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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功能和互聯網關係的反思  
近來和朋友碰面談得最多的不約而同是幾宗令人不寒而慄的倫常案件。兒子殺父

母和妻子殺夫後自殺本應是匪夷所思的新聞，但竟然在接連數天同時出現在報章媒

體，並被大肆報導。我想與其評論責任問題或事件因由，倒不如想想社會出現了甚麼

問題，令大好家庭遭逢厄運鉅變，個人猜想和家庭功能及互聯網興起也可能有關係。 

廿一世紀是資訊發達的年代，互聯網的普及造就了年青人可以足不出戶便能知天

下事，更有無數極盡聲色和感官功能的遊戲程式，令人無法抗拒。可惜水能載舟，亦

能覆舟。長期沈迷互聯網除了習染上網成癮外，更不自覺被動地接收了互聯網的一切

訊息，間接亦深受這虛擬世界的價值觀影響。近年社工界指出香港隱蔽青年數目大增，

既不願上學，亦不肯尋找工作，終日只顧瀏覽網頁，荒廢光陰，更令父母難過擔心，

甚至令親子關係更疏離，家庭衝突糾紛就難以避免。 

面對互聯網的普及，我建議善德同學應細心思考下列問題：如何管理時間，以平

衡學習和消閒的需要？如何訂定人生目標，以實現夢想？如何與家人協商使用電腦的

時間和用途，以避免上網成癮？這三個問題的答案毋須我解說也非常清晰，只是知易

行難，特別是第一組別同學往往相信自己學習能力較高，只要稍加勤奮便可迎頭趕上。

但事實是一旦在互聯網世界泥足深陷，任憑你有聰明才智，恐怕也難以避免機不離手，

最終學業和時間管理也會徹底失敗。 

談到幾宗倫常慘劇，我想家庭功能的正常發揮和家人間的溝通非常重要。世上沒

有解決不了的問題，能常常持守樂觀菩薩心，包容別人過錯，家庭功能自可正常發揮，

任何困難逆境也可齊心渡過；反之若果受了貪嗔癡的誤導而迷失善良本性，忽略和家

人溝通，那麼在積怨日深下自會較容易有糾紛衝突。作為子女盡孝道，尊重愛護父母

看似簡單，但實踐時有時也不容易。記得弟子規的教誨也多次提及子女應如何孝順父

母，但在西方文化事事講求平等自由的前提下，親子關係正面臨不同衝擊。冰凍三尺

非一日之寒，家庭成員一定要有互信和關愛。我期望幾件案件的苦主能盡快走出陰霾，

死者早日安息。我更希望香港的家庭會更珍惜眼前人，多溝通，多信任，多相互支持，

讓家庭功能得以彰顯，社會自會多一分和諧喜悅。 

第二屆新高中文憑試剛剛開考，這既是重大挑戰，亦是難得的機遇，期望善德學

生能繼續努力，把握求學的黃金時間，盡力爭取更好成績，並藉多元出路繼續在人生

路上進修，將來回饋社會，謹以上述分享與善德同學共勉！ 

最後祝願各位蛇年身心康泰，六時吉祥！ 

 

何滿添校長 

二零一三年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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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善德英文中學二零一二至二零一三學年重要事情日誌 
 

二零一二年九月至二零一三年三月底 
 

日期 事件 備註 

1-9-2012 中一家長日。 何校長向二百多位中一家長同學簡介學校主要工作

和辦學方針，並勉勵中一同學升讀本校後要善用時

間，努力讀書，以報答父母師長。中一班主任亦同日

接見家長，講解日常班務和日後溝通途徑。 

3-9-2012 學校開學禮。 勉勵善德同學面對新學制要有堅忍毅力，迎難而上，

善用學習策略。儘管前路挑戰仍多，仍應繼續努力，

向目標奮鬥邁進。 

當天早上部份已畢業的校友臂纏黑絲帶回校了解學

校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獨立成科的安排，何校長承諾

善德永不會有洗腦式的「德國科」，讓校友安心。 

6-9-2012 獲葵涌扶輪社邀請，分享德育及

國民教育科事件緣由及學校處

理方法。 

時值「德國科」事件成為全城熱話，每晚有近 9 萬市

民包圍政總，事態發展瞬息萬變，教育工作者的專業

考慮也須反思，以應對不同持份者的期望。 

7-9-2012 何校長獲會屬佛教大雄中學邀

約，分享外評觀課準備。 

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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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2012 本學年開學後首個星期六。 從這天開始，善德校園每逢星期六全日均有教師職員

當值，以確保校園安全和在有需要時照顧學生，何校

長是日下午亦回校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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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2012 出席於九龍灣展貿中心舉行之

敬師日典禮。 

本校李權老師及梁舜昭老師在校內敬師日獲學生及

同事選為獲表揚教師，並與校長一同出席頒獎禮。近

年教改頻仍，新高中學制又帶來眾多困難考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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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滿添校長和梁舜昭老師在敬師節合照 

14-9-2012 何校長獲友校大埔救恩書院邀

約，分享外評觀課準備。 

不同學校在教學及支援學生成長均有亮點及表現優

異的範疇，多作分享亦可相互交流，將別人的亮點帶

回善德。 

15-9-2012 出席歷史專題研習比賽頒獎禮。本校同學表現出色，在公開比賽獲得亞軍及季軍，指

導老師黃偉霖老師功不可沒。期望日後會有更多同學

參與相類專題研習比賽，以應用歷史課堂的知識概

念。獲獎同學名單如下：初級組甲項【文字報告】亞

軍，梁立軒、譚穎詩、鐘肇廷、何滙琛及吳汶姍；初

級組乙項【多媒體報告】季軍，李海琪、陳唯星、吳

梓維、石智豪及盧柏希。 

 



  
黃老師(前排右一)與獲獎同學及何校長合照 善德同學在典禮上獲頒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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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012 與馬學禮老師及善德同學參觀

警方秀茂坪交通安全城的設施。

馬路如虎口，交通安全非常重要，善德同學細心聆聽

講解，表現專注，獲警方嘉許讚揚。 

  
警方頒贈紀念品給何校長，表揚他對道路安全運

動的支持 
何校長與嘉賓及同學合照 

20-9-2012 出席六宗教國慶酒會。 香港佛教聯合會會長覺光長老致辭，提出不同宗教要

兼容並包。香港社會其中一個核心價值是和諧共容，

六宗教和而不同是良佳示範。 

21-9-2012 出席教育界國慶晚宴。 吳克儉局長和謝凌潔貞秘書長出席主禮，局長感謝教

育同工落實文憑試及新學制，期望日後有更好的溝通

交流。 

26-28/9-201

2 

出席三場研討會，為全港通識科

教師講解有關 2012 文憑試通識

科答卷示例及分析。 

通識科屬新設必修科目，教師可透過研討會更了解評

分尺度，以便準備日後的文憑試通識科考卷 

2-10-2012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葵青區中學分會2012-2013年度校

際羽毛球比賽男子甲組亞軍。 

 
由左至右 4E 黃貫堯，4A 葉倬希，5E 陳其材，6A 楊鎮豪，5E 郭永翔，5D 章偉樂 

4-1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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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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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2012 

 

聯校教師發展日於母佑會蕭明

中學舉行。母佑會蕭明中學、安

柱中學、保祿六世書院及本校共

四所英文中學已是連續第四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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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四所英

文中學同工作主題演講，內容提及第一屆文憑試學生

升讀大學的數據，以引證照顧個別差異和修讀選修科

目的關係。例子適切，同工獲益良多。繼後四所中學

就不同學習領域及科目，各自分享交流教學問題及處

理方法，同工熱切討論，分享成功經驗及教材，作專

業對話交流，獲益極大。 

  
何校長在聯校教師發展日致辭 何校長致送紀念品予教育局陳鴻昌先生 

2012 年 10 月

至 2013 年 8

月 

何校長獲邀請參與考評局通識

專題探究的九龍城區區域統籌

員，負責區內 20 多間中學的通

識獨立專題探究的評分工作。 

新高中通識教育科專題探究屬嶄新項目，能夠擔任專

題探究的區域統籌員，有助了解評分標準及要求細

節，這些寶貴經驗有助為本校學生作更好準備應付通

識科的校本評核工作。 

12-10-2012 

 

舉辦中六家長晚會。 邀請毗鄰IVE專業進修學院同工簡介學位課程及文憑

課程的入讀條件和報讀資料，亦有簡介大學取錄學生

的最新情況，也有邀請在第一屆考獲良好成績的善德

舊生回校分享讀書和備試心得。 

 

  
中六家長學生踴躍出席簡介會 何校長致送紀念品予專業教育學院同工 

13-10-2012 與王副校長、升學就業輔導主任

容啟謀老師及部份中六班主任

出席教育局主辦之多元出路及

文憑試回顧研討會。何校長亦獲

教育局邀請作分享嘉賓。 

新高中第一屆有七萬多考生，放榜後回顧學校在行政

措施、教學和準備學生升學是否尚有可改善地方，局

方提供平台讓學校檢討。學校亦可藉此多了解不同學

校的良好經驗，以便為善德學生作更佳之生涯規劃。

13-10-2012 參加由藝術糧倉(Artcanteen)

舉辦的馬勒(Mahler)與克林娒

(Klimit)實驗工作坊及音樂會。

本校合唱團獲邀到香港浸會大學大學會堂，參加由藝

術糧倉(Artcanteen)舉辦的馬勒(Mahler)與克林娒

(Klimit)實驗工作坊及音樂會。透過是次活動，同學

除了有機會親身接觸及演繹馬勒的音樂作品，亦可以

領會藝術中跨領域之實踐。 



 
善德合唱團精彩的表現獲一致讚揚 

18-10-2012 出席香海正覺蓮社佛教陳式宏

學校 30 周年校慶，教育局常任

秘書長謝凌潔貞女士和宏明法

師主禮。 

陳式宏學校在北區享負盛名，多年來作育英才，桃李

滿門。是日校慶非常熱鬧，節目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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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2 家長教師會全體會員大會。 是次邀請講者為怪獸家長一書作者屈穎妍女士，講題

為如何避免成為怪獸家長，出席家長近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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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全體會員大會選舉，結果黎惠珠女士當選新一屆家

教會主席，任期至 2014 年 10 月。大會亦有匯報會務

及財政狀況，圓滿完成。 

 

 

  
何滿添校長致送紀念品予主講嘉賓屈穎妍女士 家長教師會執委合照 

22-10-2012 善德旅行日。 同學暫且放下繁重學業，享受郊遊樂，並拍下不少相

片留念。 

 

  
同學教師展現活潑一面 不同班別合照留念 



  
3A 班合照留念 5C 班合照留念 

  
6B 班合照留念 3E 班合照留念 

22-10-2012 獲荃灣家長教師會聯會邀請，講

解荃葵青區中學學額供求情況

及學界倡議的減派321或 211方

案的影響。 

未來數年升中人口將持續下跌，業界期望政府能每班

酌情減少數名學生，讓教師可實行中班教學，並加強

照顧學生個別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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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0-2012

及

25-10-2012 

陸運會於葵涌運動場舉行，校友

馬慶國先生應邀出任頒獎禮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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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青警區警民關係主任兼本校校友

馬慶國總督察擔任主禮嘉賓，馬校友勉勵同學要全面

發展，無論在在運動及學業方面均要鍥而不捨，努力

奮鬥，才能實現理想，將來回饋社會國家，亦不會辜

負母校師長的栽培。 

 

 

  
分秒必爭 啦啦隊表演精彩舞蹈 



  
馬慶國校友致辭及主持頒獎 看台上健兒同學均積極投入觀賞賽事 

24-10-2012 荃葵青區中學校長會全體會員

大會。 

何校長第二次當選荃葵青區中學校長會主席，任期至

2014 年 11 月。未來數年，校長會工作仍是任重道遠，

特別是隨著區內適齡中學生人口將持續下降，問題嚴

峻，區內中學校長們期望透過與教育局協商，能逐步

減少每班學生人數，實施中班教學，維持區內中學生

態穩定。 

 

26-10-2012 是日為學校假期，何校長早上為

全級中六學生講解 2012 年第一

屆文憑試通識卷答題技巧及評

分示例。 

通識科評卷示例極具參考作用，期望第二屆中六同學

仍能舉一反三，在這嶄新核心科目繼續爭取良好成

績。 

 

30-10-2012 何校長為荃葵青區通識教師主

持通識教育科評卷工作坊。 

工作坊主要與一眾通識教師探究文憑試通識科的命

題及評改準則，通識教師能聚首一堂，集思廣益，自

是專業成長的良好經驗。 

 

31-1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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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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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0-2012 法團校董會在善德召開會議。 會後校監校董與全體教職員茶聚，並拍照留念。 

 

 
校監與校董會成員和全體教職員合照 

2-11-2012 何校長早上出席立法會教育事

務委員會會議。 

近 270 位中學校長在立法會外宣讀聲明，要求局方以

每班中一減派方式處理來年升中人口驟跌 5600 多人

的問題。何校長亦在立法會發言，指出新學制令教師

工作量大增，減派可優化教學環境，局方應認真考慮。

 

5-11-2012 何校長接受香港電台自由風自

由 phone 邀請做直播節目，並接

受聽眾來電查詢減派緣由。 

社會人士關注學校教育環境和局方的應對措施，亦有

家長擔心上移錯配或入讀英中機會率會否下降等複

雜問題。 

9-11-2012 在政府總部與政務司司長林鄭

月娥女士會面。 

局方立場開始軟化，除了保學校、保教師和保質素三

招外，亦願意開始考慮不同的中一減派方案。 



12-11-2012 何校長和聯席會議在政總與局

長常秘開會近八小時，由下午二

時一直與局方商討減派方案。 

最終在晚上十時達成 211 方案，2013 年七月全港中學

可以申請在中一級減派，最多每班兩個，但一條龍、

直屬中學和直資中學可獲豁免。減派工作暫告一段

落，效果仍須端視來年中一派位後的情況再檢討。 

 

14-11-2012 何校長、中文科主任林曉蕾老師

和羅曉琳老師出席本校第一屆

校友康寶文先生喪禮。 

康寶文校友生前曾任職中文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

系，亦曾在電視推廣粵語正音正讀節目，對中國語文

科在中學界別及大專師訓的貢獻極大，他的離開令人

惋惜難過。 

10-2012 至 先後獲邀到葵涌、青衣、荃灣及

東涌區內共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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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3 

15-11-2012 出席佛教聯合會於會展紫荊廳

舉行的周年會慶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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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1-2012 獲香港大學副校長邀請出席講

座，了解第一屆文憑試取錄學生

標準。 

港大提供的數據顯示文憑試學生只需在 4+2X 取得優

異成績便可入讀，毋須一定要考 4+3X 或再加上數學

延展單元，優異成績比多考一科選修科更重要。中大

和科大亦有類近的取錄標準，學校亦會按此規劃 2013

年九月中四各班的選修科數目安排。 

24-11-2012 本校同學獲邀出席中文大學中

文系開放日講座。 

講座由何志華教授以風趣幽默的手法介紹中大生活

點滴。此外，幾位成績卓越的年青校友亦與同學分享

投身社會的工作近況，最後由黃念欣教授以《紅高粱》

為題，主持一場現代文學短講，讓同學親身體驗大學

上課的情況，是次活動難能可貴，眾同學皆感滿載而

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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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1-2012 第 64 屆校際朗誦節獲獎同學。  

  
粵語及普通話朗誦節中榮獲冠軍的同學與校長、

老師合照 

英文組獲獎同學與吳寶欣老師及何校長合照 

 
粵語及普通話朗誦比賽獲獎同學與校長、老師

合照 



27、29、30/11

及 7/12 

教育局質素保證組到訪本校，為

通識科進行重點視學。 

局方除進行觀課外，亦有約見教師、學生及助理教

師，了解本校通識科的校本教材和如何支援學生進行

獨立專題探究及通識科的學習。 

根據教育局在二月中旬寄予本校的通識科重點視學

報告，指出在學生表現層面，本校首屆中學文憑試成

績，特別是考獲四級以上的同學均高於全港水平。課

堂所見，學生答題表現不俗，能呈現高階思維和選取

關鍵詞彙概念作答，充份發揮通識科的特色。教育局

質素保證及校本支援分部給予本校通識科教師、校長

及學生極高評價，亦已邀請何校長和通識科主任稍後

向全港其他學校介紹本校通識科的教學、教材及支援

學生工作。 
 

3-12-2012 紅十字會捐血日。 捐血救人，助己助人，善德師生鼎力支持，是日全校

共有 104 位員生捐血，成績理想。  

7-12-2012 獲科技大學陳繁昌校長邀請，出

席午餐講座及了解科大校園的新

設施如何配合 334 學制落實。 

香港科技大學取錄文憑試學生仍以 4+2X 為主流，英

文和數學科尤其重要。選修科成績需要考獲優異多於

多修一科，取錄標準和港大相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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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2012 中四全級同學參加其他學習經歷

日。 

全級中四同學分成 8 組，分別參與不同活動及到訪不

同機構，如單車導賞團、考古工作坊、少數族裔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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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車導賞團 少數族裔交流 

  
考古工作坊 善德同學留心聆聽講解 

14-12-2012 中三級家長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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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5-1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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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唱團表演 

  
外籍文化交流生(左)分享在善德的學習生活 何校長和王希賢副校長解答小六家長提問 

18-12-2012 中山大學設備先進，校園寬敞，誠往國內大學進修讀書之

良佳選擇。 

與本校中六級家長、學生及教師及

友校母佑會蕭明中學、保祿六世書

院校長學生教師近90人往廣州探訪

國內重點大學之中山大學。 

 

  
家長、教師和學生細心聆聽內地大學取錄港生條件 與友校一同到訪廣州中山大學 

20-12-2012 校園拍照日。 畢業班同學依依不捨，特別是中六班別。 

6-1-2013 會屬中學聯校畢業禮於沙田石門

鄉議局大樓舉行。 

教育局首席助理秘書長李煜輝先生主禮，李先生勉勵

同學要把握新高中學制機遇，積極裝備自己，努力學

習，將來回饋社會，貢獻國家。本校在本學年高級程

度會考中有馮紫婷同學考獲 3優 1良佳績，獲香港佛

教聯合會頒發沈香林特別獎學金，以資鼓勵。中學文

憑試亦有王智恩同學及鄭斯諾同學考獲多科 5**或

5*級成績，同獲頒贈沈香林特別獎學金。 

 



4/1 和

1/2/2013 

何校長代表香港中學校長會擔任

東華三院 141 獎學金遴選委員會

成員。 

獲邀面試的中七或中六同學均屬全港尖子，各自有其

奮鬥故事和成功經歷，挑選獲獎的同學亦相當困難。

16/1 至

18/1/2013 

獲考評局邀請為全港通識科教師

進行 3 場講座，講解通識科十二

月份練習卷評分準則及示例。 

練習卷對全港通識教師仍屬嶄新事物，期望透過講解

練習卷評分讓教師進一步認識公開考試通識科試卷

的模式。 

21-1-2013 與荃葵青區通識科教師分享練習

卷評改準則及評分標準。 

練習卷能夠讓教師初步了解文憑試要求，有助善德學

生繼續在這新增核心科目考取佳績。 

22-1-2013 與訓輔組教師出席於棉紡會中學

舉行之荃葵青區警方訓導人員聯

絡網研討營。 

大會邀得教育學院兼任講師莊耀洸律師主講，講題為

前線教師在校園的法律責任和照顧學生須留意的地

方，訓輔同工亦可利用個案了解教師在法律上要承擔

的責任，與會者均獲益良多。 

24-1-2013 出席會屬佛教孔仙洲紀念中學

30 周年校慶。 

孔仙洲紀念中學校慶邀得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

女士主禮，學生允文允武，表演節目精彩，校務蒸蒸

日上，可喜可賀。 

 

25-1-2013 曾任本校校董的孔仙洲紀念中學

第二任校長李宏輝先生壽終，積

潤八十有六。 

李校長出任會屬孔仙洲紀念中學校長前任職教育

署。李校長生前扶育後輩，對教育界貢獻良多，亦曾

任本校校董，對本校發展提供意見。 

25-1-2013 召開校內教師會議，初步議決來

年中四只讓能力較佳的約 70 位

同學修讀 4+3X。來年中四設六

班，只有兩班提供 4+3X，數學選

修單元亦作選修科處理，較少人

選讀的選修科基於人力資源考慮

將暫不開設。 

隨著各所大學公佈的取錄學生條件，文憑試考生需要

考取優良成績，亦要豐富個人學習歷程檔案，修讀

4+2X 對本校大部份同學而言已相當足夠。 

26-1-2013 早上在何南金中學與佛聯會會屬

中學通識科教師分享練習卷評改

準則及評分標準。 

練習卷能夠讓教師初步了解文憑試要求，有助會屬中

學學生繼續在這新增核心科目考取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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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013 與張妙娟老師出席青少年獎勵計

劃金章頒獎禮。 

本校中六王智恩同學獲特首梁振英先生親自頒發金

章，表揚王同學在多方面的全人發展。 

  
特首梁振英先生頒獎予王智恩同學。 何校長、張老師(左二)、王同學和王同學家人

合照 

1-2-2013 本校中文科主任林曉蕾老師及黃

曉雯老師陪同善德同學出席中大

中文系講座。 

中文科老師帶同中四、中五約 40 位學生出席 2 月 1

日於中文大學舉行之「丘鎮英基金」訪問學人嚴志雄

教授公開講座，會後師生與嚴志雄教授合照留念。 

 



 

 
會後與嚴志雄教授及中大教授合照留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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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013 出席在沙田鄉議局大樓舉行的紅

十字會周年頒獎大會。 

本校 63 團獲區內急救比賽獎項及新界西團隊冠軍。

團長歐兆偉老師、指導教師劉珮瑾老師、溫翠霞老

師、何曉琳老師及一眾經常回校協助指導的校友功勞

至大。 

 

 

 

 
獲獎後喜悅一刻 

7-2-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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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祝蛇年事事順

景，六時吉祥，身體安康。熱心家長親自烹調應節賀

年食品，場面熱鬧，盡興而歸。 

 

 

  
何校長和眾多家長執委合照 何校長和家長閒談 



  
歐兆偉老師講解當日活動情況 家長精心烹調美味賀年食物 

10-2-2013 出席佛聯會一年一度之新春團

拜。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太平紳士主禮，祝願香港風調

雨順，經濟繁榮。曾局長同時亦為佛聯會新一屆董事

監誓。 

18、20-22 及

27/2/ 2013 

何校長獲教育局質素保證組邀請

在元朗區一間英中擔任外間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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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2013 下午獲友校沙田培英中學邀請，

與該校中五中六級同學分享練習

卷評改準則及評分標準。 

練習卷能夠讓教師初步了解文憑試要求，有助學生繼

續在這新增核心科目考取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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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2013 紅十字會急救比賽總決賽 2013。本校紅十字會中五會員王貴連、張嘉慧、高曉筠、羅

雅科及中二會員黃南傑組成的急救隊，撃敗各區隊

伍，取得全港總冠軍。 

 

 

 
本校 63 團再一次為善德增光，可喜可賀 

24-2-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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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成

績進步良多的同學感受成功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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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獎同學與何校長、副校長及家長合照 同學為努力成果感受喜悅一刻 



24-2-2013 何校長在家長日下午為本校全體

中六學生及十多位家長在禮堂講

解 2013 年練習卷評分。 

中六同學初步掌握練習卷擬題理念及評分標準，但仍

要小心審題才能在公開試取得佳績。 

 

 14

24-26/2/201

3 

視覺藝術科舉行畢業班學生作品

展覽 

作品水平甚高，大獲參觀的家長學生讚揚。期望日後

能繼續讓善德學生展現藝術才華。 

 

  
立體視藝作品 視藝作品展現同學多才多藝一面 

25-2-2013 荃葵青區傑出學生頒獎禮在本校

舉行，立法會議員梁家傑先生、

葵青民政專員羅應祺太平紳士主

禮。 

中五級黃雪雯同學獲選荃葵青區十二大傑出學生，可

喜可賀。黃同學稍後亦可往台灣交流訪問。 

 

  
立法會梁家傑議員致辭 左起：容啟謀老師、何校長、傑生得獎者中五級

黃雪雯同學、梁家傑議員和葵青民政事務專員羅

應祺太平紳士合照 

26-2-2013 葵青區社服頒獎禮在本校舉行。 善德同學秉承以往優秀表現，再次獲優異表現獎項。

稍後中五級獲獎五位同學范佳妮、黃梓坤、黃鉦淇、

黃彥斌、章偉樂同學、將可前往台灣南部交流訪問，

了解當地環保生態及農業發展。 

 

 
由左至右：社工梁姑娘、章偉樂、黃彥斌、黃梓坤、黃雪雯、黃鉦淇、范佳妮、何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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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2013 中文科在教員室外舉行猜燈謎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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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中有獎！ 同學踴躍參與猜燈謎活動 

27-2-2013 愛心送暖大行動。 全級中四同學及女童軍參加本校和耆康會協辦的愛

心送暖大行動，約 190 位同學在 2013 年 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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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前簡介細節 

3-3-2013 家教會往屏山文物徑及大夫第旅

行，中午享用盆菜。 

共 150 多位教師、家長和學生一同參與，場面熱鬧。

是日天公造美，密雲不雨，誠遠足旅行的好日子。 

  
大合照 參觀屏山大夫第 

6-3-2013 上午獲友校黃大仙潔心林炳炎中

學邀請，為他們應屆中六同學講

解通識科備戰心得。 

友校同學戰意高昂，認真準備認試。 

6-3-2013 參與香港學界體育聯會葵青區中

學分會 2012-2013 年度校際乒乓

球比賽男子甲組，獲殿軍。 

參賽運動員：6A 黃力臻，6E 李尚駿，6E 鄧建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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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013 下午出席東華三院 141 獎學金頒

獎。 

東華主席陳文綺慧女士及副主席何超遐女士致送紀

念品予何校長，感謝何校長出任遴選委員會評判。 

 

 

 
左起：東華三院陳文綺慧主席、何校長、何超遐

女士，後排右一為東華三院學務總主任吳奇壎先

生。 

 

11-3-2013 教育局在本校簡介處理學校投訴

新機制。 

前申訴專員戴婉瑩女士簡介新機制模式，主要希望減

省處理時間及讓持份者直接溝通。隨後亦有先導計劃

校長分享經驗。 

 

  
出席的校長分享處理投訴新機制，右一為前申

訴專員戴婉瑩女士 

眾多中小學校長教師細心聆聽講解 

 

16-3-2013 何校長與中文科主任林曉蕾老師

與廿位同學參加中文大學導賞

團。 

中大導賞團讓同學暢遊景色幽美的中大校園，參觀九

所書院的設施和特式建築，同學均盡興而回，並拍照

留念。 

 

  
林老師與同學及校長在中大百萬大道合照 攝於大學圖書館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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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2013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葵青區中學分會 

2012-2013 年度校際乒乓球比賽男子乙組季軍 

2012-2013 年度校際乒乓球比賽女子丙組殿軍 

 

  
由左至右 3A 黃嘉軒，3C 余信衡，4A 黎俊輝， 由左至右 1A 馮靄汶，1A 伍思蔚，1C 尤苑螢 
3A 陳卓賢，3E 劉浚㮾，3E 鍾因翹 

 

19-3-2013 家教會親子義工探訪保良局羅氏

信託學校寄宿的弱智學童。 

義工們準備了攤位遊戲和食物盒作禮物，與弱智學童

渡過了一個歡樂的晚上。我校學生及家長從活動中獲

益良多，更進一步了解弱智兒童的世界和需要。  

 

 

 

 
參與義工活動的教師、家長和學生合照 

 

20-3 及

11-4-2013 

本校藝術科帶領新高中同學分別

欣賞香港話劇團《都是龍袍惹的

禍》及非凡美樂《茶花女的故

事》。 

同學透過演前講座、欣賞及討論，增益其他學習經歷

和藝術視野。 

 

 

 
師生合照留念 

 



English Speaking Contest S4-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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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2013 英文科舉行中四至中五級說話比賽，讓同學實踐所

學。 

 

  
同學使用英語溝通交流 英語說話比賽照片 

  
同學自信地使用英語表達 角色扮演 

21-3-2013 參加第六十五屆香港學校音樂節

中獲多項獎項。 

本校獲獎同學有:  2C 何家慧 (結他獨奏亞軍)、3E 

王耿城 (結他獨奏季軍)、4B 黃子軒 (鋼琴高級二重

季軍)、6C 孫翱天 (古箏深造季軍)。另 2013 全港青

少年鋼琴大賽中，5C 陳曉鋒獲公開組金獎、1B 胡佩

珊獲少年組銅獎。 

 

22-3-2013 教師發展日全體教師先往濕地公

園遊覽，再往荃灣如心酒店享用

自助餐。 

教師平日工作辛勞，藉教師發展日鬆弛身心，略作休

息也非常重要。 

 

 

 
全體教師濕地公園前合照 

23-3-2013 是日全日為中一自行支配學位面

試日。 

本年共有 420 小六同學申請入讀本校中一，但只有

41 個自行支配的中一學位，競爭仍然激烈。 

 
 

 



視覺藝術科中六畢業展作品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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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9 10 
 
 
 
 
 
 1    江懷恩 
 

2    王頌雯 
3    郭彥彤 
4    黃  晴 
5    郭保宜 
6    林巧瑤 
7    梁世豪 
8    鄧澍豐 
9    陳敏儀 
10   楊慧儀 

 
 
 
 
 
 
 
 
 
 
 
 
 
 
 
 
 



畢業班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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