知彼，成績總不會太差；相反自視太高

的同學往往不願意及早溫習，或心存僥倖期望應考公開考試時幸運之神會眷顧

自己，那樣成績多半不理想。本年高考善德文科班李慧妍同學考獲 4A1B 的極

優異成績，談到讀書心得時李同學還是謙虛地說：「沒有甚麼秘訣，就是專

心、勤力和及早準備，不浪費極之寶貴的讀書時間！」李同學深諳「一分耕

耘、一分收穫」的道理；佛家也說：「一念天堂，一念地獄！」。時間管理往

往是高年級同學的致命傷，如何擺脫上網成癮的陋習？如何善用時間提高讀書

效率？如何保持適量運動釋放學習壓力，維持身心健康？上述問題沒有放諸四

海皆準的答案，但重要的是同學一定要訂立目標，由短期目標以至中期長期均

要小心計劃，絕不能興之所至便多讀兩遍書，是日心情欠佳便甚麼也不做，一

曝十寒，這樣只會蹉跎歲月，放榜時換來令自己失敗懊惱的成績單。我相信盡

力而為，問心無愧的處事態度，也希望善德同學努力進取，將來可以驕傲說

句：「青春無悔！」。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在此我勸勉尚未開始認真溫習的

同學宜及早努力，免得浪費了寶貴的讀書時間。在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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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十月廿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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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善德英文中學二零一零至一一學年重要事情日誌 
 

二零一一年三月至八月 
 

日期 事件 備註 

26-3-2011 香港佛教聯合會主辦聯校教師發

展日，邀請前警務署長李明逵先

生及前天文台長林超英先生分享

管治之道。 

兩位講者深入淺出，以過來人身份分享如何建

立高質素的警隊及天文台隊伍，與會校長及教

師均獲益良多。 

1-4-2011 中六周時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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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青衣皇仁舊

生會中學舉行，容啟謀老師及何校長均有出席

傑出學生頒獎禮。周時燊其後以荃葵區傑出學

生身份前往辛亥革命發源地武漢交流。 

 
左起：教育局荃葵青區總學校發展主任林漢荃先生、周時燊同學、何校長、容啟謀老師 
6-4-2011 獲九龍真光中學邀請擔任通識辯

論比賽嘉賓。 
友校同學辯論詞鋒厲害，法理情兼備，展示通

識從多視角考慮問題的學科特色。 
8-4-2011 出席於香港大學舉行，由佛教聯

合會董事衍空法師主持有關通識

思考方法教材發佈會。 

衍空法師慈悲，積極協助屬校教師準備新高中

通識的考評工作，並與星島日報出版思考方法

工具書，協助學生了解通識教育科需要的思維

方法。 
8-4-2011 應本校家長教師會邀請，主講新

高中通識科的課程、教學及評

考，何校長亦順道分享通識科的

設計理念及本校推行的策劃安

排。 

出席家長及學生達 80 多人，家長對新高中通

識科垂詢甚詳，期望多了解這新增核心必考科

目。 

19-4-2011 獲教育局邀請，何校長與十多位

到訪善德的新上任中學校長分享

課程管理、通識考評及建構教學

團隊經驗。 

中學正處急驟改變階段，新任校長亦覺絕不易

為。透過交流分享，不同學校領導風格亦可各

擅勝場，為學校帶來更多反思及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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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校長(右一)與一眾新任中學校長交流工作意見，前排右二為王少清中學前校長李民標先生 
21-4-2011 獲教育局邀請出任葛亮洪獎學金

評審委員，面見港島區中六尖子

學生，選出獎學金得主。 

尖子同學的特點是視野廣闊，具同理心，在同

儕小組討論時勇於發言，表達清晰，情理兼

備，善德同學可以多加培養上述素質，以加強

將來的競爭力。 
26-4 至 30-4-
2011 

應區議會邀請，帶同荃葵青區 10
位傑出學生及社會服務計劃優勝

隊伍，往湖北省武漢市(辛亥革

命發源地)考察交流。適值辛亥

革命 100 周年，這次交流行程別

具意義。 

本校社會服務計劃參賽隊伍亦屬優勝者，能暫

時放下學校工作，與學生出外交流考察，岳陽

樓、長江大橋、武漢市工商業發展均屬難得經

歷，收穫良多。 

社服優勝同學與傑生攝於武漢實驗中學 

何校長與社服優勝者及傑生周時燊(右一)合照

國父孫中山像前，左起何校長、蔡顯揚、郭穎

芯、姚玉軒、袁綺雯、郭志浩。 

30-4-2011 本校第三次教師發展日。 教師分組討論本年重點關注事項成果及反思，

亦有討論落實來年重點關注事項的具體方法。

9-5-2011 舉行校內浴佛，邀請香港大學佛

學研究中心署任總監兼佛聯會董

事衍空法師、為全體師生分享開

示，講題為：「佛教如何面對天

災人禍」 
 

衍空法師先以英語向師生介紹他皈依經過，再

用粵語深入淺出講解佛教義理，透過佛教義理

解說面對生命無常及面對天災人禍時的處世之

道，全校師生均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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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空法師主講 何校長致送紀念品 
10-5-2011 荃灣區浴佛典禮假老圍西方寺舉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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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2011 為荃葵青中學校長會主辦之

通識獨立專題探究作主講嘉

賓，分享本校準備通識 IES
情況。 

區內 80 多位通識教師參加，就獨立專題探究 3 個

評分階段交換經驗，準備第一屆新高中學生明年開

展通識獨立專題探究 IES 工作。 

20-5-2011 出席於會屬林炳炎小學舉行

之慶祝皈依素宴，本校皈依

同學由李麗儀老師及歐兆偉

老師陪同出席。 

素宴對健康有益，值得多加推廣。 

1-6-2011 出席佛聯會會屬小學聯校畢

業禮，教育局副秘書長黃邱

慧清女士主禮。 

會屬小學畢業生人數眾多，多才多藝，在表演環節

表現出色。 

2-6-2011 出席會屬大光慈航中學合併

典禮 
合併後會屬大光慈航中學可更有效動用資源，照顧

大埔區內不同學習需要的同學。 
2-6-2011 教育局公益少年團葵青區

2010/11 周年頒獎典禮 
本校同學獲得以下獎項： 
「環保為公益」慈善清潔籌款嘉許狀(5A 黃稔恩) 
推己及人為環保 敬老扶幼建和諧」繪畫比賽 
初中組：冠軍（2E 許瑩瑩）、亞軍（2E 馮芷

慧）、優異（2E 謝采凌、2E 何匯琛、2E 江芷珊）

高中組：冠軍（5E 楊佳靜）、亞軍（5A 張家

佩）、季軍（5B 蔡寶儀）、優異（5D 許朗鈿、5C 
周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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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同學合照 
（前排左起）謝采凌、許瑩瑩、馮芷慧、江芷珊 
（後排左起）楊佳靜、許朗鈿、周莉莉、張家佩、黃稔恩、蔡寶儀、何匯琛 

7-6-2011 獲教育局邀請，何校長與 80 多

位西貢區通識科教師及科主任分

享新高中通識科考評經驗及試改

樣本試卷。 

教學相長，透過與同工分享，期望善德師生亦

可更熟悉新高中通識科考評要求。 

9-6-2011 出席香港中學校長會全體會員大

會，主講嘉賓為岑逸飛先生，講

題為中國哲學內之領導思維。 

岑先生分享他對中國哲學史上不同學派對領導

的期望，例子生動，一眾與會校長均獲益良

多。 
10-6-2011 出席教育局主辦之英語增潤計劃

發佈會。 
全港中學下學年一律獲撥款港幣 100 萬元，以

進行可持續及有效益的英語增潤計劃，為學生

營造英語環境，提升英語水平。 
14-6-2011 出席香港佛教聯合會的聯席會

議，加強不同屬校的老師交流。

同日另有佛聯會的英語小組會

議，由會董莊學山居士主持。 

學務委員會副主席莊居士對會屬中學英文科老

師的辛勞表達關心感激，又期望會屬中學可善

用資源，持續提昇屬校英語水平。 

17-6-2011 出席於觀宗寺舉行之慶祝佛聯會

會長覺光長老壽誕典禮。 

會長覺光長老關注佛教會會屬學校發展，對會

屬中學校務一直大力支持。 

 
本校中樂團獲邀表演，同學表現出色 

 

20-6-2011 獲教育局邀請，何校長與 120 多

位沙田區通識教師及科主任分享

新高中通識科考評經驗及試改樣

本試卷。 

教學相長，透過與同工分享，期望善德師生亦

可更熟悉新高中通識科考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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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2011 本校通識組梁永佳老師、馮潔雯

老師、曾雯青老師及何滿添校長

獲教育學院邀請在《2011 通識教

育研討會》任分享嘉賓，講題為

《新高中通識的考核及教學經驗

分享》。 

通識教育為新增核心必考科目，茲事體大，影

響新學制教師、家長及學生，透過與通識科同

工的交流討論，未來本校通識科的教學、考評

及校本評核工作將可持續優化，為同學營造更

有利環境學習通識。 

 
前排左起：曾雯青老師、馮潔雯老師、教協副會長黃克廉先生、梁永佳老師及何校長 
22-6-2011 獲教育局邀請，出席教育局主辦

一系列新高中學制領導人研討會

主講嘉賓，分享本校照顧學生個

別差異的策略及學與教安排。 

研討會內容涉及不同學科的學與教策略，與會

者對本校照顧學生個別差異的工作甚有興趣，

會後亦索取有關工作紙及表格，本校分享獲與

會校長、副校長及同工一致好評。 
24-6-2011 本校舉第 35 屆中七畢業禮。 

 
邀請本校校友會主席暨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教

師會主席劉國良先生主禮，劉校友勉勵畢業同

學感激父母師長的栽培，更要努力不懈，積極

拓闊視野，裝備自己，為迎接將來挑戰作更佳

準備，畢業班同學獲益良多。 

 
中七畢業班同學表演歌唱節目 劉國良校友(右一)向畢業班同學致勉辭 
29-6-2011 何校長與全體中五學生分享新

高中通識科考評經驗及試改樣

本試卷。 

透過與第一屆文憑試應考學生講解樣本試題的評

分標準，期望善德師生亦可更熟悉新高中通識科

考評要求，明年在通識科考試取得理想成績。 
30-6-2011 中七高考放榜，優良率比去年

明顯進步，升至 48%，詳情請

稍後查閱學校周年報告或瀏覽

本校網頁。 

中七文科班李慧妍同學獲最佳之 4 優 1 良成績，

另有 3 位理科班同學獲 3 優 1 良或 3 優佳績，李

同學升讀中文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學士學位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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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排左起陳祺星同學、黃紀丰同學、徐均予同學(上述 3 位同學考獲 3 優)及李慧妍同學(獲
4A1B 優異成績)，前排左起王希賢副校長、7S 班主任李靜美老師、何校長、7A 班主任陳德舜

老師及梁佩嫻副校長。 
4-7-2011 本校於荃灣大會堂舉行一年一度

之夏日情調音樂會。 
當日表演項目達 15 項，同學投入演出，表現

水平良佳，出席家長師生均表讚許。 

中樂團演出精采                                                         英語音樂劇同學演出節奏整齊，歌唱出色 
5/7/2011—
27/7/2011 

本校英國遊學團出發往英國利物

浦交流學習，並透過浸沈英語環

境學習，了解當地文化，林雯老

師隨隊出發。 
 

遊學團意義深遠，學校亦撥出部份經費設獎學

金，資助成績良好的遊學團同學。 

遊學團參觀利物浦當地歷史名勝 
 

同學了解英國街頭建築物及文化，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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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011 中一派位公佈，本學年開始全港

200 間中學參與優化班級結構計

劃，荃葵青區 27 間中學全部參

加，本校亦善用資源，在中四級

實施 33 人一班的中班教學，加

強對學生的照顧。 

派往善德的 140 位小六學生全數 100%均為區

內第一組別學生，多位小六學生申請轉讀本

校，但學額甚少，向隅者眾。 

8-7-2011 中四其他學習經歷日。 
 

邀請不同行業人士與學生分享，以了解各行業

運作。中四級學生拓闊視野，獲益良多。 

任職醫學界人士與學生分享醫護界工作 
 

不同專業人士與學生分享工作經驗。 

9-7-2011 舉行散學禮及派發成績表。 
 

校友利偉強先生回校主禮，並頒發利偉強校友

課外活動獎學金。 

散學禮部份獲嘉許同學 

 
利偉強校友頒發獎項予中四級黃雪儀同學。 

9-7-2011 獲邀出席葵涌 IVE 的專業會計比

賽頒獎典禮 
IVE 與商界緊密合作，畢業生就業情況理想，

亦屬新高中多元出路其中一個考慮。 
12-7-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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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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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在課堂踴躍發問及回答問題，積極投入 導師帶領同學遊覽善德校園，以求盡快適應校

舍環境 
17-7-2011 出席於沙田舉行之文武全才青苗

計劃獎學金頒獎典禮。 
本校劉家穎同學獲獎，可見只要時間分配得

宜，同學仍可參加有興趣的課外活動及興趣

班，讓身心健康發展。 
23-7-2011 中一銜接課程結業禮在本校禮堂

進行。 
超過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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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的作品    

何校長與獲獎同學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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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2011 同日晚上與梁佩嫻副校長及一眾

老師出席於屯門大會堂舉行之英

語音樂劇演出。 

全港只有 4 間中學獲康樂文化署挑選參加這訓

練項目，經過一整年訓練後，參與的善德同學

當晚演出全無怯場，以極具自信的表現贏得觀

眾一致讚揚。英語音樂劇結合音樂、英語及表

演元素，透過綵排及參與演出，同學均獲益良

多，在此校方特別感謝音樂科任德悠老師整年

的跟進、聯絡及支援，善德同學才能感受這難

得的學習及表演經歷。 

 
出席欣賞音樂劇之校長及老師與部份演出同學

合照。 
   善德同學在英語音樂劇的精彩演出。 

26-7-2011 出席於荃灣大會堂舉行之荃葵青

優秀學生選舉頒獎禮。 
 

本校多位同學獲選荃葵青區優秀學生，包括初

中組陳家權同學獲優異獎；另外中三級伍文蔚

及楊可程同獲初中組優勝獎。中五級卜美銀同

學亦獲選高中組優異獎。獲獎同學在學業、個

人成長及各範疇均表現出色，獲評判一致讚

許。 

左起：伍文蔚同學、陳家權同學、楊可程同學

及何校長 

 
嘉賓頒獎：左二為伍文蔚同學，右三為楊可程

同學 
31-7-2011 獲教育局對外聯絡組安排，美國

中學校長及教師一行 16 人到善

德參觀，了解新高中學制改變後

本港中學的教學情況。 

美國交流團成員參觀校舍、禮堂、心靈覺、家

政室、多媒體教學室，亦以英語與本校高中同

學交談。交流團成員對同學表現非常欣賞，大

力讚揚，教育局其後亦致函感謝本校接待工

作。 



 11

美國中學校長及教師一行與梁佩嫻副校長(前排

右二)及何校長(前排右八)及接待同學合照 
嘉賓參觀本校禮堂，同學負責解說 

7/8/2011-
14/8/2011 

中六級 3 位同學獲選參加於韓國

舉行的亞洲青年科學營。 

 

中六級張澤賢、阮韻文及翁春妮同學獲選代表

香港參加亞洲青年科學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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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為張澤賢，左二為翁春妮、左三為阮韻文) 
張澤賢同學(右)與 Prof. Makoto Kobayashi 合照

24-29/8-2011 開學前教師會議。 本學年重點關注事項為透過發展學生協作學習

技巧提升學生的課堂參與和學習、照顧能力稍

遜的學生差異及培養學生關心社會和國家。 
27-8-2011 中一家長會。 近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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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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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2011 代表荃葵青區中學校長會與其他

議會在政府總部與教育局孫明揚

局長會面。 

聯席代表期望教育局能逐步下調每班學生人數

至 30 人，讓前線教師有空間處理學習差異，

並為新高中的課程變革提供適切支援，讓新高

中精神能全面在學校層面落實。 
31-8-2011 獲邀到沙田區英中名校浸信會呂

明才中學主講新高中通識科考評

及擬卷工作，粉嶺禮賢會中學及

九龍城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同

工亦有出席。 

新高中通識科屬新增必修科目，考評擬卷工作

艱巨，能與不同中學同工交流，提昇教學效能

及協助學生準備，實屬難得經驗，亦可回饋善

德學生的通識科教學工作。 

2-9-2011 開學禮堂講話。 校長於早會開學升旗禮後講話，勉勵善德學生

要學習失明少女龍懷騫，盡力嘗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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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組別如訓導組、課外

活動組及德育公民教育組亦分別提醒學生注意

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