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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新高中文憑試放榜的啟示  
 
新學年伊始，基本上善德校園維修工程不斷進行，為的是要趕在開學前完工。除了教員室外

的空地換上較美觀的石磚外，其他課室也有維修及翻新工程。暑假期間升讀中六的師生仍是補課不

絕，在這裏我要再次感謝各位勞苦功高的教師，整年辛勤工作之餘，僅餘的暑假私人時間亦繼續為

善德同學努力完成繁瑣的中六課程，同學們真要加倍珍惜，用功讀書，才能報答教師的無私付

出！。 
第一屆中學文憑試在 7 月 20 日放榜，隨著聯招在 8 月 17 日公佈成績，大家馬上發覺如果只

憑 3322 加一科選修科的成績，入大學之門實在遙不可及。要有較高機會進大學讀書，根據學友社和

聯招提供的初步數據，起碼要在六科平均達到 4 級，如果以 2 級等同 2 分，24 分是最低要求。如果

同學立志要入讀醫學院、法律學院、精算或環球商業等熱門學系，就起碼要 6 科平均達到 5*(5*等同

6 分，5 級等同 5 分)，即 30 分才有機會。 
面對嶄新的考評機制和課程改革，全港教師學生均需要時間調節，但萬變不離其宗，就是在

有限大學學額下，制度仍是殘酷的汰弱留強，成績較佳同學自然有絕大優勢。善德應付文憑試的同

學如能以專心、勤力和及早準備的心態面對文憑試，放榜時一定能感受「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

成果。當然在大學選科攻略也有特別需要注意的竅門，但我會留待由升學就業輔導組同事和大家詳

述。文憑試另一特點是要求學生取得較優異成績，但不太重視是否有較多選修科。平均六科 4 級是

大學取錄學士學位課程的最低要求，所以如果同學不夠努力，在核心科目或選修科只能獲 2 級或 3
級成績，恐怕對入讀本地大學沒太大幫助。 

中七級馮紫婷同學在最後一屆高考獲 3A2B 佳績，而中六級王智恩同學獲 3 科 5**，3 科 5*，
兩科 5 級佳績，鄭斯諾同學亦獲 4 科 5**，1 科 5*，2 科 5 級及 1 科 4 級的佳績。幾位考獲良好成績

的同學不約而同均是勤懇奮發，善用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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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沒有標準答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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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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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朝放榜

時換來令自己失敗懊惱的成績單。 
我相信盡力而為，問心無悔的處事態度，也希望善德同學更積極、更堅毅和更進取，以便將

來可以驕傲地說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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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年

級同學宜及早努力，免得浪費了寶貴的讀書時間，文憑試可不易應付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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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祝願全體師生身心健康，家庭幸福！ 
執筆之時，適值南丫島發生海難事件，但願死難者早日安息，受害者家屬早日走出陰霾。這

次慘劇更令我們更明白人生無常，禍福難料，惟有珍惜眼前人事，欣賞當下的生活，惜緣惜福，做

好本份，才能享受豐盛人生 

 
 

何滿添校長 
 

二零一二年十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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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善德英文中學二零一一至一二學年重要事情日誌 
 

二零一二年三月至八月 
 
日期 事件 備註 
23-3-2012 本校舉行學年第二次教師發展

日。 
全體教師討論檢示本學年重點關注事項，了解合作學

習在不同科目的學與教成效，教師亦為 2012 年至

2015 年定立學校發展計劃。 
23-3-2012 由荃灣扶輪社及葵涌扶輪社贊

助，荃葵青區中學校長會主辦之

傑出學生頒獎禮。 

本校中五級黃雪儀同學獲選十二大傑生，可喜可賀。

容啟謀老師及何校長均有出席頒獎禮，黃同學亦參與

往四川汶川交流學習活動。 

 
左起、王希賢副校長、黃雪儀同學、葵青民政專員羅應祺太平紳士、何校長、容啟謀老師 
24-3-2012 中一自行支配學位面試日。 近 480 位小六學生參加面試，競逐 43 個中一自行分

配學位。 
1-4-2012 紅十字會舉行結業禮暨步操表

演。 
 

參與結業禮的紅十字會學員家長及友校分隊亦到場支

持，同學倘能憑藉紅十字會制服團隊訓練的毅力和堅

持，用以應對人生逆境，相信助益極大。 

 
紅十字會結業禮後大合照 
12-4-2012 與程國基老師、社工梁鎂婷姑娘

往位於大澳的會屬佛教筏可紀念

中學，探訪及鼓勵舊生蔡長志同

學及唐嘉豪同學。 

兩位同學轉校後已適應寄宿生活，而且奮發自強，用

功讀書，成績亦名列前茅，可喜可賀。 



 
左起：程國基老師、唐嘉豪同學、蔡長志同學、何校長、梁姑娘攝於宿舍前 
20-4-2012 出席家長及學生達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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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本校家長教師會邀請，主講新高

中通識科的課程、教學及評考準

則，會上何校長亦分享通識科的設

計理念及本校推行的策劃安排。 

 
家長耐心聆聽何校長簡介通識科考評 
25-4-2012 全體教師職員參與由香港佛教聯合

會主辦之恭迎佛骨舍利瞻禮活動，

並在荃灣如心酒店協助接待到港參

與盛事之大德善信及嘉賓。 

佛骨舍利乃佛教聖物，繼佛牙佛指來港後，今年適

值回歸 15 周年，中央政府借出佛骨舍利讓全港市

民得以觀賞，實屬難得一遇之盛事。典禮一連 5 天

在紅館進行，一切圓滿成功。 
27-4-2012 舉行校內浴佛，邀請香港大學佛學

研究中心講師法忍法師為全體師生

分享開示，講題為：「佛法抗

逆」。 

法忍法師年輕幽默，深入淺出為全體員生簡介佛教

義理，並加入生活事例解說佛陀教誨，全校師生均

獲益良多。 

  
教師參與浴佛 法忍法師主持浴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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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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校長擔任司儀 本校同學作中樂小組表演 

 

 
善德佛青團工作人員合照 
 
3-5-2012 應廉政公署邀請，與區內中小學

校長與廉署同工共晉午膳，了解

廉署工作及學校可以如何配合。

廉署為中小學生提供不同教材套及資源，協助教師籌

劃課程，培養學生廉潔品德。 

 
4-5-2012 出席香港財務會計協會之頒獎

禮。 
中五級吳倩如同學會計專業考試成績優異，獲頒獎

項，會計科楊小珠老師與何校長一同出席以示支持。

 

 
左起：何校長、吳倩如同學、楊小珠老師 
 
 



7-5-2012 本校中七畢業生黃意心(左)及黃美君(右)獲世界會計

專業 LCCI 考試獎項，可喜可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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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行之倫敦商

會會計專業考試頒獎禮。 
 
 

 
左起：黃意心、黃美君 
 
11-5-2012 帶領中五級同學往廣州一中交流

兩日一夜。 
中五級同學去年未曾獲安排前往廣州一中，這次能與

國內高中同學交流，了解國內課程考試及升讀大學情

況，獲益良多。  
 

  
廣州一中大門前大合照 善德同學參觀一中科學實驗室 
  

  
善德同學嘗試一中飯堂美食 與一中同學交流學習經驗 

 
 
 
 



17-5-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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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由香港商業學會主辦新界區

傑出商學生選舉。 
中五級黃雪儀同學再獲選傑出商科學生，表現殊堪嘉

許。 
 

 
左起：友校蕭明中學楊美熙校長、黃雪儀同學、蕭明獲獎同學、

羅范椒芬女士、陳美寶副秘書長、何校長 
18-5-2012 出席香海正覺蓮社主辦正覺蓮社

學校 50 周年金禧校慶。 
典禮邀請考評局秘書長唐創時博士主禮，正覺蓮社學

校在粉嶺區提供教育服務逾五十載，口碑載譽，深獲

區內家長歡迎。 
 

19-5-2012 香港佛教聯合會主辦聯校教師發

展日，在會屬孔仙洲紀念中學舉

行，並邀請董事衍空法師主講，

講題為減壓之道。 

衍空法師邀得處理壓力的醫管局同工分享，並加插大

量悅耳流行/古典歌曲，讓教師在聆聽樂曲之餘，亦能

反思如何紓解工作壓力及妥善處理人生議題，與會校

長及教師均獲益良多。 
 

21-5-2012 出席佛聯會會屬小學聯校畢業

禮，教育局副秘書長陳美寶女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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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2012 教育局提供一系列資訊發佈途徑，並展示 7 月 20 日

放榜日的具體安排及各志願機構的支援中六學生措

施。嶄新改變總需要時間適應，中六第一屆文憑試放

榜自是教育盛事，教育局已提供多元出路，畢竟大學

四年制學額只有萬多個，難免失望者眾，同學仍須繼

續努力。 

與副校長、新高中統籌主任、升

學就業輔導主任、中六班主任等

出席於理工大學舉行有關文憑試

放榜的講座系列。 

24-5-2012 出席於青衣何澤芸小學舉行之公

益少年團周年頒獎禮。 
善德同學在眾多項目均表現出色，在初級組繪畫比賽

更幾乎囊括所有獎項，可喜可賀。 

 
何校長與部份公益少年團獲獎善德同學合照 



26-5-2012 國家排球隊運動員張平小姐到訪

本校，與區內學生交流切磋排球

技術，並接受訪問。本校文嘉豪

老師及女子排球隊員亦有出席。

運動有益身心健康，適值本年是奧運年，國家排球隊

運動員張平小姐技術精湛，出席市民學生大開眼界。

28-5-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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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中樂小組同學獲邀在青松侯

寶垣小學周年校慶典禮上表演。

表演同學來自青松侯寶垣小學，藉是次演出回饋母

校。 

  
善德同學作中樂小組表演 楊可程同學代表本校接受紀念品 

9-6-2012 獲會屬東涌真如幼稚園邀請，簡

介新高中學制及英中學習生活。

養育孩子是漫漫長路，眾多幼稚園家長未雨綢繆，令

人敬佩。 
14-6-2012 出席中七謝師宴。 是屆中七屬最後一屆高考學生，完成歷史任務，同學

均感依依不捨。 
15-6-2012 荃葵青區中學校長會會議。 未來數年全港中學人口仍會持續下降，區內教育生態

能否維持穩定，端視教育局會否考慮中一每班少派數

人，讓成效更高的約 30 人中班教學得以推行，教師

亦可騰空更多時間照顧不同學生的學習需要。 
19-6-2012 本校梁佩嫻副校長、王希賢副校

長、梁永佳助理校長、彭成瑋老

師和李惠貞老師前赴廣州作一日

交流，參觀實行自主學習已初見

成效的廣州思源學校。 

自主學習講求學生對課程積極備課，課內主動展示備

課成果，帶領同學討論，氣氛熱烈，成功重點在於學

生在課堂有極高參與。期望善德同學能更積極投入課

堂，讓教師學生達致更佳的教學效能。 

  
交流團向廣州思源學校致送紀念品 左起、李惠貞老師、梁永佳助理校長、梁佩嫻

副校長、王希賢副校長、彭成瑋老師 
 
19-6-2012 何滿添校長獲教育學院邀請在

《2012 通識教育研討會》任分

享嘉賓，講題為《新高中通識文

憑考試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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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同學營造更有利的學習環境。 



20-6-2012 侯教授提醒出席的 200 多位中學校長，課堂參與是優

質課堂的重要關鍵。如果善用課時，學生多作深層討

論，可以達致極大進步；相反如果學生只是被動上

課，成效會有很大窒礙。 

出席香港中學校長會全體會員大

會，主講嘉賓為中文大學副校長

侯傑泰教授，講題為分享山東濰

坊的自主學習成效初探。 
 

22-6-2012 中六中七畢業禮。 邀請教育局陳維安副局長主禮，陳局長勉勵畢業同學

要感激父母師長的栽培，更要善用新學制的機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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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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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維安副局長(左)頒獎 何校長頒發畢業證書 
  

  
主禮嘉賓陳維安副局長致勉辭 校友會主席劉國良校友向榮休的梁佩嫻副校長致送

紀念品 
 

22-6-2012 出席慧妍雅集主辦的德國創樂遊

出發前會議。 
本校三位中四級同學蔡麗瑩、連佳麗及鄭玉琳同學經

過面試遴選後，在眾多參賽中學中脫穎而出，獲慧妍

雅集頒發獎項，得以在七月下旬開始免費往德國兩大

城市作文化考察交流，了解德國的歷史文化建築藝術

等。行程全數由三位同學搜集資料，校方亦非常感謝

黃天敏老師付出暑期的寶貴時間，全程陪同三位女同

學往德國交流。 



 
右起、何校長、黃天敏老師、連佳麗同學、鄭玉琳同學、朱玲玲小姐、蔡

麗瑩同學與慧妍雅集嘉賓合照 
25-6-2012 出席香海正覺蓮社會屬學校畢業

禮。 
香海正覺蓮社辦學經驗豐富，與佛聯會會屬中學亦多

學術專業交流，社長覺公上人亦重視及支持佛化教

育，以培養莘莘學子。 
 

28-6-2012 出席善德女童軍宣誓典禮。 本校女童軍制服團隊有助培養女同學的多元智能及堅

忍毅力，期望未來有更多同學能夠參與本校的制服團

隊，在此亦特別感謝張慧嬋老師及馮潔雯老師所付出

的精力與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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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校長送紀念品予主禮嘉賓 宣誓儀式後大合照 
29-6-2012 中七文科班馮紫婷同學獲最佳之 3 優 2 良成績，另有

3 位理科班同學獲 3 優佳績，馮同學升讀香港大學法

律及政治雙學位學士課程。 

最後一屆中七高考放榜，優良率

理想，達 49%。 
 

 

 
何校長、兩位副校長、中七班主任與成績優異同學合照 



3-7-2012 當日表演項目達 17 項，同學投入演出，表現水平良

佳，出席家長師生均表讚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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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荃灣大會堂舉行一年一度

之夏日情調音樂會。 

 
合唱團精彩演出 中樂團表演曲目 
4-7-2012 出席於觀宗寺舉行之慶祝佛聯會

會長暨本校永遠榮譽校監覺光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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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012—
27/7/2012 

本校 50 多位同學及三位教師帶領

遊學團出發，往澳洲珀斯交流學

習，了解當地文化，並透過浸沈

英語環境學習，林雯老師、鄧凱

文老師及吳寶欣老師隨隊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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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接觸了解當地文化歷史 澳洲遊學團合照 

5-7-2012 出席於孔仙洲紀念中學舉行之會

屬中學社會服務活動日。 
活動主要服務長者老人家，同學樂於與長者溝通，並

透過唱歌、烹飪、製作小手工藝品讓長者感受歡樂的

一天。  
6-7-2012 中四其他學習經歷日。 透過講座及活動了解各行業運作，中四級學生拓闊視

野，獲益良多。  

  
同學耐心聆聽嘉賓分享 善德同學分享感受 



9-7-2012 舉行散學禮及派發成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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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監果德法師及校友利偉強先生親臨主禮，校監向本

學年榮休的梁佩嫻副校長致送榮休紀念品，並衷心感

謝梁副校長服務善德 35 年，並祝願梁副校長退休後

身心康泰，有空也希望她多回善德。利校友頒發利偉

強校友課外活動獎學金。 
 

 
利偉強校友頒發課外活動獎 何校長頒發學業獎項 
 

校監果德法師致送紀念品予榮休的梁副校長 
 
10-7-2012 中一派位公佈，本校獲派 140 位

同學，但中四仍可維持 33-34 人

的中班教學。 

派往善德的 140 位小六學生中 9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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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2012 出席中六級謝師宴。 第一屆文憑試放榜在即，中六同學心情難免忐忑，但

這晚中六同學精心籌劃謝師宴，出席教師非常感動，

亦感謝中六同學的悉心安排。 
 

 
14-7-2012 中六級家長會。 升學就業輔導組、中六班主任、校長、副校長及社工

梁姑娘向中六同學家長講解第一屆文憑試放榜情況，

並派發最新升學資料。 
 

14-7-2012 何校長獲香港大學課程教學學系

邀請，出席以語體教學通識的教

學經驗分享會，並作評論分享嘉

賓。 

以語體教學通識屬嶄新嘗試，但從分享的中學所見，

教學成效不錯，善德同學老師或可嘗試以此方法提高

通識科的學習及作答技能。 

 
 



16-7-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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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堂情況 同學使用字典作學習工具 

  
中一新同學參觀校舍特別室 同學嘗試透過團隊合作解決問題 
16-7-2012 出席課程發展議會轄下的通識科目

委員會會議。 
了解未來通識科課程檢討的方向和收集數據方式，期

望進一步優化現行新高中的通識教育科課程。 
18-7-2012 出席於理大賽馬會綜藝館舉行的黃

允畋中學 30 周年校慶文藝晚會。 
會屬黃允畋中學學生多才多藝，晚會項目非常精彩，

目不暇給。 
20-7-2012 中六級王智恩同學獲 3 科 5**，3 科 5*，2 科 5 級佳

績，鄭斯諾同學亦獲 4 科 5**，1 科 5*，2 科 5 級及 1
科 4 級的佳績。期望善德同學能在未來的文憑試繼續

努力，續創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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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中學文憑試放榜，優良率理

想，達 60%，比 2010 年最後一屆

中學會考的優良率 50%續有進步。

考獲 4 級或以上科次共 689 人，獲

3322 最低入讀大學資格 152 人，佔

全數 186 位中六同學的 82%。再此

校方衷心感謝善德全體教師團隊的

努力無私付出和專業精神。 

 
何校長、梁副校長、王副校長、中六班主任楊小珠老師(左二)、黃曉雯老師(右四)、陳

文慧老師(右三)與文憑試優異成績同學合照留念 



22-7-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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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創樂遊出發，前赴德國慕尼

黑。 
感謝黃天敏老師全程照顧蔡麗瑩、連佳麗及鄭玉琳三

位同學。 
 

  
在被迪士尼樂園用作建築藍圖的新天鵝堡 ─ 一個

蒙着神秘夢幻衣紗的桃花源地 ─ 前留影。 
何校長、黃天敏老師及三位獲選同學 (連佳

麗、鄭玉琳、蔡麗瑩)和贊助旅程的慧妍雅集

項目主席朱玲玲女士(左四)出發前合照。  
  

  
  
  

 
頒獎禮照片 
 
23-7-2012 代表荃葵青區中學校長會獲邀往

政府天馬艦總部，與新任教育局

吳克儉局長見面。 

面對新高中學制的繁瑣工作及眾多校本評核，前線教

師非常辛勞。一眾學校議會及地區校長會均表達迫切

意願，期望教育局在 2013 學年開始，中一每班減派 3
人，增撥資源多聘教師，以紓緩前線教師超負荷的工

作量及壓力。吳局長稱因建議涉及長遠資源分配，尚

需研究，因此未有任何具體承諾。 
 
 
 
 



28-7-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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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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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銜接課程結業禮在本校禮堂

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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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2012 國內 30 多位中學校長及教師一

行到善德參觀，了解新高中學制

及本港中學的教學情況，並順道

欣賞本校合唱團表演，音樂科主

任任德悠老師負責接待，並介紹

善德的學習生活。 
 

國內校長教師交流團成員參觀校舍、禮堂、心靈覺及

多媒體教學室，亦以普通話語與本校合唱團同學交

談。交流團成員對同學表現非常欣賞，大加讚揚。 

 
何校長與一眾到訪嘉賓、任德悠老師(前排左

五)、郭指揮(後排右二)及負責接待的善德同學

合照 

合唱團同學表現出色，獲嘉賓一致讚揚 

 



5-8-2012 德國創樂遊回程。 黃天敏老師及三位同學平安歸來，收穫甚豐，稍後會

有展覽再介紹他們德國文化之旅考察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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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校長和梁副校長到機場接機，歡迎黃天敏老師(左一)和三位同學回港 
 
13-8-2012 參賽彩旗作品眾多，難分軒輊。 獲葵青民政署邀請，擔任國慶彩

旗設計比賽評判。 
 

16-8-2012 出席於北角青年協會舉行之青年

大使委任儀式。 
本校中四級曾健燊同學及羅雅科同學獲委任為青年大

使，透過服務他人，感受多元學習的樂趣。 
 

 
左起：何校長、羅雅科同學、曾健燊同學 
 
17-8-2012 文憑試聯招放榜，本校約 48%

同學升讀聯招大學學位課程。其

他有升讀演藝學院、海外大學、

內地大學及台灣大學等。 

多元出路確實能提供較多選擇，惟善德同學如果希望

升讀聯招大學學位，六科(包括中英數通 4 科核心必修

科目)平均要獲最低 24 分才有機會升學，競爭非常激

烈，高年級同學要加把勁之餘，亦要重新審視能否應

付太多選修科目，一定要考慮能力、興趣和時間的分

配，免得因修讀科目太多而拉低了平均成績，進而影

響入讀大學機會。 
 

23-28/8-2012 開學前教師會議。 本學年重點關注事項為協助學生在不同學習科目綜合

及應用學習策略、並為學生建立正面價值觀、堅毅態

度及自我管理技巧。 
 
 
 
 
 



24-8-2012 代表荃葵青區中學校長會帶領荃

葵青區 10 多位傑生往香港賽馬

會沙田馬場參觀，了解馬會作為

慈善機構的內部運作和人才培

訓。 

同學能參觀不同部門，了解機構內部運作及人才培

訓，並與馬會行政人員交流，獲益良多。 

 

  
傑生和嘉賓在馬匹亮相圈合照留念 何校長與傑生及葵涌扶輪社嘉賓合照於馬房前

 
31-8-2012 獲邀到香港南區友校嘉諾撒培德

書院主講外評觀課準備工作，嘉

諾撒書院及會屬佛教大雄中學同

工亦有出席。 

由於曾多次參與教育局外評觀課工作，對外評標準略

知一二，難得同工不嫌棄，多作交流參觀亦可互相觀

摩，讓本校課堂繼續優化，嘉惠善德同學。 

 
1-9-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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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一家長踴躍出席 何校長致歡迎辭 

 
4-9-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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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鬥士力克胡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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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組、升學就業組、課外

活動組及德育公民教育組亦分別提醒學生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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