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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零零九年四月二零零九年四月二零零九年四月二零零九年四月 

 

學習機會是否足夠學習機會是否足夠學習機會是否足夠學習機會是否足夠？？？？        
    

近日有機會與其他中學校長開會交流，話題都不約而同涉及本年

九月落實 334 新高中學制後的安排和人力資源調配。有危便有機，當全

港中學正在籌劃為所有學生安排六年一貫在原校升學的同時，校舍空間

當然要盡用，教師工作也會更吃重。但更值得思考的是以往未有足夠能

力升讀中六的同學現在也一定要升學，再沒有中學會考作篩選淘汰，這

些同學的心態和準備又是否足夠應付接近高級程度會考的較艱深課程

呢？ 

很多家長會擔心子女是否有足夠的學習機會，但我反而更重視同

學的學習態度和自律自發的精神。善德差不多已是全 Band1 學生，這些

同學已屬全港首 33%的精英，而且大多在小學期間已經在成績榜上位列

前茅，在同儕間有比較優越的表現。以此推論，善德同學不能應付較艱

深的高級程度會考課程的只屬極少數，而且成績欠理想應該不是「不

能」的問題，最多也只是「不為」。很多同學在升讀高中後成績滑落，

其實多半是因為初中時已開始在時間分配和生活習慣欠妥善管理，導致

沈迷網絡世界，或因欠缺奮鬥目標而不能聚焦溫習。古人說：『坐這

山，望那山，一事無成！』。在求學過程中，專注和認真的讀書態度與

良好成績息息相關，欠缺能力應付課本知識的同學只屬極少數。針對這

老掉牙齒的問題，我鼓勵善德同學把握身邊每個學習機會，盡量充實自

己各方面的學識能力。當年我們讀書時每每在乘搭公共巴士細心留意英

文告示，學習詞彙和有關句子的文法；晚上也會自覺收聽英文電台廣播

以鍛鍊英語聆聽能力。今天各位同學的學習環境和資源遠勝以前，學習

機會絕不匱乏，問題是同學會否珍惜這些看似唾手可得的學習機會而努

力讀書，還是白白荒廢光陰，待最後公開試放榜後才後悔，那便最不值

得，也令一眾家長老師失望。四川汶川大地震慘劇已發生接近一年，近

日翻看媒體報導才驚悉當地很多學生仍未能重建家園，要返回學校讀書

更是遙不可及的奢望。回看香港情況，政府投放大量資源，利用 334 新

高中學制將免費教育延長至中六，但同學有否珍惜及善用這機會裝備自

己呢？上述小小分享願善德同學共勉！ 

最後祝願各位身心康泰，六時吉祥！ 

 

 

何滿添校長 

 

二零零九年四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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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善德英文中學零八至零九學年重要事情日誌佛教善德英文中學零八至零九學年重要事情日誌佛教善德英文中學零八至零九學年重要事情日誌佛教善德英文中學零八至零九學年重要事情日誌 
 
二零零八年九月至二零零九年二零零八年九月至二零零九年二零零八年九月至二零零九年二零零八年九月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 
 
日期 事件 備註 

16-9-2008 至 

22-9-2009 

中三全級同學參與歷奇訓練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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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首次為中三全級同

學安排歷奇訓練營，藉以讓同學在自我形象、

自信及建立目標方面經歷考驗，當日營地安排

充滿挑戰，同學亦全力以赴，互相鼓勵完成考

驗，獲益良多。 

 

       
中三級歷奇營 

 

26-9-2008 聯校教師發展日於佛教孔仙洲紀

念中學舉行 

教育局指標組總發展主任繆東昇先生及高級督

學吳少階先生為會屬三所中學同工講解新一期

自評及外評運作，讓本校教師及早理解。 

 

27-9-2008 參與佛教聯合會賣旗 本校學生參與辦學團體賣旗活動，自助助人。 

 

30-9-2008 與梁佩嫻副校長出席資優學院講

座 

善德校內資優同學為數不少，需要為他們安排

具挑戰的學習經歷，以進一步發展他們的潛

能。 

9-2008 至 

6-2009 

本學年學校特別成立學校改善小

組，為不斷完善而努力 

學校改善小組成員均為校內中層管理，能匯聚

不同意見讓學校釐訂政策時作參考。 

 

10-2008 新高中選修科目小組繼續召開會

議討論本校第一屆選修科目安排 

期望最終能落實新高中多元及廣博的課程精

神，並繼續提供更多選擇予第一屆新高中學

生。 

3-10-2008 中一級家長晚會 中一級學生及家長了解同學升讀中學後情況，

社工梁鎂婷姑娘亦講解如何協助同學適應升讀

英文中學後的學習生活。 

11, 18-10-

2009 

全方位學習活動-「JA 環球市

場」課程(國際成就計劃香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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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0-2008 與梁佩嫻副校長及考試主任李恥

昌老師出席考評局校內考試質素

保證簡介會 

334 新高中學制校內評核角色吃重，需要小心

規劃，考評局及其他種子學校的分享對本校籌

劃助益甚大。 

 

25-10-2008 家長教師會全體會員大會 

    

出席會員通過修章，執事會執委由今屆開始每

屆任期兩年。 

 

家教會新任執委與幹事老師合照 

 

21-10-2008 本校程國基老師帶領之參賽隊伍

獲選進入恆隆數學獎最後 15 強 

雖然最終本校學生未能獲獎，但過程中同學得

以與國際級數學大師交流請教，獲益極多，亦

大大開闊眼界。 

 

程國基老師、何校長與恆隆數學獎參賽同學合照 

 

5-6-11-2008 陸運會初賽及決賽於葵涌運動場

舉行 

參與學生人數踴躍，場面熱鬧，傑出游泳運動

員兼中大運動科學碩士學生蔡曉慧小姐擔任主

禮嘉賓，並在頒獎禮前接受學生代表訪問。蔡

小姐在運動方面的卓越成就源自她鍥而不捨的

奮鬥精神和毅力，絕對是善德同學的學習榜

樣。 

                  
蔡曉慧小姐(右)擔任陸運會主禮嘉賓    接力比賽競爭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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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2008 出席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的

佛教聯合會會慶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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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對教師的辛

勞付出高度讚揚。 

 

11-2008 至 

1-2009 

先後獲邀到葵涌、青衣及東涌區

內共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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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感興趣，每次

簡介會後均垂詢甚詳。 

1-12-2008 早會進行 35 周年校慶升旗禮 本校自 73 年創校至今已屆 35 周年，多年來全

憑歷任校監、校長及教職員共同努力才能取得

今日的微薄成績，希望同學珍惜讀書機會，將

善德慈悲喜捨、關愛別人及追求卓越的精神發

揚光大。明報校慶專訊出版，簡介學校發展情

況及報導學生學業及非學業成就。 

 

        
 

4-12-2008 出席會屬中學聯校畢業典禮 港大專業進修學院院長李焯芬教授擔任主禮嘉

賓，李教授勉勵同學做事要從內心出發，多考

慮別人的損益，以佛陀慈悲精神處世待人。 

 

5-12-2008 35 周年校慶典禮 香港大學徐立之校長及本校永遠榮譽校監覺光

長老主禮，一眾校董及創校校長莫秀馨院士均

撥冗光臨。典禮過程順利，學生表演節目出

色，來賓給予高度評價。 

 

      
主禮嘉賓港大校長徐立之教授致辭           獲長期服務獎同事與主席團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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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團表現出色                      左起何校長、創校校長莫秀馨院士、校監果德法師 

9-12-2009 全方位學習活動-海下灣中學教

育項目(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

會) 

 

     
12-12-2008 中四級家長會 本屆中四同學屬最後一屆中學會考學生，校方

特意安排已升讀中六預科同學回校分享，以過

來人身份勉勵同學要及早準備會考，因為中六

學位難求，得來絕不容易，會上亦有安排尖子

學生分享會考讀書心得，期望能讓應屆中四同

學盡早開始準備會考。當晚出席家長及學生非

常踴躍，超過 350 人。 

    
何校長、梁永佳主任及梁副校長向家長簡介   舊生分享找尋中六學位的辛酸 

13-12-2008 善德開放校園，舉辦校友回歸

日，是晚假葵涌新都會廣場美心

酒樓舉行 35 周年校慶晚宴，筵

開三十多席。    

校慶晚宴由校友會幹事統籌，勞苦功高。晚宴

主禮嘉賓為創校校長莫秀馨院士，何善衡慈善

基金贊助全體教職員出席晚宴費用，出席校友

紛紛與莫校長及一眾教師合照留念，場面熱

鬧。 

     
校友攜眷返回母校，緬懷善德歲月           吳安茜老師、陳達生老師與校友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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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展示雀躍笑容                         左起：校友會主席劉國良校友、吳奇壎校長、 

何校長 

    
校友會幹事與校長副校長祝酒               教職員與莫秀馨校長合照 

    
出席晚宴教師與舊生合照                    出席教職員合照 

19-12-2008 中三級家長晚會 再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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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人。 

20-12-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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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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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2009 與訓輔組教師出席荃葵青區警方訓

導人員聯絡網 

了解及辨析濫藥問題，並就建構校園健康師生關

係聆聽分享。 

9-1-2009 中五家長晚會 簡介本校中六課程，邀請舊生談應付中學會考心

得及申請葵青區中六聯招學位手續。當晚出席中

五家長及學生非常踴躍，超過 400 人。 

18-1-2009 出席紅十字會周年頒獎大會 本校 63 團再獲佳績，獲全港最佳護理團隊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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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校長與紅十字會團長歐兆偉老師及其他團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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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2009 舉行新春茶話會 

    

出席家長與家教會執委及教師茶聚，預祝牛年

順景，六時吉祥。 

   
歐兆偉老師簡介茶話會安排                  撥冗出席家長留影 

      
新春茶話會剪影                             同學慶祝牛年來臨 

 

14,21,28-2-

2009 

全方位學習活動-小生意大創意

(國際成就計劃香港部) 

 

     
22-2-2009 家長日上午舉行成績嘉許禮，接

著邀得明報通識版陳女士為眾多

初中學生及家長講解如何善用媒

體準備新高中通識課程。 

嘉許禮效果良好，是以校方將繼續舉行，但家

長約見班主任時間細節安排仍可改善。「善用

媒體準備新高中通識課程」講座內容豐富，家

長及同學對新高中通識課程加深認識。 

 

     
校長及梁副校長與獲嘉許同學合照            何校長鼓勵獲獎同學要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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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2009 本校中六同學獲得葵青區社會服

務計劃優勝獎，四月中將前往新

加坡作文化交流考察。 

 

自助助人，善德同學參與義工活動協助說話有

困難的小學學生饒有意義。 

     
葵青區社會服務計劃頒獎禮                 何校長、馮健慧老師與獲獎同學合照 

 

9-3-2009 至 

24-3-2009 

參與新高中通識自我及個人成長

單元試教計劃。友校教師及本校

同工共同觀課。 

 

    

何滿添校長、梁永佳老師及楊小珠老師參與施

教計劃，馮潔雯老師協助準備教材。由於通識

科屬新高中 4 個核心科目之一，需要不斷探索

及嘗試，所以參與試教計劃有助本校準備來年

施教。 

 

 
中三 E班同學與試教老師及到校觀課嘉賓合照 

20-12-2009 出席香海正覺蓮社普光學校 20

周年校慶，教育局陳維安局長主

禮。 

普光學校屬特殊學校的表表者，校內教師多次獲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教職員為有需要的特殊智

障同學付出額外心力時間，細心照顧他們成長，

功勞極大，亦體現有教無類及佛佗的慈悲精神。 

 

8-3-2009 家教會旅行 是日家教會遊覽馬灣公園、錦田鄉村俱樂部、

士多啤梨園及其他古跡，家長踴躍支持，連教

師在內共 130 人參加。天公造美，密雲不雨，

參與者均盡興而返。 

 
部份參加者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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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009 出席荃葵青校長會 10 大傑生頒

獎禮，本校中六曾倚梅同學獲十

大傑生獎。 

曾同學將與其他傑出學生聯袂往星加坡交流，

了解當地教育制度及風俗文化，預期曾同學將

大開眼界，獲益良多。 

何校長、容啟謀老師與曾倚梅同學及其家人合照    

19,26-3-

2009 

親子教育工作坊 本年度家教會嘗試於平日早上舉辦親子教育工

作坊，效果良好，參與家長均給予高度評價。 

     
家教會翁玉媛主席(左)簡介工作坊講者 

21,28-3-

2009 

全方位學習活動- JA 個人經濟

學(國際成就計劃香港部) 

 

     
28-3-2009 自行支配學位面試，全日近 500

多位小六同學參加，部份家長亦

有出席禮堂校長講座，對本校發

展增加了解。    

全部合資格小六同學均獲面試機會，期望來年

中一同學能繼續善用 334 新高中學制機遇，積

極發展潛質。 

23-3-2009  中文科校際朗誦節冠軍、亞軍、

優異獎 

同學勇於嘗試，對準備日後公開考試的說話能

力測試有積極作用 

 
何校長、陳達生老師、劉珮瑾老師及沈芳老師與獲獎同學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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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2009  English Speech Festival Winners 
Top3 positions 

 

     
校際英語朗誦節部份優勝同學與校長老師合照  校際英語朗誦節獲冠軍同學與英文科主任陳

文慧老師及外籍英語老師合照 

31-1-2009  徵文比賽優勝同學  

   
香港仔街坊福利會與南區區議會合辦「締造

綠色社區，共享環保生活」全港青少年徵文

比賽，何校長、陳達生主任、謝暖麟老師與

優勝者合照。初級組冠軍 2E 何嘉儀(左

二)、優異 2E 葉彩瑩(左三)、2E 張寶玲

(中)、  中級組亞軍 4B 馮紫婷(右三) 

 
香港中文大學與蓬瀛仙館合辦「生活有禮」全

港文章創作比賽，何校長、陳達生主任與優勝

者合照。高中組冠軍 4B 馮紫婷(左二)、優異

獎 6S 何詩雅(中)、6A 韓俊愉(右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