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學習的主人 

I CARE 
 

 

2017-2018 年度九月份周會及班主任課時間表 

 

周會日期 參與班級 主題 / 課題 負責人 

5-09-2017(二) 中一至中三 
「班主任課」 

班家經營：成立班會、訂立家規、課室佈置 
班主任 

7-09-2017(四) 中四至中六 

「班主任課」 

1. 成立班會、訂立家規、課室佈置 

2. 期考成績檢視，迎接新挑戰（中六級） 

班主任 

12-09-2017(二) 中一至中三 再生勇士生命教育分享（禮堂） 梁國榮老師 

14-09-2017(四) 中四至中六 再生勇士生命教育分享（禮堂） 梁國榮老師 

19-09-2017(二) 中一至中三 
1. 「班家成長課」 

2. 「中一導入學習活動週」回顧（中一級） 
班主任 

21-09-2017(四) 中四至中六 

1. 「義不容辭」服務學習計劃簡介會（中四級）（禮堂） 

2. 「班家成長課」（課室） 

3. 中六聯招講座 I（中六級）（課室／電腦室） 

李綺琳老師 

班主任 

陳麗娟老師 

26-09-2017(二) 中一至中三 
價值情意培育課-「STEM 中人語：機械人 MARK1」  

（課室） 
班主任 

28-09-2017(四) 
中四至中五 生涯規劃經驗分享（禮堂） 呂志凌老師 

中六 中六聯招講座 I I（課室／電腦室） 陳麗娟老師 

 

 

生涯規劃      拓闊視野 

發展潛能      自主人生 



2017-2018 年度十月份周會及班主任課時間表 

 

周會日期 參與班級 主題 / 課題 負責人 

3-10-2017(二) 中一至中三 
價值情意培育課：「法例知多少」（課室） 班主任 

中三模擬選科講座（禮堂） 麥偉麟老師 

10-10-2017(二) 中一至中三 平和基金中學巡迴教育劇場：「反賭神探」（禮堂） 何依蘭老師 

11-10-2017(三) 中四至中六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互動話劇：「超凡人生任務」（禮堂） 梁國榮老師 

17-10-2017(二) 中一至中三 價值情意培育課 ：「 國情知多少」（課室） 班主任 

19-10-2017(四) 中四至中六 「閱讀分享」講座（禮堂） 李鏡品老師 

26-10-2017(四) 中四至中六 健康教育講座：「 認識青少年性罪行」（禮堂） 梁國榮老師 

31-10-2017(二) 中一至中三 
積金局理財教育互動劇場：「這機會是屬於我的」 

（禮堂） 
梁國榮老師 

 

  

生涯規劃      拓闊視野 

發展潛能      自主人生 



我是學習的主人 

I CARE 
 

 

2017-2018年度十一月份周會及班主任課時間表 

 

周會日期 參與班級 主題 / 課題 負責人 

02-11-2017 (四) 中四至中六 互動教育劇：「毒死你」（禮堂） 梁國榮老師 

09-11-2017(四) 

中四 「築『喜』快樂空間」工作坊（課室）  班主任 

中五 
急救課程(S.5E)（體育館） 

價值情意培育課：「法例知多少」(S.5A-D) 

陳麗娟老師 

班主任 

中六 中六聯招講座 III（禮堂） 陳麗娟老師 

14-11-2017(二) 中一至中三  奧林匹克主義教育計劃– 運動員分享（禮堂） 李惠萍老師 

16-11-2017(四) 中四至中六  奧林匹克主義教育計劃– 運動員分享（禮堂） 李惠萍老師 

21-11-2017(二) 中一至中三 旅行回顧（課室） 班主任 

23-11-2017(四) 中四至中六 旅行回顧（課室） 班主任 

28-11-2017(二) 

中一至中二 
1. 價值情意培育課 –「STEM創意思維」（課室） 

2. 整潔儀容之星選舉(1) （課室） 

班主任 

李惠萍老師 

中三 築『喜』快樂空間」工作坊（課室） 班主任 

 30-11-2017(四) 中四至中六 健康講座：「飲食與癌症」（禮堂） 梁國榮老師 

 

 

 

 

 

 

 

 

 

 

 

 

 

生涯規劃      拓闊視野 

發展潛能      自主人生 



 

我是學習的主人 

I CARE 
 

 

2017-2018 年度十二及一月份周會及班主任課時間表 

周會日期 參與班級 主題／課題 負責人 

05-12-2017 (二) 中一至中三 家事時間：課業研習／分享學習心得〈課室〉 班主任 

14-12-2017 (四) 中六 中六聯招講座 IV（電腦室） 陳麗娟老師 

21-12-2017 (四) 中六 ESDA 問卷調查〈電腦室〉 陳文娟老師 

04-01-2018 (四) 中四至中六 秀茂坪警區學校講座：「求職陷阱」（禮堂） 梁國榮老師 

09-01-2018 (二) 中一至中三 初中級班家成長課（課室） 班主任 

11-01-2018 (四) 

中四至中五 生涯規劃：試後成績檢討及班家成長課（課室） 班主任 

中六  中六聯招講座 V 及班家成長課（課室／電腦室） 陳麗娟老師 

18-01-2018 (四) 中四至中六  再生勇士生命教育分享（禮堂）  梁國榮老師 

23-01-2018 (二) 

中一至中二  價值情意培育課：「STEM 中人語—星空 IAN」 班主任 

中三  尋找生命的色彩 I（課室／電腦室） 陳麗娟老師 

25-01-2018 (四) 

中四  生涯規劃：尋找夢想職業（課室／電腦室）  陳麗娟老師 

中五至中六  價值情意培育課：「STEM 中人語—星空 IAN」 班主任 

30-01-2018 (二) 

中一至中二 價值情意培育課：「農曆新年多面睇」 班主任 

中三 尋找生命的色彩 II（課室／電腦室） 班主任 

 

  

 

 

 

 

 

 

生涯規劃      拓闊視野 

發展潛能      自主人生 



2017-2018年度二月及三月份周會及班主任課時間 

 

 

 

  我是學習的主人 

I CARE 
 

 

周會日期 參與班級 主題 / 課題 負責人 

01-02-2018（四） 中四至中五 獎學金頒獎日 （禮堂） 梁國榮老師 

06-02-2018（二） 中一至中三 獎學金頒獎日 （禮堂） 梁國榮老師 

08-02-2018（四） 中四至中五 平和基金中學巡迴教育劇場：「爛睹俠」（禮堂）    何依蘭老師 

27-02-2018（二） 中一至中三 價值情意培育課：「中國發展現況」（課室） 班主任 

01-03-2018（四） 中四至中五 
互動的數碼年代 - 媒體分析與資訊選擇講座  

（禮堂） 
吳玉嫻老師 

06-03-2018（二） 中一至中三 文化週週會 （禮堂） 李鏡品老師 

08-03-2018（四） 中四至中五 

(S.4) 生涯規劃：基本職業興趣測驗 BIM（電腦室

／課室） 
陳麗娟老師 

(S.5)「築『喜』快樂空間」 工作坊（課室）  盧藹頴老師 

13-03-2018（二） 中一至中三 價值情意培育課：「生命的主旋律」（課室） 班主任 

15-03-2018（四） 中四至中五 價值情意培育課：「生命的主旋律」（課室） 班主任 

20-03-2018（二） 中一至中三 STEM新知：「機械人與我」（課室） 班主任 

22-03-2018（四） 中四至中五 STEM新知：「機械人與我」（課室） 班主任 

27-03-2018（二） 中一至中三 
健康教育講座：「全城關注腦退化症」（禮堂） 

班主任 

生涯規劃      拓闊視野 

發展潛能      自主人生 



我是學習的主人 

I CARE 
 

 

 

2017-2018年度四月份周會及班主任課時間表 

周會日期 參與班級 主題／課題 負責人 

10-04-2018（二） 中一至中三 價值情意培育課：騙中傳奇 —「防騙知多少」（課室） 班主任 

12-04-2018（四） 中四至中五 

(S4) 生涯規劃：解讀基本職業興趣測驗（課室） 

陳麗娟老師 

(S5) 聯招選科攻略（禮堂） 

17-04-2018（二） 中一至中三 親炙作家講座（禮堂） 梁愛玲老師 

19-04-2018（四） 中四至中五 親炙作家講座（禮堂） 梁愛玲老師 

24-4-2018（二） 中一至中三 價值情意培育課：「健康小貼士」（課室） 班主任 

26-04-2018（四） 中四至中五 

(S4) 價值情意培育課：「生命的主旋律」（課室） 班主任 

(S5) 生涯規劃：事業興趣測驗（電腦室）／ 

我的理想人生（課室） 
陳麗娟老師 

 

生涯規劃      拓闊視野 

發展潛能      自主人生 



我是學習的主人 

I CARE 
 

 

2017-2018年度五月份及六月份周會及班主任課時間表 

 

周會日期 參與班級 主題／課題 負責人 

03-05-2018（四） 
中四  衛生署：健康教育工作坊（課室） 班主任 

陳麗娟老師 中五 向文憑試出發（禮堂） 

08-05-2018（二） 
中一至中二 

學生活動反思分享（課室）及 

整潔儀容之星選舉 (2) 
班主任 

陳麗娟老師 
中三 選科工作坊（禮堂） 

10-05-2018（四） 

中四 「學生學習概覽」：活動反思 （課室） 
吳啓超老師 

陳麗娟老師 中五 
生涯規劃：事業興趣測驗 (CII) （電腦室）／ 

我的理想人生（課室） 

15-05-2018（二） 中一至中三  健康教育講座：智能手機陷阱    梁國榮老師 

17-05-2018（四） 

中四 廉政互動劇埸（禮堂） 
梁國榮老師 

陳麗娟老師 中五 
生涯規劃：解讀事業興趣測驗 (CII) 及 

「學生學習概覽」：活動反思（課室） 

24-05-2018（四） 
中四 價值情意培育課：「健康小貼士」 班主任 

陳麗娟老師 中五 再談學生學習概覽（禮堂）  

29-05-2018（二） 中一至中三 生涯規劃經驗分享（禮堂） 陳麗娟老師 

31-05-2018（四） 中四至中五 班家成長課（課室） 班主任 

05-06-2018（二） 中一至中三 初中級班家成長課（課室） 班主任 

 

 

 

 

 

 

 

 

 

 生涯規劃      拓闊視野 

發展潛能      自主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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