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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一三年十月 

 

從文憑試獲取優良成績的曾芷君同學說起  
 

新學年伊始，一如以往暑假，善德校園仍補課不絕。剛升上中六和即將要應

付第三屆中學文憑試的學生更是馬不停蹄，補課再補課，還要趕緊完成通識科獨立

專題探究和其他校本評核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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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要付出僅餘的暑假和寶貴的私人時間，透過補課繼續為善德同學完

成課程，同學們真要加倍珍惜，用功讀書，以報答教師團隊的無私付出！ 

 

曾芷君談到本年中學文憑試放榜，不期然想到英華女校中六級同學， 的驕人

成就。曾芷君同學自幼患上弱視弱聽，連靠手部觸覺來閱讀書本也有極大困難。但

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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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從不輕言放棄，甚至嘗試以需要耗費大量時間的唇讀來克服閱讀障礙。以曾

同學每天均感受龐大學習困難的過程來說，溫習、備課、做功課、測驗和考試等工

作自然比正常學習的同學困難數百倍。六年下來，曾同學以極優異成績入讀中大翻

譯學系，更令我佩服的是芷君同學並沒有因為身體殘障而申請豁免語文科的聆聽考

試，曾同學反而同樣參與。當然曾芷君同學成功的背後是她自己有堅定的信念和一

直堅持要圓其夢想，但同樣時間管理、自律能力和積極堅毅態度也不可或缺。接受

媒體訪問時，曾同學說除了吃飯、洗澡和睡覺外，其他所有時間也用在溫習書本和

備課上。更令我佩服的是芷君同學來自低下階層家庭，父母收入不多，但芷君從不

要求任何奢侈物質享受，她更坦言自己的童年是也有快樂和難忘的。相比之下，我

們的同學有時遇到少許困難挫折，可能動輒便放棄，或缺乏像芷君同學一樣的決心

和毅力，因此成績總是裹足不前。我從不懷疑善德同學的資質和能力，但決心和毅

力則有很大差異，各位善德同學要急起直追了。本年也是學校創校 40 周年，一連串

的慶祝活動和典禮將在十一月至十二月展開，屆時也會出版校慶特刊，期望各位家

長、同學可以盡量參與，以見證校慶這個大日子！ 

千里之行，始於足下，在此我勸勉尚未開始認真溫習及珍惜讀書機會的同學

宜及早努力，並以芷君同學的成功勤奮作為榜樣，鞭策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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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一三年十月二十五日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二零一二至一三學年重要事情日誌 

 

二零一三年三月至八月 

 

日期 事件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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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2013 獲元朗英中基元中學邀請，何校長

與楊小珠老師向友校副校長及通識

教師分享通識課程管理、考評及建

構教學團隊經驗。 

通識課程廣泛，六個單元亦有不同議題，透過交

流分享，可以為學校通識科發展帶來更多反思及

機遇。 

 

 
左起基元陳主任、陳副校、何校長及楊小珠老師

14-4-2013 紅十字會結業禮。 制服團隊的學習經歷如步操等有助培養善德同學

的自信、堅忍和毅力，絕對值得家長支持和讓孩

子參與。 

 

  
大合照 步操 

19-4-2013 上午何校長連同副校長及助理校長

影隨三位善德初中及高中同學，以

了解同學課堂學習習慣和學習成

效。下午出席教育局在將軍澳專業

進修學院舉行的新高中課程成果發

佈會，並了解不同科目的中期課程

檢討目標及建議。 

2014-2015 學年除了要準備教育局外評隊伍到訪

本校外，課堂成效亦為本校近年重點關注事項，

影隨學生絕對有助校方了解課堂實況。 

新高中課程影響深遠，經歷兩年實踐後，教育局

開始檢討如課時、校本評核及各科課程內容等重

要事項。 

 

19-4-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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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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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2013 香港佛教聯合會在孔仙洲紀念中學

舉辦聯校教師發展日，並邀請會董

衍空法師和會屬中學佛學教師分享

即將實施的佛化德育及價值教育課

程教材、教學方法和評估等項目。

佛化德育及價值教育課程主要以淺易佛化義理將

重要價值觀如眾生平等、慈悲喜捨和正知正見等

向會屬中學學生介紹，與會校長及教師均獲益良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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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2013 擔任校內中四級通識辯論比賽評判

及主持頒獎。 

中四級參賽同學認真準備，並以理據數字及應用

概念說服評判立場為什麼能夠成立，同學情理俱

備，表現良佳，殊堪表揚。  

  
辯論比賽情況 評判老師評分 

6-7/5-2013 何校長連同林曉蕾老師、侯敏麗老

師、楊小珠老師和彭成瑋老師到廣

州白雲區中學交流觀課，了解自主

學習的成效。 

內地學生勤奮求學之餘，對自己的課前預習和課

堂展示亦有極高要求。何校長期望透過觀課交流

可以適度引進自主學習的有效策略，讓善德師生

的課堂更臻完善。 

  
左起何校長、彭成瑋、楊小珠、侯敏麗及林

曉蕾老師 

在廣州校園拍照留念 

10-5-2013 佛聯會會屬中文科小組討論比賽輪

值在善德舉行。 

文憑試新學制後會屬中學中文科改為舉辦小組討

論比賽，以切磋交流。善德中五級張天樂同學取

得小組討論冠軍，表現優異，獲評判一致讚賞。

 
左起黃曉雯老師、何校長、張天樂同學、林曉蕾老師、羅曉琳老師 



11-5-2013 參與葵青區分區浴佛典禮。 典禮在會屬林金殿小學舉行，莊嚴圓滿，參與浴

佛典禮善信眾多。 

 

14-5-2013 獲教育局課程發展署邀請，何校長

與 400 多位全港中學領導人在浸會

大學大專會堂分享新高中課程策劃

及校本政策的考慮。 

教學相長，透過與同工分享，期望善德老師亦可

更熟悉新高中課程的教學及考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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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2013 舉行校內浴佛，邀請香港大學佛學

研究中心講師兼佛聯會董事及本校

校董法忍法師為全體師生開示，指

導師生如何應付及妥善處理逆境情

緒。 

法忍法師用深入淺出事例講解佛教義理，將佛教

義理如何能應用在處理逆境情緒及在解決問題上

有更佳發揮，全校師生均獲益良多。 

 

 
法忍法師向全校師生開示 

 
學生浴佛 

17-5-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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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備剪綵 學生浴佛 



  
何校長浴佛 本校同學在西方寺奏樂慶祝佛誕 

17-5-2013 同日晚上出席於屯門大會堂佛教大

型舞台劇玄奘大師求法之旅。 

兩位副校長及馬學禮助理校長和十多位善德同學

一同出席。春天話劇團演出精彩，劇情絕無冷

場，可觀性極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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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2013 荃葵青中學校長會主辦與荃葵青區

小學校長座談會，何校長為其中一

位主講嘉賓，並與其他友校中學校

長/教師為小學同工分享新高中課

程考評事項，讓中小學可以有更佳

銜接。 

荃葵青區內 50 多位小學校長、副校長、主任、

教師出席參加，講座後參加者均對新高中課程及

考評制度有更深認識。 

 

 

 
荃葵青區中學校長介紹新學制 

22-5-2013 是日颱風襲港，停課一天。下午改

掛三號風球後出席文憑試中文科未

來課程考評改革會議。 

中文科有稱為死亡之卷，要取得三級或以上的佳

績絕不容易，文言文的閱讀能力和寫作技巧，以

致綜合卷的處理也要極高技巧，中文科再不是極

容易取得三級合格成績的科目了！ 

23-5-2013 出席於官塘舉行之通識科新高中課

程中長期檢討會議。 

新高中核心科目普遍均面對課時嚴重不足問題，

會上前線通識教師亦有反映意見，冀教育局可以

盡快改善。 

 

24-5-2013 獲友校天主教母佑會蕭明中學楊美

熙校長邀請作為 40 周年校慶主講

嘉賓，與全校師生分享。 

何校長以思考方法為題，和蕭明同學分享不同的

思考方法的利弊局限。蕭明同學聆聽時認真專

注，摘錄筆記，提問踴躍，表現極佳。 

 



 

 
右起楊校長、何校長及尤副校長 

25-5-2013 與佛學科主任李麗儀老師出席於理

工大學綜藝館表演之多媒體弘法舞

台劇暨校董法忍法師講座開示。 

弘法舞台劇名為親緣、法緣、無緣。法忍法師開

示佛法如何理解親情緣份，深入淺出，啟發甚

多。 

 

27-5-2013 下午與中文科主任林曉蕾老師出席

教育局主辦之非華語初中學生中文

學習支援計劃簡介。 

葵青區內有不少非華語學生就讀小學，本校亦有

機會收納有非華語學生，為了讓這些非華語學生

的中文學習更有效率，多間荃葵青區中學在

2013-2014 學年將參與計劃，了解教材、教學法

和評估非華語學生的中文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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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2013 出席葵青區公益少年團頒獎典禮。 本校有不少同學熱心參與公益少年團活動，並在

不同比賽中獲獎。 

 

 
左起陳德舜老師、獲獎同學、何校長 

31-5-2013 與友校天主教母佑會蕭明中學合辦

教師會議，邀請香港教育學院專任

講師莊耀洸律師主講校園法律責任

及個案分享。 

莊律師熟悉校園法例及責任，透過分享不同個

案，參與的兩間中學校長及教師對如何保障學生

安全及有關責任均有更深認識。 

 

 
何校長致送紀念品予莊耀洸律師 



3-6-2013 出席佛聯會會屬小學聯校畢業禮，

教育局副局長楊潤雄先生主禮。 

會屬小學畢業生人數眾多，多才多藝，在表演環

節表現出色。 

 

6-6-2013 出席香港中學校長會全體會員大

會，主講嘉賓為立法會教育事務委

員會主席林大輝議員，講題為香港

教育的機遇和挑戰。 

林議員分享他工作經驗和辦學經歷，例子生動，

一眾與會校長亦有提出現時新高中學制對中學的

影響，林議員樂於聆聽意見，彼此均獲益良多。

 

7-6-2013 出席會屬真如幼稚園於元朗劇院舉

行之畢業典禮。 

真如幼稚園東涌之畢業生活潑好學，多才多藝，

謙虛有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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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2013 友校九龍民生書院及聖公會林護紀

念中學通識團隊到訪善德，本校通

識科主任梁永佳副校長及楊小珠老

師和其他通識老師作教學評估的交

流。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面對通識科的多個單元及

不同議題的處理，教學、課程、評估和獨立專題

探究均可以有不同經驗和處理方法，友校交流可

以讓同工作專業討論，有助專業成長。 

 

 

 
大合照 

10-6-2013 友校元朗基元中學陳淑雯副校長到

訪，分享有關促進學習的評估和如

何就中國歷史科課程進行剪裁。 

陳副校長現時仍獲教育局邀請借調到課程發展

署，以前線教師身份協助發展課程，也有和其他

中學分享教學評估經驗，善德教師團隊獲益良

多。  

 
梁永佳副校長致送紀念品予基元中學陳主任和陳副校 

11-6-2013 獲會屬佛教沈香林紀念中學邀請與

全體教師分享外評準備工作和評核

標準。 

外評涉及校內自評和檢視機制，以促進學校發

展，提高學與教成效為首要目的，並期望持續優

化教學和支援學生的工作。沈香林老師積極準

備，垂詢甚詳，對應付外評工作應已掌握。 

 



11-6-2013 獲香港輔導教師協會邀請，到香港

電台為教學有心人節目錄音，分兩

個周末晚上播放。 

何校長主要就通識科的資源匱乏和新高中學生的

學習差異分享中學校長和前線教師需要面對的困

難。至於教育局會否願意發放資源，有待議會及

政府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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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2013 荃灣、葵涌及青衣區中學校長會召

開全體會員大會，並邀得考評局秘

書長唐創時博士主講。 

唐博士分享第一屆文憑試考生在核心科目各卷別

上的表現，讓出席校長/副校長對不同難度的考

卷有更深了解，出席者均獲益良多。 

  
何校長和張校長致送紀念品予唐博士 出席校長眾多 

14-6-2013 下午出席中文大學醫學院介紹新辦

之醫學領袖課程。 

醫學領袖課程讓有志行醫的中學畢業生可以在臨

床、病理學及其他醫學範疇外，有機會接觸更多

研究工作，也可以到牛津劍橋等著名學府進修，

對成績優異的文憑試畢業生有極大吸引力。 

19-6-2013 出席會屬金麗幼稚園於葵青劇院舉

行之畢業典禮。 

金麗幼稚園東涌畢業生，多才多藝，知禮守規，

家長非常感恩。 

21-6-2013 出席於香海正覺蓮社主辦之慶祝社

長覺光大長老暖壽晚宴。 

社長覺光長老關注香港佛教發展，對社屬中學校

務一直大力支持。 

22-6-2013 上午出席立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公

聽會，下午出席葵青區家長教師會

主辦之家長、教師及進步學生嘉許

禮。 

教育局對新高中學制下的班級教師比例一直未有

實質回應，也不願意增撥資源，前線教師應付學

習差異只感到非常吃力。 

本校家長朱淑琴女士、鄺靜雯老師和鍾承迅同學

獲頒獎項。  

  
 善德獲獎之家長、教師和學生與主禮嘉賓合照 

22-6-2013 幸福醫藥短片創作比賽 2013 七名中四同學包括導演黃梓維、譚穎詩、洪依

琪、梁細妹、黃樂庭、彭晉浩和梁晉豪於本年初

創作了一輯以懷緬清拆舊屋邨為背景的短片。內

容富人情味，短片對白又能啟發觀眾反思往昔。

經各評審評分，榮獲幸福醫藥短片創作比賽

2013「幸福人、物、事」的優異獎。 



 

 
左起：楊奇海老師、獲獎同學、何校長 

23-6-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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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2013 出席香海正覺蓮社聯校畢業禮，教

育局副秘書長王學玲女士主禮。 

王副秘書長感謝香海正覺蓮社及覺光大長老熱心

辦學，並以佛化教育為學生培養正確積極的人生

觀及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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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2013 與中文科主任林曉蕾老師和陳達生

老師帶領善德中三至中五級同學到

訪嶺南大學。 

嶺大教務組讓善德同學了解報讀資格和不同學系

的課程內容，更獲善德舊生現正於中文系任教的

司徒秀英博士接待，暢遊小橋流水的嶺南大學校

園，善德同學非常欣喜，滿載而歸。  

 

 
嶺南大學校徽前大合照 

26-6-2013 本校學生會首次舉辦學界饑饉八小

時。 

學生會首次舉辦學界饑饉八小時，接近三百名同

學報名反應踴躍。經抽籤後，共一百二十名參加

同學有機會去體驗饑餓與貧窮，他們須於八小時

內參與不同工作坊，從中反思自身經歷及珍惜所

擁有的。 

 

 

  
完成後大合照 何校長參與啟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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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2013 本校女童軍舉行年度宣誓結業禮。 宣誓同學需完成女童軍的八大綱領，並於接受評

核方能完成受訓過程，在此要特別感謝女童軍領

袖張慧嬋老師和楊小珠老師的訓練。 

 

 

  
大合照 女童軍宣誓一刻 

28-6-2013 中六級畢業禮。 邀請教育局副秘書長陳嘉琪博士主禮，陳副秘書

長讚揚本校教師團隊優秀，不斷求進。陳博士亦

嘉許何校長在通識教育科及其他新高中課程學制

上不斷作專業發展，亦樂於和友校分享成功經

驗。陳副秘書長又勉勵畢業同學要積極拓闊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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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頒發畢業證書 主禮嘉賓陳嘉琪副秘書長(左)頒發獎項 

28-6-2013 男女童軍參觀高等法院及毒品資訊

中心 

男女童軍參觀高等法院，同學有機會進入法庭內

旁聽案件。另高級檢察官還向同學解說法治的重

要性。男女童軍參觀毒品資訊中心，透過影片及

工作紙認識濫用藥物帶來之後果。 

 

  
 大合照 



28-6-2013 晚上出席佛聯會主辦歡送榮休校長

教師晚宴。 

本校有不少教師獲長期服務獎，勞苦功高，殊堪

嘉許。 

 

2-7-2013 佛青團舉辦禮堂集會，介紹素食好

處。 

法師開示、素食舊生的現身說法，參與同學對素

食好處均有更深認識。 

 

 11

2-7-2013 同日下午本校於葵青劇院黑盒劇場

舉行一年一度之夏日情調音樂會。

當日表演項目達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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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樂團演出(2) 

  
中二級區曉茵同學表演折子戲 舞蹈組表演 

3-7-2013 獲會屬中華康山小學邀請，為該校

高年級同學講解中學學習生活和通

識科的準備。 

會屬小學的同學專注認真，亦對中學的學習生活

垂詢甚詳。 

3-7-2013 與助理教師周凱文小姐出席中華總

商會河源交流團之出發前講座。 

本校中四級 9 位女同學，連同周凱文助理教師在

7 月 16 日至 20 日到內地河源交流，並到福新製

衣廠了解廠房運作，亦有瀏覽當地文化歷史景

點，獲益良多。 

 

  
出發前合照 遊學團活動 



4-7-2013 出席香港佛教聯合會的聯席會議，

加強屬校的老師交流。 

學務委員會副主席演慈法師和其他法師會董對會

屬中學老師的辛勞表達關心感激，又期望會屬中

學可善用資源，繼續以佛化教育提昇屬校學生各

方面的表現。 

5-7-2013 上午召開升留班會議，下午出席香

海正覺蓮社正覺中學十周年校慶典

禮。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謝凌潔貞女士主禮，謝太感謝

社長覺光大和尚以正覺儀行宗旨辦學，造福學

子。校慶典禮上的表演節目亦非常出色。 

 

6-7-2013 下午升學就業輔導組舉行文憑試放

榜前發佈會，邀請應屆中六級學生

和家長出席。 

文憑試強調多元出路，除卻學士學位課程外，尚

有其他如文憑、高級文憑、副學士、內地、台灣

以致出國留學等不同出路，但大前提仍是考生需

要先取得理想文憑試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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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2013—

22/7/2013 

本校澳洲遊學團出發往珀斯交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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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示鼓勵。 

 

  
  

8-7-2013 中一派位公佈，本校獲派屬於全港

第一組別的學生近 90%，屬葵青區

網內的近 100%，派位成績縱理

想，本校亦會繼續加強對學生的照

顧。 

放榜後多位小六學生申請轉讀本校，但學額甚

少，向隅者眾。 

 

10-7-2013 舉行散學禮及派發成績表。 校友利偉強先生慨捐款項，成立利偉強校友課外

活動獎學金，何校長代為頒發。  

 

  
獲獎同學與何校長合照 王希賢副校長頒獎予獲獎同學 



11-7-2013 獲邀出席友校蕭明中學的校慶音樂

劇表演。 

蕭明同學多才多藝，英語音樂劇演出非常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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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2013 中學生活適應課程舉行啟動禮，眾

多中一級家長學生出席。 

中學生活適應課程為期七天，協助學生盡快掌握

學習技巧及適應英中的學習生活。 

 

  
出席中一家長眾多，場面熱鬧 何校長與家教會幹事及歐兆偉老師合照 

14-7-2013 何校長、副校長、助理校長和全體

中六級班主任開會，準備翌日第二

屆中學文憑試放榜。 

考評局初步公佈第二屆文憑試成績，核心科目合

格率(取得二級或三級(中英語文))和 2012 年相

若，但要入讀大學則起碼要考獲五科最佳績點

22 分或以上。 

 

14-17/7-2013 音樂學會在荃灣曹公潭戶外康樂中

心舉辦四日三夜音樂營，為本年

12 月學校 40 周年校慶表演作更佳

準備。 

不同樂器班或小組訓練，或作合奏訓練，在此要

特別感謝統籌及全程陪伴學生的音樂科主任任德

悠老師。 

 

  
中樂團勤加練習 音樂營大合照 

15-7-2013 第二屆中學文憑試放榜，本校考獲

四級以上百分率為 58%，近八成同

學獲大學入學資格(考獲 3322 成

績)。 

成績最優異的兩位同學分別為 6B 班黃雪儀同學

和 6E 班吳倩如同學。黃雪儀同學獲 4 科 5**及 4

科 5*；吳倩如同學獲 4 科 5**，2 科 5*及一科 5

級。兩位同學均獲中文大學醫學院取錄，黃同學

及吳同學更獲取錄修讀新開辦之醫學領袖課程。 

 

 



  
何校長與各班主任老師及成績優異學生合照 後排左起：溫智君、何婉靜、黃雪儀、吳倩如、

盧倩儀及黃海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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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7-2013 河源五天交流團正式出發，早上何

校長往出發地點打氣。 

感謝助理教師周凱文陪同 9 位中四級同學往河源

交流。 

 

  
右起助理教師周凱文、何校長及 9 位交流同學 遊學團留影 

20-7-2013  本校音樂科帶領同學到筲箕灣官立中學作音樂交

流，並欣賞友校不同樂團的精彩演出。 

 

 

 
善德同學合照 

24-7-2013 中學生活適應課程圓滿結束。 在交評估問卷，學生反映正面，表示非常感恩在

適應課程學懂之知識及技能，另外家長亦對子女

的學習成果表示欣賞，並感謝學校的悉心安排。

 

29-7-2013  本校笛子班同學於暑假期間參與由香港藝術聯會

及中華文化藝術節組織委員會主辦之「香港國際

竹笛邀請賽」，獲得一金兩銀一銅佳績。(金

獎：6E 李啟星 / 銀獎: 5B 彭俊榮、5B 方鈺倫/ 銅

獎: 3A 林維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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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2013 獲教育局對外聯絡組安排，美國中

學校長及教師一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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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中學校長教師團與何校長、梁副校長及

同學合照 

何校長講解善德情況 

1-8-2013 中午出席葵青區議會青年活動委員

會藝術展覽。 

交流團共有 100 位荃葵青區同學參加，大家均感

獲益良多，特別是福新製衣廠的工作經驗更是難

得體驗。 下午再和周凱文老師和其他參與河

源交流團的 9 位同學出席匯報大

會。 

 

  
遊學團同學獲嘉許獎  

7/8/2013-

14/8/2013 

中五級郭俊峰同學獲選參加於日本

舉行的青年科學營。 

中五級郭俊峰同學獲選代表香港參加在日本舉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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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俊峰(左二)及其他香港代表 郭俊峰(左三)與台灣代表(紅衫)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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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2013 第二屆大學聯招公佈結果。 全級 196 位中六同學，有 109 位獲聯招課程取

錄，佔 56%；當中有 95 位獲大學學士學位課程

取錄，佔 49%。大學課程競爭日趨激烈，善德高

中同學需要加倍努力才可跨過大學收生門檻。以

五科積點滿分 35 分計算，要入讀港大、中大和

科大可能需要獲得 27 分或以上才有較大機會獲

取錄。其他大專院校的五科最佳積點亦需要 22

分或以上才有較大希望。 

 

22-27/8-2013 開學前教師會議。 本學年重點關注事項為透過協作學習提升學生的

課堂參與及學習信心、照顧能力稍遜的學生及培

養學生關心社會和國家。 

 

31-8-2013 中一家長會。 近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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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禮堂

維修工程延誤，講座改於二樓 209 及 210 室進

行，學生活動室同時作直播。 

 

27-8-2013 獲邀到會屬林炳炎小學主講外評工

作的準備。 

會屬中小學就外評要求多交流，也有助中小學課

程、考評及共通能力的銜接。 

 

3-9-2013 開學演講。 由於禮堂尚未峻工，講座改於學生活動室舉行。

何校長以曾芷君同學的成功例子，勉勵同學要努

力向學。本年學校亦在中一及中二增設功課堂，

以協助初中同學建立更積極的學習態度，另外亦

開放自修室至晚上七時，以方便高中同學留校溫

習以應付公開考試，惟使用自修室同學需要遵守

有關規則。其他組別如訓導組、輔導組、課外活

動組及德育公民教育組亦提醒學生須知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