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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善德英文中學家長教師會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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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一四年五月 

自律自重堅毅追夢  
去年蛇年將盡之際，學校家長教師會一如既往在一月廿八日早上主辦新春茶話

會，當天我有機會接觸不同年級的家長，大家猜想家長和教師校長最常討論的話題會

是什麼？基本上離不開同學使用電腦網絡的時間、同學自我管理的能力和年青人缺乏

夢想和奮鬥目標，也有少部份家長談及和子女的溝通問題。 
 

新年伊始，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對青少年使用電腦網絡的看法。常言：「水能載舟，

亦能覆舟！」在廿一世紀的資訊科技年代，要完全不使用或拒絕接觸電腦實在不切實

際，也不符合電子學習的潮流。須知互聯網能在瞬息間接通全球領域，無遠弗屆，全

球化令資訊進一步迅速流動，對尋找資訊數據的學習模式可說是如虎添翼。可惜凡事

總有利有弊，面對資訊泛濫時代，網上眾多網站亦自然滲雜了暴力、色情和賭博成份，

更難處理的是有眾多刺激我們感官的網絡遊戲亦應運而生，令一眾青少年不自覺上癮

沉迷，不能自拔，最終甚至成為隱蔽青年，將學業和人生其他經歷統統奉獻給電腦網

絡世界。 
 

作為父母我清楚明白家長的憂慮和痛心，面對子女為了網絡遊戲廢寢忘餐，進而

影響健康、學業、成長和作息時間，甚至苦口婆心規勸也不見成效，那份傷心和無助、

無奈的心情自然可以理解。但從青少年愛追求刺激新鮮和感官滿足角度考慮，我們又

不得不承認網絡遊戲有極大吸引力，單看一個 “Candy Crush＂已令全球網絡遊戲迷

陷入瘋狂狀態，網絡遊戲之吸引力實不容小覷。作為教育工作者和校長，我只期望善

德同學能如本文標題所言自律自重，有清晰的時間分配和自律能力，才可抗衡其他誘

惑，繼續為追求夢想打拼。至於家長同樣擔心的是親子溝通問題，部份家長戲言子女

日漸長大，大家溝通時間便日見減少，甚至要依賴智能手機程式的訊息和 

“whatsapp＂溝通，這是科技為人類帶來的進步還是可悲的情況，我暫不敢妄下判斷。

我只寄望善德同學緊記父母的養育之恩，閒時便要真誠和父母面對面溝通，讓家庭和

睦融洽，親子關係自不成問題。 
 

第三屆新高中文憑試已在四月開考，據考評局公佈學校考生約有 66500 人，但自

修生亦有近 13000 人，足見要一次過考取文憑試優異成績及進入大學確有頗大難度，

才會有不少文憑試重讀同學再考第二次。文憑試既是重大挑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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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實踐將來的夢

想和回饋父母、師長而努力，謹以上述分享與善德同學共勉！ 
 

最後祝願各位馬年身心康泰，六時吉祥！ 
 

何滿添校長 

二零一四年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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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善德英文中學二零一三至二零一四學年重要事情日誌 
 
二零一三年九月至二零一四年三月下旬 
 
日期 事件 備註 

31-8-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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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英語溝通能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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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溝通途

徑。 

 

3-9-2013 學校開學禮 由於禮堂天花維修工程尚未完工，開學講座只能在學生

活動室分級舉行。何校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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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應屆身體殘

障會考生曾芷君為例，鼓勵善德同學努力向目標奮鬥邁

進。 

 

8-9-2013 獲有線電視財經資訊台《周日

不講理》邀請，分享通識教育

科教學評估心得。 

部份社會人士及議員誤解通識教師藉政治議題向學生

盲目灌輸個人政治取向及價值觀，但實際上絕大部份的

通識教師均會以教育工作者的專業引導學生對具爭議

事件作持平考慮，這亦是教育局設立通識教育科的宗

旨。 

 

7-9-2013 本學年開學後首個星期六 

 

善德校園本學年繼續維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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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是日上午亦回校當值。下午獲邀出席中文大學醫學院

開學禮，並與就讀醫學領袖課程的兩位善德舊生黃雪儀

校友和吳倩如校友合照。 

 

10-9-2013 出席於九龍灣展貿中心舉行之

敬師日典禮 

 

 

本校鄺靜雯老師及范殷榮老師在校內敬師日獲學生及

同事選為獲表揚教師，並與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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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滿添校長與鄺靜雯老師及范殷榮老師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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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2013 3A 班歐曉茵同學因粵劇表現出

色獲雜誌邀約訪問 

 

音樂科主任及何校長亦有接受訪問。粵劇乃中國傳統文

化國粹，歐曉茵同學能以恆心毅力堅持不懈接受訓練並

多次獲獎，殊堪嘉許。 

左起：雜誌撰稿人、音樂科主任任德悠老師、歐曉

茵同學、歐同學祖母、何校長 

歐同學十一月獲邀往北京參加粵劇比賽，演出劇目

《霸王別姬》，表現極佳，獲賽會頒發一等大獎。

11-9-2013 何校長獲民政事務局曾德成局

長頒發青少年服務嘉許狀。 

 

何校長以公職身份參與荃葵青區中學校長會及區議會

青年事務委員會的工作，因此獲特區政府頒贈榮譽。何

校長對出外履行公職時仍繼續承擔教導學生重任的教

職員表示感謝。 

 

18-9-2013 何校長獲教育局質素保證視學

組頒發外評人員獎狀 

質素保證外評包括學校自評及外評機制，何校長自 2006

年開始已先後在十四間英文中學、官立中學及中文中學

參與外評工作，他認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期望能夠

將友校的成功經驗帶返善德，提高本校的課堂教學成

效。 

21-9-2013 下午出席友校中華傳道會安柱

中學 40 周年校慶 

友校安柱中學成就斐然，校友人才輩出，日後還有很多

交流借鏡的機會。 

22-9-2013 下午出席於葵青劇院黑盒劇場

舉行的荃葵青優秀學生選舉 

 

助理校長馬學禮老師亦有一同出席，本校初中及高中均

有同學獲傑出及優異獎項，期望獲獎同學能百尺竿頭，

更進一步！ 

 
何校長與獲獎同學趙必和(中)王耿城同學(左)合照。 

 

26-27/9-201

3 

出席兩場研討會，以通識科試

卷主席身份為全港通科教師講

解有關2013文憑試通識科答卷

示例及分析 

 

通識科屬新設必修科目，全港通識教師可透過研討會更

了解評分尺度，以便更妥善準備日後的文憑試通識科考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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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9/-9-20

13 

何校長、升學就業輔導主任容

啟謀老師及副輔導主任吳安茜

老師9月27日黃昏趕赴台灣參

加五天大學參訪團，何校長因

公務在身，只能前後逗留三

天，星期日(29/9)黃昏返港。

 

中學文憑試只有約百分之十六至十八考生能入讀本港

聯招學士學位課程，台灣大學設備、師資及課程均具質

素，值得考慮作為繼續升讀大學的選擇。 

交流團合照 吳安茜老師(右)在聆聽講解。 

 

30-9-2013 上午何校長出席教育局增值指

標發佈會 

教育局一併發放 2012 年及 2013 年文憑試增值指標，善

德部份科目成績尚有進步空間，各科組會定期檢討及繼

續努力。 

 

4-10-2013 中一家長會 

 

由於禮堂仍進行維修，本校借用會屬佛教林金殿小學舉

行是次家長會，會上有百多位中一家長出席。本年引入

中英數主科科主任或教師簡介家長如何協助子女準備

這些核心科目；社工梁鎂婷姑娘講解適應中學階段需注

意的地方，梁姑娘並邀請中二同學以過來人身份分享入

讀善德後的適應情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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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2013 學生會選舉 

 

 

本學年學生會選舉有兩個參選內閣，分別是「Bright」

及「Utopia」。學生會由全校學生以「一人一票」方式

選出，勝出內閣為「Utopia」。 

 

Bright 候選內閣幹事 Utopia 候選內閣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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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2013 及

10-10-2013 

陸運會於葵涌運動場舉行，教

育局荃葵青區總學校發展主任

李周若蘭女士應邀出任頒獎禮

嘉賓，家長校董亦應邀出席頒

獎禮。 

 

善德同學積極參與，啦啦隊熱烈打氣助興，眾多畢業校

友亦在決賽日下午到場參觀，場面熱鬧。 

獲與運動員與主禮嘉賓李太(右)合照 

向更高處挑戰 

啦啦隊的舞蹈表現精彩。 

接棒一刻：不容有失 

11-10-2013 

 

聯校教師發展日於母佑會蕭明

中學舉行。母佑會蕭明中學、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保祿六

世書院及本校共四所英文中學

已是連續第五年合辦聯校教師

發展日，本年邀得中文大學躍

進學校計劃總監趙志成博士主

講，分享如何更有效照顧學生

學習差異和提升課堂效能。 

 

趙志成博士曾到訪近三百所不同背景的中學，並就如何

提升課堂質素作觀課、調查、面訪及研究，經驗豐富。

趙博士以不同科目作例子，引證照顧個別差異策略和提

高成績的關係，實證為本，例子適切，並就專業交流提

出不同方向及策略以供參考，四所中學同工獲益良多。

2013 年 10 月

至 2014 年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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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年頗多改變，在校本評核

仍屬嶄新項目，能夠擔任專題探究的區域統籌員，有助

了解專題研習 IES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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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0-2013 獲區議會教育小組「蒲公英動

力」邀請，為區內近四百位家

長作升中分享講座 

 

何校長與中五級柯穎琳同學分別就升中準備及讀書心

得作分享，柯同學表現鎮定，大方得體，獲家長一致好

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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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2013 家長教師會全體會員大會 

 

何校長獲邀作主講嘉賓，以兩屆文憑試放榜後的啟示為

題，並邀得畢業生黃雪儀校友分享讀書心得。 

黃雪儀校友以個人讀書經驗為例，與家長分享積極參與

課堂和恆常溫習的重要。 

黃雪儀校友剛獲香港中文大學善衡書院頒發港幣

600,000 元獎學金，可喜可賀。 

 

何校長致送車馬費予黃雪儀校友 何校長致歡迎辭 

 

16-10-2013 與覺光法師中學沈昇華校長同

時獲邀到訪位於屯門的友校會

屬沈香林紀念中學，進行觀課

及課後評課，以協助友校同工

準備十月尾的教育局外評 

 

會屬沈香林紀念中學同工用心備課和授課，並就不同教

學策略多作嘗試，以照顧學生能力角度出發，課堂成效

良好。 

十月會屬友校沈香林紀念中學進行外評，2014 年 1 月接

獲教育局報告大加讚揚，足見沈香林同工認真備課及教

學的努力並無白費，且獲教育局加以肯定嘉許。 

 

17-10-2013 荃葵青區中學校長會全體會員

大會。 

何校長續任荃葵青區中學校長會主席，未來數年葵青區

升中人口急降，對區內中學教育生態將造成一定影響，

因此擔全主席一職實屬任重道遠。 

 

18-10-2013 

 

舉辦中六家長晚會 

 

中六家長會繼續在會屬林金殿紀念小學舉行，並邀請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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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邀請第二屆文憑試畢業生的黃雪儀校友、吳倩

如校友和其他舊生回校分享讀書和備試心得，出席的中

六家長及同學均獲益良多。 

 

一眾校友向中六師弟妹分享備試心得 出席之中六家長學生均耐心聆聽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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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0-2013 黃偉霖老師與獲獎同學出席由

香港歷史博物館及香港中華文

化促進中心合辦，第二屆校際

香港歷史文化專題研習比賽頒

獎禮 

本校潘佩珊、余曉霖及謝慧妍同學表現出色，獲得初級

組甲項(文字報告)亞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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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偉霖老師(右)與獲獎同學及何校長合照 

 

26-10-2013 與梁副校長、教務主任彭老師、

中文科全體老師出席會屬中學

文憑試中文科考評教學研討

會。文憑試中文科兩屆均只有約

五成考生考獲進入大學門檻之

第三等，有人因此戲稱中文科為

「死亡之卷」，既然挑戰如此

大，自需多加裝備，因此會屬中

學便籌辦是日之中文科教學評

估研討會。 

考評局有份負責中文科不同試卷考評工作的四位同工

作坦誠分享，就中文科不同卷別的課程、教學及評估

指出意見，並指出一般考生常犯錯誤，讓會屬中學的

中文科同事可以檢討中文科的教學和應試準備是否尚

有進步空間。四位嘉賓以不同試題及考生表現作例

子，講解清晰深入，出席之會屬中學校長及教師均獲

益良多。 

18-10-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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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0-2013 何校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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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0-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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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13 至 

1-2014 

先後獲邀到葵涌、青衣、荃灣及

東涌區內共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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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2013 是日統一測驗最後一天，何校長

下午為全級中六學生講解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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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第三屆中六同學

仍能舉一反三，在這嶄新核心科目繼續爭取良好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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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2013 何校長獲荃灣家校聯會邀請向

區內小學家長和學生講解來年

區內中一學位供求及就讀英文

中學需考慮因素 

當晚近 800 位家長出席，各家長均對升中派位垂詢甚

詳。 

15-11-2013 何校長出席佛教聯合會於會展

紫荊廳舉行的創會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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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1-2013 星期三早上到沙田鄉議局為十

二月舉行之 40 周年校慶典禮作

正式綵排 

各組負責教師同工和司儀均努力準備，期望十二月四

日之校慶典禮能圓滿舉行。 

18-11-2013 出席友校香海正覺蓮社佛教馬

錦燦英文紀念中學 20 周年校慶

典禮 

教育局吳克儉局長主禮並致勉辭。友校同工為學生創

造不同學習經歷，並能鼓勵學生挑戰困難及超越自

我，成績有目共睹。 

 

19-11-2013 善德旅行日及 40 週年校慶攝影

比賽 

同學暫時放下繁重學業，作秋日郊遊。同日，學生會

於學校旅行日舉辦「40 週年校慶攝影比賽」。 

攝影比賽冠軍：6A 班 亞軍：5A 班 

14-11 及

22-11-2013 

全港佛教中學聯校陸運會在大

埔運動場舉行 

各校健兒在運動場切磋交流，並各顯身手，善德同學

亦努力比賽，部份項目更獲取優異成績，在此要感謝

體育組老師為同學作艱苦鍛鍊和準備。 

 

佛教中學聯校陸運會善德獲獎同學與主禮嘉賓合照 彭晉隆同學獲頒獎座 

23-11-2014 何校長在沙田覺光法師中學為

會屬通識科同工舉行通識評卷

講座，亦邀得考評局高級評核經

理盧家耀先生和資深評卷員張

銳輝老師、袁潔欣老師同出席講

座。 

2013 年通識試卷的評卷標準和示例繁瑣，能透過講座

讓更多會屬同工掌握評分標準再回饋教學是良好做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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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1-2013 學校接獲通知，本校創校莫秀馨

校長因病辭世。 

莫校長自 1973 年出任本校創校校長，至 1988 年榮休。

退休後莫校長仍熱心教育公益工作，獲中文大學頒授

院士榮銜。莫校長晚年含飴弄孫，生活寫意，未料因

病辭世，噩耗傳來，本校同寅均深感悲痛。 

1-12-2013 出席於荃灣大會堂舉行之中學

展覽 

荃葵青區共四十多間中學參展，到來參觀之荃葵青區

小六學生絡繹不絕 

2-12-2013 下午第七至第九節為 40 周年校

慶作最後綵排 

司儀組和需要演出的同學和校友均認真綵排，祈求校

慶當日演出順利 

4-12-2013 40 周年校慶在沙田鄉議局圓滿

舉行。辦學團體校董會董、校

友、友校校長、家長等蒞臨欣

賞，場面熱鬧溫馨。 

 

典禮先由校監果德法師致歡迎辭，校監衷心感謝永遠

榮譽校監覺光大長老對本校的關心鼓勵，亦感謝歷任

校長教師對教育學生付出的辛勞和指導，並期望本校

能百尺竿頭，更進一步。主禮嘉賓科技大學陳繁昌校

長致勉辭，鼓勵同學要創新和與時並進。另一主禮嘉

賓何善衡慈善基金董事何子樑醫生則宣佈成立中大善

衡書院佛教善德英文中學畢業生獎學金，只要善德文

憑試畢業同學能成功入讀中大善衡書院，再以品學兼

優成績申請，則有機會獲何善衡慈善基金資助整個學

士學位課程學費。 

四年制獎學金得主有機會獲近 20 萬獎學金，如就讀 6

年制的醫學院課程則有機會獲近 30 萬獎學金。何善衡

家族對本校師生一直以來的關顧支持，溢於言表，本

校同寅致以衷心感謝。典禮亦邀請中大善衡書院教授

出席，並再頒發中大善衡書院獎學金港幣陸拾萬元予

善德畢業生黃雪儀校友。典禮亦有音樂表演，水平甚

高，出席嘉賓對演出同學均予以肯定嘉許。 

合唱團和中樂團的演出獲嘉賓一致讚賞 

校友分享：左起：劉國良校友、利偉強校友、李麗

萍校友 

眾嘉賓剪綵前合照 

左起：溫果和校董、悟藏法師、校監果德法師、演

慈法師、何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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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2013 是日下午二時開始是 40 周年校

慶校友回歸日，眾多不同年代畢

業的校友拖男帶女返回母校緬

懷在善德生活之時光。校園亦設

有善德校服樣版圖案供校友拍

照留念。 

至於由校友會主辦之 40 周年校

慶晚宴則在新都會美心酒樓舉

行，場面非常熱鬧，眾多已榮休

之教職員亦賞面出席。 

當晚晚宴 53 席座無虛設，晚宴開始時先由何校長致

辭，並呼籲全體出席校友教職員默哀一分鐘，為剛在

十一月下旬因病逝世之本校創校莫秀馨校長致哀，並

播放著日莫校長之照片以懷緬莫校長創校的功勞。 

當晚晚宴最常見場面是不同屆別之校友紛紛與教師合

照，校友會主席劉國良校長更表示下次定會找尋更大

之會場，以期滿足未能購票出席校友之期望。 

 

校友爭相拍照留念 吳安茜老師與校友合照 

9-12-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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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58 位員生捐血，成績理想。 

 

同學熱心捐血，助人行善。 

 

10-12-2013 本校全體中六同學出席於友校

王少清中學舉行之中文科文憑

試試卷答題技巧解構講座，講座

由課程發展署高級課程主任兼

資深中文科評卷員黎耀庭先生

主講。 

 

黎先生深入淺出提醒同學答題需注意事項，黎先生風

趣幽默之餘亦能讓同學了解一般考生在中文科答卷常

犯錯誤，中六同學獲益良多，滿載而歸。 

11-12-2013 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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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希賢副校長代表本校出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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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亦會承認數學選

修單元作正式選修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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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2014 佛教聯合會舉行會屬中學聯校

畢業禮。 

 

典禮由教育局吳局長主禮，吳局長感謝香港佛教聯合

會創會以來一直秉持佛化教育精神造福莘莘學子，作

育功宏。本校畢業生吳倩如校友和黃雪儀校友亦同獲

頒佛教沈香林基金特別獎學金，兩位校友在 2013 年文

憑試均考獲極優異成績。 

14-12-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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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2 及

15-12-2013 

何校長與校內同工和不同屆別

的校友出席莫秀馨校長喪禮。 

莫校長創校時葵涌區仍屬新發展區域，要為學校奠定

深厚基礎殊不容易，但 1973 年莫秀馨校長仍能以高瞻

遠矚和過人魄力為善德打下深厚根基，生榮死哀，本

校同寅謹向莫校長致以最崇高敬意。 

18-12-2013 校園拍照日 中六畢業班同學即將離校應試，大家都感到依依不捨。

20-21/12-20

13  

  

何校長與本校中五學生及教師

往廣州探訪國內重點大學之中

山大學，並順道往廣州第一中學

交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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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州第一中學則與本校多年來均有聯繫，該校校風純

樸，學生勤奮認真，絕對可讓善德同學借鏡。當晚有

文化交流晚會，兩所中學學生各自準備表演節目，水

準良佳，氣氛熱鬧。 

27-28/12-20

13 

中文學會舉辦黃宜洲閱讀營，由

何校長、中文科主任林曉蕾老

師、許晉業老師帶隊。 

 

中五級文學組同學出席作組長，另有三十位中三級同

學參加。林老師和何校長分別簡介魯迅短篇小說《孔

乙己》和《故鄉》，另有新詩講解和創作經驗分享。

該兩天天氣極寒冷，但無損師生參與文學創作賞析熱

情。 

黃宜洲閱讀營留影 何校長和林曉蕾老師正和同學分享經典文學作品 

2-1-2014 何校長獲友校沙田培英中學邀

請，向該校中六級同學講解通識

文憑試答卷技巧。 

通識答題不強調背誦，但需注意適當應用概念才可獲

四級以上成績。 

7-1-2014 何校長出席佛聯會社會服務晚

宴 

校監果德法師為社服安老委員會主席，校監慈悲關懷

長者，社服同工敬業樂業為有需要的長者服務，殊堪

褒揚。 

9-1-2014 何校長代表荃葵青區於政府總

部與教育局楊潤雄副局長見面 

業界仍與局方商討應對未來數年升中適齡人口持續下

降的問題，暫未有任何進展。 

 

10-1-2014 何校長再獲友校沙田蘇浙公學

邀請，向該校中六級同學講解通

識文憑試答卷技巧。 

通識答題不強調背誦，但需注意列舉恰當例子解說觀

點及就爭議論題作正反持平論述，才有望獲得四級以

上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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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1-201

4 

何校長獲廉政專員公署邀請，出

席一連兩天之荃葵青區肅貪倡

廉活動。 

廉潔誠信屬香港社會核心價值，今年適值廉署成立四

十周年，這些活動絕對值得支持。 

14-1-2014 何校長往考評局邀請出席周年

晚宴 

能夠獲邀出任考評局評核、發展及研究委員會的工作

讓何校長更了解要維持公開考試信度效度的重要。 

15-1-2014 何校長獲香港中文大學沈祖堯

校長邀請出席講座，了解最新一

屆文憑試取錄學生標準和中大

未來收生動向。 

中大提供的數據顯示文憑試學生仍需在起碼4+2X取得

優異成績才可入讀，中大亦正考慮從 2015 年九月開

始，接納數學核心單元作為正式選修科。中大取錄學

生標準亦是考獲優異成績比多考一科選修科更重要，

學校亦會按此規劃2014年九月中四各班的選修科數目

安排。 

22-1-2014 在荃灣西方寺召開荃灣區本年

浴佛典禮安排會議 

經西方寺住持寬運方丈確認，本年佛誕將在荃灣沙咀

道遊樂場舉行佛誕嘉年華會，日期為五月五日至六

日，所有籌募所得善款在扣除必要支出外，將全數捐

贈予仁濟醫院 

22-1-2014 何校長與訓輔組教師出席於荃

灣官立中學舉行之荃葵青區警

方訓導人員聯絡網研討營 

大會邀得資深精神科曾繁光醫生主講，講題為前線教

師如何辨析及輔導有自毀傾向的學生。曾醫生同時提

供數據和治療理論，訓輔同工亦可利用資料了解前線

教師可以如何協助有自毀傾向的學生，與會者均獲益

良多。 

23-1-2014 召開校內教師會議，初步議決來

年中四會由四班拆細成五班，暫

時只讓建議能力較佳的約 40 位

同學修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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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要學習歷程檔案豐富個人經歷，修

讀 4+2X 對本校大部份同學已相當足夠。 

24-1-2014 何校長與立法會教育事務委員

會主席林大輝議員及教育局吳

克儉局長在政府總部見面 

是次會面旨在商討應對本年七月各區中一派位問題。

荃灣區仍有數十個學生盈餘，但葵青區本年七月已出

現二百多個中一學額空缺。一旦中一學額空缺引致流

動，區內教育形勢將未許樂觀，也會出現學生上移錯

配的情況。但局方現階段未有打算再考慮區本減派措

施。 

25-1-2014 女童軍學會參加由香港女童軍

總會主辦的「大自然廚房」 

 

女童軍學會在 2014 年 1 月 25 日參加了由總會主辦的

「大自然廚房」，透過日營讓女童軍使用最簡單的用

具在野外生火煮食，並鼓勵大家親自動手與組員互相

合作，製作一頓充滿自然風味的午餐，例如烤雞、薄

餅、煙猪手。 

女童軍於訓練中心參與「大自然廚房」活動 女童軍進行戶外烹飪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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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2014 何校長出席在柴灣青年廣場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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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

勇奪全港最佳團隊亞軍。團長歐兆偉老師、指導教師

劉珮瑾老師、溫翠霞老師和何曉琳老師及一眾經常回

校協助指導的校友功勞至大。 

 

何校長與 63 團導師同學獲獎後合照 

 

28-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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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祝馬年事事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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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者均盡興而歸。 

 

新春茶話會合照留念 

 

28-1-2014 農曆新春聯歡會 

 

學生會幹事主持農曆新春聯歡會早會，與同學玩遊

戲，並進行大抽獎，老師與同學都非常投入。 

學生會舉辦了「班際課室佈置比賽」，各班都將課室

佈置得美輪美奐，充滿新年氣氛。 

 

聯歡會傳球遊戲帶來眾多歡笑聲。 獲獎班別(4D)的課室佈置精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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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樂團演奏賀年歌曲 

7-2-2014 何校長與代表老師出席佛聯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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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2014 中文學會舉辦甲午元宵燈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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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熱烈參與猜燈謎，有助文化傳承與提升對文字的理解 

20-2-2014 十多位愛爾蘭大學校長及教師

到訪善德，了解香港中學新學

制。 

愛爾蘭近年亦屬香港學生可以考慮的留學地點，學費

不算太昂貴，但當地大學學歷獲香港政府承認，師資

設備亦見優良，有興趣往外地留學的學生亦可考慮。

 

交流團成員到訪善德 同學與來賓交流在香港的學習情況 

23-2-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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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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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同學與老師及校長合照 家長也獲邀一同拍照留念 

 

21-23/2/201

4 

視覺藝術科舉行畢業班學生作

品展覽 

作品水平甚高，同學創作用心，視覺藝術科任教師亦

功不可沒。 

 

視藝科展出極具創意的展品 同學展品 

 

25-2-2014 荃葵青區傑出學生頒獎禮於青

衣皇仁舊生會中學舉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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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中五級黃梓維同學獲選十二大傑生之一，稍後四

月下旬將連同四隊社會服務獲獎優勝隊伍前往中國西

安交流訪問，本校亦派出中四葉廷封、楊沛文同學擔

任典禮司儀，二人表現落落大方。 

 

左起：沈芳老師、何校長、胡寶強老師、黃梓維同

學、主禮嘉賓黃河社長(也是善德校友)、黃曉雯老

師、容啟謀老師 

 

 

葉廷封同學和楊沛文同學擔任司儀，表現大方得

體，獲來賓一致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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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2014 法團校董會在善德召開會議 

 

會後校監果德法師與全體教職員見面。校監感謝校長

和教職員在校慶典禮的辛勞，亦鼓勵各教職員繼續努

力，為善德學生提供更佳學習環境。 

校監果德法師致辭，感謝校長和教職員的努力。 

 

27-2-2014 學生義工服務_愛心送暖大行動

 

中四全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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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中四同學帶著精心準備的福袋，

和親手製作的毛巾兔，到學校附近的葵涌邨、葵盛東

邨、葵芳邨探訪獨居長者，他們亦進行問卷調查，了

解長者的需要。 

同學出發前的雀躍喜悅 大會作最後提示 

28-2-2014 何校長應邀到港台為『我們不是

怪獸家長』的節目錄音，節目主

持人為屈穎妍女士和張璧賢女

士，節目已在 3月 9日播出。 

 

當日節目主要談通識教育科的備試和評核要求，何校

長也有簡介教學生涯和如何為善德學生準備應考通識

科公開考試。 

 
左起：節目主持人屈穎妍女士、何校長、張佩賢女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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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014 家教會往啟德遊輪碼頭及香港

醫學博物館遊覽，中午享用自助

餐。 

參與是次活動的教師、家長和學生共有 151 人，場面

熱鬧。是日天公雖不造美，密雲間中有雨，但無損這

次遠足旅行的興致。 

全體大合照 王副校長、何校長和中三級藍子軒同學、莊熙樺同

學及家人合照 

5-3-2014 十多位來自泰國大學的校長教

師和僧侶到訪本校並進行觀

課，也有和學生代表交談，了解

香港的新學制。 

 

學校能有機會接待來自世界不同地方的嘉賓既是榮

譽，也是交流的良好機會，善德同學也可藉此大開眼

界。 

嘉賓耐心聆聽講解 化學科李靜美老師在觀課後與來賓在實驗室合照 

5-3-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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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海琪、李浩然、章海欣、

張智翔及吳梓維同學，將前往中國西安交流訪問，了

解當地文物古蹟。 

 

同學與頒獎嘉賓高佩璇女士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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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014 何校長於當日上午出席香海正

覺蓮社普光學校 25 周年校慶典

禮，下午出席東華三院獎學金頒

獎典禮 

普光學校屬特殊學校，致力為有特別需要的學生提供

教育，成績卓越，深獲北區特殊教育學生家長愛戴。

下午頒獎禮由東華主席何陳婉珍女士主持，本校畢業

生黃雪儀再度獲獎。 

黃雪儀校友(後排右二)與主禮嘉賓合照 左起：東華三院學務總主任吳奇壎校長、黃校友、

何校長合照 

8-3-2014 中文科主任林曉蕾老師、中史科

主任莫美容老師和近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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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成員書院的設施和特式建築，同學均盡興而回，並

拍照留念。 

 

參觀團在中文大學大學火車站前的民主女神合照 

 

14-3-2014 何校長到立法會與教育界葉建

源議員商討未來七月全港各區

中一學額供求情況 

教育界期望生態穩定，因為數年後升中人數將再次上

升。但如果本年七月中一有 4800 個學額空缺，情況實

未許樂觀。 

 

21-3-2014 何校長和王副校長、訓輔主任到

友校聖公會林護紀念中學出席

社會福利署主辦的防止兒童遭

受性侵犯講座 

近年學生受侵犯個案增加，有需要為專業管理和校本

預防措施作更妥善準備。當日邀得不同社工和社署同

工分享，有助本校制訂更有效措施防止學生受到性侵

犯。 

 

22-3-2014 是日全日為中一自行支配學位

面試日 

本年共有 407 位小六同學申請入讀本校中一，但只有

40 個自行支配的中一學位，競爭仍然激烈。 

 

25-3-2014 何校長獲邀下午到訪友校港島

區著名直資中學香港大學同學

會書院，並為該校進行通識科觀

課及課後討論。 

港大同學會書院深受家長學生歡迎，且校園環境幽

美，設施優良。友校學生對通識科有強烈求知慾，課

堂亦能展示討論、匯報及互相評論之良好文化，是次

探訪、觀課和交流，何校長亦獲益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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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校長在港大同學會書院校園留影 

 

28-3-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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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2014 何校長再獲邀出席港台節目：

『笑容從家開始』作直播訪問，

節目主持為張笑容女士。 

該集主要由幾位地區校長會主席談區本中一學位供

求，並從教育專業角度解說為什麼在學位供求失衡的

地區有需要再考慮區本減派。 

 

其他獎項 
 第六十五屆學校朗誦節 同學在第六十五屆學校朗誦節粵語及普通話比賽中獲

獎。 

二人朗誦得獎包括： 

5B 吳梓維、吳汶珊； 

4B 李盛坤、4F 陳懷朗； 

2D 馮靄汶、林琿素 

獨誦得獎者包括： 

3D 莊熙樺；3D 謝盈康； 

2D 林琿素； 

1A 鄭安峻；1B 容德雋；1D 陳懷靖 

 
各得獎同學與何校長、訓練老師(左起：沈芳老師、羅曉琳老師、劉珮瑾老師)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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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in T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