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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善德英文中學家長教師會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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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一四年十月 
 

中文大學沈祖堯校長在中六畢業禮致辭分享  
新學年伊始，一如以往暑假，善德校園暑期仍補課不絕。剛升上中六即將要應

付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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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付出僅餘的暑假和寶貴私人時間，透過補課繼續為善德同學追趕課程，同

學們真要加倍珍惜，用功讀書，以報答教師團隊的無私奉獻！ 

本年六月三十日，本校有幸獲中文大學沈祖堯校長和何善衡慈善基金董事何子

樑醫生伉儷蒞臨，為中六級畢業典禮出任主禮嘉賓。當日沈教授以世界杯妙喻人生，

內容充滿哲理，現摘錄部份內容和各位家長學生分享。 

沈教授先勉勵應屆畢業同學要「explore yourself」 發掘自已的優點和局限，

要知不足而努力，提升潛能，為將來承擔更重的使命而努力，正如世界杯的三十二強

球隊也來自不同洲份，各有優點弱項；其次沈教授亦提醒同學要開闊視野，在全球化

影響下，地球國家的界限變得模糊，交通方便也讓我們能往來無阻，將來各同學的出

路一定不只局限於香港。無論是內地、第三世界或是任何有發展機遇的地方，同學也

應嘗試，避免以狹隘視野局限自己的發展空間。沈祖堯校長又提醒同學要以團隊心態

工作，正如世界杯列強也是打整體戰多於依賴個別球星，除了以熱誠融入團隊外，同

學尚需留意個別隊員的長處或局限，以便有需要時互補不足。團隊精神的真諦在於緊

密合作後的果效遠勝隊員個人能力的總和。如果能夠在人生中找到 lifetime 

partners –幾位志同道合的知己，人生當然也無憾了。 

此外沈教授也分享了他和申請入讀中大學生的面試經驗，在發掘自己潛能過程

中，有時同學也應留意如何應對失敗挫折。沈校長的忠告是將失敗挫折視為鼓勵自己

重新向目標奮鬥的動力，從那裡跌倒就從那裡站起來。只要我們每次均細心分析失敗

原因，避免重蹈覆轍，失敗挫折對人生的成長也是有利的磨練。最後沈校長又以球賽

的上下半場作比喻，說假如人生 40 歲前是上半場，40 歲後是下半場，我們在不同階

段又應如何作人生規劃？如何訂立不同目標？這些問題同學都需要小心探索，並因應

外在環境作調節和輔以相關的專業知識，才能活好每一天。 

沈祖堯教授能以當時熟悉的世界杯球賽妙喻人生，講辭深入淺出，絕對值得各

位同學銘記於心。談回本年文憑試放榜，透過中六科任教師和同學的及早努力，如留

校利用自修室溫習等措施，本年的 4+比率是 60.3%，比去年有進步。成績最優異的是

張天樂、黃武祺和楊可程同學，在此我勉勵各位以去年中六同學的勤奮態度作為榜

樣，鞭策自己，善用光陰好好讀書，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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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一四年十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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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善德英文中學二零一三至一四學年重要事情日誌 

二零一四年四月至八月底 
 
日期 事件 備註 

2-5/4-2014 本校通識教育科舉辦通識考察團，

由田家炳基金安排行程。 
考察團有助同學多了解內地發展機遇和挑戰，鞏

固和反思通識科課程內容。 
 

 
參觀融合科研保育休閒一體化的有機農場 

 
同學探訪茶陽縣大埔中學探訪當地農戶 

4-4-2014 出席中文大學敬文書院頒獎禮。 
 

本校吳倩如同學以優異成績入讀中大醫學院環球

醫學學系，並獲頒發獎學金，可喜可賀。 
 

11-4-2014 與社工梁姑娘到大澳的會屬筏可中

學探望轉到這裡就讀的同學。 
筏可紀念中學校園環境清靜，學生如能專心致志

讀書，成績定有進步。本校蔡長志同學入讀筏可

後成績突飛猛進。 
 

22-26/4-2014 本年度荃葵青區傑出學生優勝者黃

梓維同學和本校社服優勝隊伍到西

安考察當地歷史文化和做服務探

訪。 
 

本校已連續多年獲頒社會服務獎項及獲邀出外交

流，黃梓維同學亦在 40 多位荃葵青區優秀學生

中脫穎而出獲獎，成績理想。 

 
黃梓維同學(右)與社服獲獎同學和帶隊的周凱

文老師(左)合照 

 
與鄰近友校棉紡會中學的劉校長、教師和同學

合照 
23-4-2014 女童軍的戶外活動日 女童軍學會和男童軍學會於復活節期間舉辦了獨

木舟日營，學習基本的獨木舟知識和划艇到龍尾

灘, 大堤壩和接近馬屎洲海域，欣賞大尾督的景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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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童軍隊員參與獨木舟訓練 

 
要在海中固定獨木舟位置也不容易呢！ 

26-4-2014 何校長獲明報邀請，與前線通識教

師分享如何選擇通識教材以配合公

開試要求。 

文憑試通識科已是第三屆舉行，但前線教師如何

透過選擇合適通識課堂教材，從而提高學生理解

和應用課程概念答題尚有進步空間。 
27-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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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隊員接受主禮嘉賓檢閱 

 

29-4-2014 與兩位副校長、兩位助理校長和教

務主任到將軍澳一所小學出席教育

局舉辦的外評自評工作坊。 

善德下學年便需接受七年一周期的外評，除了文

件、管理與組織外，最重要還是學校的本業：課

堂教學需要有高質素，才能為學生提供有果效的

學習經歷，從而提升他們的學習動機。 
19-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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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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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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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開

示，解說研習佛教義理和提倡素食

的好處。 

法忍法師舉出生動貼切例子解說佛理，師生均獲

益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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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德同學參與校內浴佛典禮 

 

2-5-2014 教育局兩位同工到本校為個人、社

會和人文學科進行友善探訪，期間

亦有觀課環節，由地理科主任余嘉

文老師安排一堂觀課課節。 

教育局同工讚許該節地理課果效良好，並就本校

在個人、社會和人文學習領域的發展給予回饋和

意見，整體而言學校在這領域的課程規劃圓滿，

學生課堂表現亦屬良好。 
 

3-5-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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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5-2014 荃灣區浴佛典禮假荃灣沙咀道遊樂

場舉行，西方寺住持寬運方丈主

禮，並邀得地方社區賢達參與和大

力捐輸。 

五月五日晚上先安排傳燈法會，五月六日世尊壽

辰正日則安排大型浴佛典禮開幕和嘉年華會，參

與坊眾善信眾多。大會更為荃灣仁濟醫院籌得近

港幣 180 萬善款，以支援區內弱勢社群獲得醫療

和善終服務。 
 

 
西方寺住持寬運方丈(右五)主持佛誕嘉年華開幕典禮 
8-5-2014 校內舉行高年級英語說話/話劇比

賽。 
參賽同學做足準備工作，並能靈活運用英語溝

通，加強英語應用亦可讓進一步確認本校的英語

環境，令學生更有自信運用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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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認真準備，投入演出 

 
同學的扮相維肖維妙 

9-5-2014 出席教育局在伊利沙伯中學舉行之

新高中研討會。 
局方發佈有關新高中課程未來的檢討進展，並由

大學講者對新高中課程的實施給予回饋，但由於

整體適齡學生眾多，現況的 18%大學本科生入

學率實供不應求，眾多校長均反映大學學位應該

適量增加的訴求。 
 

11-5-2014 出席於理工大學舉行之屈臣氏傑出

運動員獎項。 
本校中五級黃梓軒同學獲獎，運動亦可強身健

體，也有助舒緩讀書壓力，值得推廣。 
 

 
何校長與獲與獲最佳運動員獎的黃梓軒同學合照

 

12-5-2014 到教育局出席外評前小組會議。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能夠到友校了解課程、教

學和支援學生成長的安排對善德未來發展提供更

多方向和考慮。 
 

13/5 至 26/5-
2014 

到友校循道中學進行六天的外評工

作，並作觀課交流，了解友校的經

驗。 

循道中學建校已 55 年，屬油尖旺區的英文中

學，數天的外評工作能開拓眼界，為善德明年的

外評作更好準備。  
 

14-5-2014 黃梓維同學獲第 22 屆佛聯會聯校

中文科小組討論比賽表現卓越獎。

佛聯會聯校小組討論比賽乃中文科一年一度之聯

校活動，透過互相切磋砥礪，既讓同學知己知

彼，亦能在考試中有得心應手的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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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2014 香港佛教聯合會在佛教大雄中學主

辦聯校教師發展日，並邀請理工大

學前校長潘宗光教授和香港大學醫

學院陳立昌教授主講，潘教授主講

佛教、科學和人生的關係，第二節

則由陳教授分享如何利用佛教義理

協助港大醫學院的準醫生克服挫折

和逆境。 

兩位講者均以生動例子解說佛教義理，出席教師

均獲益良多。 

28-29/5-2014 何校長連同梁永佳副校長、余嘉文

老師和范殷榮老師到廣州天河區重

點中學交流觀課，了解翻轉課堂教

學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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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轉課堂亦能為學生在課

前備課提供更多材料和學習重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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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校長與梁永佳副校長、范殷榮老師和余嘉文

老師合照 

 
內地學生認真備課，上課專注，是香港同學的

學習榜樣 
31-5-2014 出席於李惠利中學舉行之葵涌家校

會聯會之新一屆幹事就職典禮。 
眾多中小學之家長義工自發成立家長學校教師聯

會，推動家校合作和增加了解，長遠而言將有助

鞏固家校合作之良好關係。 
 

12-6-2014 出席於金紫荊宴會廳舉行，為會長

覺光長老舉辦之暖壽宴會。 
會長當晚抱恙未克出席，由觀宗寺住持弘明法師

主持儀式，祝願覺光長老早日康復。 
 

13-6-2014 出席於觀宗寺舉行之慶祝佛聯會會

長覺光長老壽誕典禮。 
會長覺光同樣因為身體抱恙未克出席，在此祝願

長老早沾勿藥。 
15-6-2014 出席會屬金麗幼稚園之 40 周年校

慶典禮。 
金麗幼稚園李燕秀校長本年榮休，謹祝李校長退

休後生活愉快和身體健康。 
19-6-2014 上午召開荃葵青區中學校長會議，

商討區內教育生態發展。 
本學年荃灣區約有 50 個中一學額空缺，葵青區

中一學額空缺更達 230 個，未來兩年升中人口續

跌，對區內中學造成壓力，既有學校擔憂可能要

縮班，第一組別中學亦要面對上移錯配問題，挑

戰頗大。 
19-6-2014 法團校董會在灣仔召開第十六次會

議。 
校監果德法師和各位校董均關心校務，對學校發

展給予支持，並就需要增添的設備捐款支持，其

中何善衡慈善基金繼去年撥款近 40 萬更新課室

桌面電腦後，本年暑假又再撥出近 130 萬元全面

翻新禮堂冷氣。何善衡家族對本校不離不棄的支

持，在此再致以衷心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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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2014 出席佛聯會舉辦之歡送榮休校長教

師晚宴。 
 

本學年結束後體育科主任陸志明老師和英文科陳

文慧老師均會榮休，在此校方衷心感謝兩位老師

多年來盡心盡力教育善德同學，並祝願兩位榮休

後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21-6-2014 中午出席教育工作者聯會之優秀教

師選舉頒獎典禮。本校中文科主任

林曉蕾老師在芸芸 157 位參選老師

中獲頒此殊榮。在教學組十多位獲

選教師中，只有兩位獲獎教師來自

中學組，其中一位便是本校中文科

主任林曉蕾老師。 
 

典禮由教育局副局長楊潤雄先生頒獎，林曉蕾老

師教學出色，獲獎實至名歸，可喜可賀！ 

 
左起：何校長、林曉蕾老師、教育局楊潤雄副局長 
22-6-2014 本校師生一行廿六人獲安排到禮賓

府與特首梁振英先生會面，並拍照

留念。本校 4B 班楊佩文同學亦應

邀發問問題。 

特首主要談青年人的發展機遇，政府施政遇到的

障礙和香港基層家庭子女向上流動機會等議題，

林曉蕾老師和何校長亦獲邀向特首發問，林老師

提出教師工作量和照顧學生個別差異問題，何校

長則提出教育局應檢討新高中課程內容避免太廣

太闊，令學生不再報考 4+3X，長遠而言部份極

有意義的科目將被迫停止開辦。特首細心聆聽，

亦答應轉達意見及再加考慮。 
 

 
出席佛聯會董事、一眾校長、老師與和梁特首

合照 

 
善德校長、師生與梁特首合照 

22-6-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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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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2014 出席香海正覺蓮社聯校畢業禮，教

育局吳克儉局長主禮。 
吳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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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2014 教育局質素保證組鄧女士到訪，向

全體教師簡介本校下學年接受外評

的安排和須知事項。 

局方強調學校仍須有完善的自評機制，由策劃、

執行和檢討環環相扣。只要校內自評機制完善，

外評隊只會核實學校的自評成果。 
26-6-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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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2014  陳德舜老師與張慧嬋老師帶領中五級經濟科同學

參觀位於中環國際金融中心二期之香港金融管理

局，導賞員為同學介紹香港經濟歷史之演變及現

時流通貨幣之防偽特徵。 

 
參與活動的師生合照留念 善德同學細心聆聽工作人員簡介 
27-6-2014 訓導組主辦預防學生墮入援交陷阱

講座。 
青少年或受物質享受引誘而誤墮援交陷阱，主講

社工以生活例子解說和提醒同學要小心援交的陷

阱。 

 
何校長致送紀念品予主講嘉賓 

 

30-6-2014 中六級畢業禮。 是次畢業禮邀請中文大學沈祖堯校長主禮，亦同

時邀請何善衡慈善基金董事何子樑醫生伉儷出

席，沈校長以當時熱門話題世界杯為例，勉勵同

學要積極發掘個人潛質，適時裝備自己以應付更

困難的挑戰。沈校長同時又感謝何善衡家族和何

善衡慈善基金對不同學術機構的捐輸。沈校長言

辭懇切，內容精闢，畢業班同學獲益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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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禮嘉賓合照：左起：劉國良校董、溫果和校監、校董

法忍法師、校監果德法師、沈祖堯校長、何子樑醫生、

何子樑醫生夫人、校董何慶蘭醫生、何校長 
4-7-2014 上午召開升留班會議，中午出席歡

送校內榮休和離職同事。 
能夠在善德共事是緣份，祝願榮休和離職同事日

後身體健康和事事順遂。 

 
眾多同事與榮休的陸志明老師和陳文慧老師合

照留念 

 

5-7-2014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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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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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2014 下午出席於荃灣雅麗珊社區中心舉

行之家長也敬師表揚活動。 
眾多家長義工對不同學校的老師表示敬意，場面

熱鬧溫馨。 
7-7-2014 早上出席學生會主辦之飢饉十小時

啟動禮。 
有超過一百位善德學生參加是項有意義的活動，

從中思考地球食物供應是否平均，發展中國家糧

食不足的問題又如何解決，同學也思考日後如何

能更珍惜食物，減少浪費和減少廚餘。 

 
同學進行分組活動，感受飢餓情況。 

 
飢饉活動完成後的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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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2014 出席於鰂魚涌中華康山小學舉行的

香港佛教聯合會的聯席會議，加強

不同屬校的老師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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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屬校學生

各方面的表現，特別是加強學生的生涯規劃安

排。 
8-7-2014 中一派位公佈，本校獲派屬於全港

第一組別的學生近 89%，屬葵青區

網內的全數達 100%，派位成績縱

然理想，本校亦會繼續加強對學生

的照顧。 

本年由於升中人口持續減少，獲派首三志願的小

六學生達 91%，獲派第一志願的小六學生更是

歷屆新高的 78%。放榜後近一百位小六學生申

請叩門轉讀本校，但學額甚少，向隅者眾。 

9-7-2014 舉行散學禮及派發成績表。 校監果德法師和利偉強校友親自蒞臨出席。校友

利偉強先生慨捐款項，成立利偉強校友課外活動

獎學金並親自頒發。校監則祝賀獲優秀教師獎項

的林曉蕾老師，亦向榮休的陸志明老師和陳文慧

老師致送紀念品。 

 
校監果德法師再次致送優秀教師獎項予林曉蕾

老師 

 
主禮嘉賓致送榮休紀念品予陸志明老師和陳文

慧老師 
9-7-2014 本校女童軍舉行年度宣誓結業禮。 本校女童軍學會新界南第 45 女童軍隊於 7 月 9

日本校禮堂舉行宣誓典禮，本年度共有 21 位中

一隊員正式宣誓成為女童軍。各隊員於典禮上分

享其參與八項綱領活動之花絮及感想。 

 
出席典禮之嘉賓、家長和本校女童軍隊員大合

照 

 
何校長與主禮嘉賓及小隊長合照 

11-7-2014 下午本校於荃灣大會堂舉行一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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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音樂科主

任任德悠老師勞苦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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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樂團的精彩演出 合唱團歌聲繞樑三日 
12/7/2014—
28/7/2014 

本校英語遊學團出發往英國交流學

習，並透過了解當地文化，浸沈英

語環境學習。廖國徽老師隨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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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遊學團合照 

 
 

12-7-2014 中學生活適應課程舉行啟動禮，眾

多中一級家長學生出席。 
為期六天的中學生活適應課程正式開始，期望課

程能夠協助學生盡快掌握學習技巧及適應英中的

學習生活。 
 

 
同學正嘗試互相合作解決問題 

 
眾隊員合作解決難題後的共慶成果 

13-7-2014 何校長、副校長、助理校長和全體

中六級班主任下午返回學校開會，

準備翌日第三屆中學文憑試放榜。

考評局初步公佈第三屆文憑試成績，核心科目合

格率(取得二級或三級(中英語文))和 2013 年相

若，但要入讀大學則起碼要考獲五科最佳績點

23 分或以上。中文科全港考獲四級以上比率只

有 25%，是四科核心科目最低的一科，有評論

謔稱中文科為死亡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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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2014 第三屆中學文憑試放榜，本校考獲

四級以上百分率為 60.4%，近八成

七同學獲大學入學資格的 3322。 
 

成績最優異兩位同學分別為 6E 班黃武祺同學和

6D 班楊可程同學。黃武祺同學考獲 3 科 5**和 1
科 5*和 3 科 5 級的佳績，楊可程同學考獲 3 科

5**，1 科 5*和 2 科 5 級的佳績。以滿分 35 分積

點計算，黃武祺同學和楊可程同學同樣已獲極佳

成績的 32 分。本年中學文憑試成績比去年顯著

進步，在此要特別感謝善德勞苦功高和非常投入

的教師。 
 

 
何校長、兩位副校長、班主任和成績優異的三位同學合照。

後排左起黃武祺同學、楊可程同學和張天樂同學。 
23-7-2014 中學生活適應課程圓滿結束 學生在交回學校的評估問卷中表示非常感恩在適

應課程中學懂的知識及技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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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2014- 
29-7-2014 

紅十字會暑期急救訓練計劃 
 

本校紅十字會導師、校友義工及會員共八十六人

前往粉嶺宣道園參與三日兩夜的急救訓練營，提

升學生急救水平及領袖能力，以協助服務校內同

學。 
 

 
眾志成城，其利斷金 

 

31-7-2014 獲教育局對外聯絡組安排，美國中

學校長及教師一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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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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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交流團成員與何校長、梁副校長和負責接

待的善德同學合照。 
 

善德同學正向到訪的美國嘉賓介紹學習情況 

24/8/2014-
29/8/2014 

中五級羅喬峰及黃華健同學獲選參

加於新加坡舉行的青年科學營。 

中五級羅喬峰及黃華健同學獲選代表香港參加在

新加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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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來自其他地方的青年營成員合照 

 
完成活動後留影 

8-8-2014 參加了由葵青區青年活動委員會與

香港賽馬會協辦之「二零一四年賽

馬會青少年馬術體驗活動暨歡樂

營」 

13 名男女童軍隊員由黃達偉老師及梁斯朗老師

帶領下參加了由葵青區青年活動委員會與香港賽

馬會協辦之「二零一四年賽馬會青少年馬術體驗

活動暨歡樂營」，先到屯門公眾騎術學校參觀馬

廐，並享受騎馬樂趣，然後到達保良局賽馬會大

棠渡假村享用晚膳及營內設施。 
 

 
馬術體驗前先進餐，以便有足夠體力策騎。 

 
參與馬術營的同學在馬上的威風澟澟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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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2014 第二屆大學聯招公佈結果 全級 181 位中六同學，有 113 位獲聯招課程取

錄，佔 62.4%；當中有 109 位獲大學學士學位課

程取錄，佔 6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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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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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分或以上才有較大機會。 
 
 

20-21/8/2014 學校改善小組在新學年開始前到港

島南區嘉諾撒環修院作退修營，為

新學年和學校未來發展集思廣益。

學校改善小組連同幾位中層管理一行廿人到了靜

修院，在兩日一夜的討論、分享和交流中，各學

科/組別的主管均仔細交代工作，亦有很多建議

讓不同部門完善工作，以讓善德的同學在學習和

成長過程中得到更佳的關顧和支援，是次退修營

效果良佳，校方會考慮續辦。 
 

 
退修營正作小組討論學校的可持續發展。 
 

 
參與退修營的全體成員合照。 

22-27/8-2014 開學前教師會議 本學年重點關注事項為透過發展學生協作學習技

巧提升學生的課堂參與和學習、照顧能力稍遜的

學生差異及培養學生關心社會和國家。 
 
 

30-8-2014 中一家長會 近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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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校長向中一家長簡介學校情況 
 

 
出席的家長同學正細心聆聽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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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014 開學演講 由於禮堂工程剛完成，何校長改以早會講話形式

勉勵學生要努力向學，珍惜讀書光陰。何校長亦

以去屆中六同學善用自修室溫習作例子，鼓勵高

年級同學放學後可留校溫習，互相砥礪。本年學

校繼續在中一中二增設功課堂，以協助初中同學

建立更積極的學習態度，另外亦繼續開放自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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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年初中將實施中央收取功課政策，亦恢復設

立留堂班，期望同學能自律，養成準時完成功課

的良好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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