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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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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9-2020(二) 中一至中三 
價值情意培育課：「『疫』境讓我學會…」  

(Zoom 課堂) 
班主任 

10-09-2020(四) 中四至中六 
價值情意培育課：「『疫』境讓我學會…」 

(Zoom 課堂) 
班主任 

22-09-2020(二) 中一至中三 
價值情意培育課：「誤墮法網」 

(Zoom 課堂) 
班主任 

24-09-2020(四) 

中四 價值情意培育課：「誤墮法網」(Zoom 課堂) 

班主任 
中五、六 班務處理 (課室) 

29-09-2020(二) 中一至中三 班務處理 (課室) 班主任 

 

 

 

 

 

 

 

 

 

 

 

 

價值情意培育處 

生涯規劃      拓闊視野 

發展潛能      自主人生 



20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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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10-2020 (二) 
中一、中二 價值情意培育課：「斷食」（課室） 班主任 

中三 「喜樂同行︰尊重生命、逆境同行」計劃工作坊（課室） 班主任/社工 

08-10-2020 (四) 

中四至中五 價值情意培育課：「斷食」（課室） 班主任 

中六 

生涯規劃課 I 

[6A&6B&6D] 生涯足印（課室） 

[6C&6E] 聯招報名（電腦室） 

呂志凌老師 

班主任 

13-10-2020 (二) 
中一、中三 價值情意培育課：「學會時間分配」（課室） 班主任 

中二 「喜樂同行︰尊重生命、逆境同行」計劃工作坊（課室） 班主任/社工 

15-10-2020 (四) 

中四 
生涯規劃課 I︰高中生涯規劃課程簡介+解讀職場新法

則（課室） 呂志凌老師 

中五 「喜樂同行︰尊重生命、逆境同行」計劃工作坊（課室） 班主任/社工 

中六 

生涯規劃課 II 

[6A&6B&6D] 聯招報名（電腦室） 

[6C&6E] 生涯足印（課室） 

呂志凌老師 

班主任 

20-10-2020 (二) 中一至中三 班家成長課（課室） 班主任 

22-10-2020 (四) 中四至中六 班家成長課（課室） 班主任 

27-10-2020 (二) 

中一 價值情意培育課：「柔軟的身體」（課室） 

班主任 中二 價值情意培育課：「學會時間分配」（課室） 

中三 價值情意培育課：「斷食」（課室） 

29-10-2020 (四) 

中四 「喜樂同行︰尊重生命、逆境同行」計劃工作坊（課室） 班主任/社工 

中五、中六 價值情意培育課：「誤墮法網」（課室） 班主任 

 

 

 

 

 

 

價值情意培育處 

生涯規劃      拓闊視野 

發展潛能      自主人生 



20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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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2020 (四) 

中一 「喜樂同行︰尊重生命、逆境同行」計劃工作坊（課室） 班主任/社工 

中二、中三 價值情意培育課：「網上風波」（課室） 班主任 

10-11-2020 (二) 中一至中三 價值情意培育課：「有一種堅持」（課室） 班主任 

12-11-2020 (四) 中四至中六 價值情意培育課：「有一種堅持」（課室） 班主任 

17-11-2020 (二) 中一至中三 價值情意培育課：「機械人與我的未來」（課室） 班主任 

19/11/2020 (四) 

中四 
賽馬會浩觀青少年創業計劃 STEP 1—創業@廿一世紀

(禮堂) 
呂志凌老師 

中五、中六 價值情意培育課：「機械人與我的未來」（課室） 班主任 

24-11-2020 (二) 

中一、中三 價值情意培育課：「未來人類」（課室） 班主任 

中二 「喜樂同行︰尊重生命、逆境同行」計劃工作坊 (課室) 班主任/社工 

26-11-2020 (四) 

中四、中五 價值情意培育課：「未來人類」（課室） 班主任 

中六 「喜樂同行︰尊重生命、逆境同行」計劃工作坊 (課室) 班主任/社工 

 

 

價值情意培育處 

生涯規劃      拓闊視野 

發展潛能      自主人生 



2020-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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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2-2020 (四) 中四至中六 

S. 6C&E  1. ESDA 問卷調查（電腦室） 

2. 生涯規劃課 III︰非本地升學、JUPAS—校長推薦計劃介

紹及 OEA輸入 （電腦室） 

呂志凌老師 

S.4, 5價值情意培育課：「積極面對學習新挑戰」（Zoom 課

堂） 
班主任 

15-12-2020 (二) 中一至中三 價值情意培育課：「積極面對學習新挑戰」（Zoom 課堂） 班主任 

17-12-2020 (四) 中四至中六 

S.4, 5價值情意培育課：「未來旅遊模式」（Zoom 課堂） 班主任 

S.6A, B, D  1. ESDA 問卷調查 （電腦室） 

2. 生涯規劃課 III︰非本地升學、JUPAS—校長推薦計劃介

紹及 OEA輸入 （電腦室） 

呂志凌老師 

07-01-2021 (四) 中六 價值情意培育課：「積極面對學習新挑戰」（課室） 班主任 

14-01-2021 (四) 中六 
班家成長課（課室）/S.6生涯規劃課 IV︰聯招以外報名（電

腦室） 
班主任 

19-01-2021 (二) 中一至中三 班家成長課（課室） 班主任 

21-01-2021 (四) 

中四 生涯規劃課 II：再探高中學習模式（課室）? cancel 呂志凌老師 

中五 生涯規劃課 I：再出發—我的學習潛力（課室）?cancel 呂志凌老師 

中六   

26-01-2021 (二) 中一至中三 考試成績檢討（課室） 班主任 

28-01-2021 (四) 中四至中五 班家成長課（課室） 班主任 

 

 

 

 

 

 

價值情意培育處 

生涯規劃      拓闊視野 

發展潛能      自主人生 



2020-2021年度一及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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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2021 (二) 中一至中三 價值情意培育課：「職場達人」（Zoom 課堂） 班主任 

14-01-2021 (四) 

中四 價值情意培育課：「職場達人」（Zoom 課堂） 班主任 

中六 
1. 生涯規劃課 IV︰聯招以外報名（電腦室） 

2. 班家成長課（課室） 

班主任 

呂志凌老師 

26-01-2021 (二) 中一、中二 價值情意培育課：「在情在理 II」（Zoom 課堂） 班主任 

28-01-2021 (四) 中四、中五 班家成長課（Zoom 課堂） 班主任 

09-02-2021 (二) 中一至中三 班家成長課（Zoom 課堂） 班主任 

23-02-2021 (二) 中三 價值情意培育課：「在情在理 II 」（課室） 班主任 

25-02-2021 (四) 中五 價值情意培育課：「職場達人」（課室） 班主任 

 

 

 

 

 

 

 

 

價值情意培育處 

 

生涯規劃      拓闊視野 

發展潛能      自主人生 



2020-2021年度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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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3-2021 (二) 中三 價值情意培育課：蝦醬的真味（Zoom 課堂） 班主任 

11-03-2021 (四) 

中四 價值情意培育課：蝦醬的真味（Zoom 課堂） 班主任 

中五 生涯規劃課 I︰再出發 — 我的學習潛力（課室） 
班主任 

呂志凌老師 

23-03-2021 (二) 

中一至中二 價值情意培育課：蝦醬的真味（Zoom 課堂） 

班主任 

呂志凌老師 

中三 生涯規劃 I︰我的能力與選科（Zoom 課堂） 

25-03-2021 (四) 

中四 生涯規劃課 II︰再探高中學習模式（課室） 

班主任 

呂志凌老師 
中五 價值情意培育課：蝦醬的真味（課室） 

 

 

 

 

 

 

 

 

 

 

價值情意培育處 

 

生涯規劃      拓闊視野 

發展潛能      自主人生 



2020-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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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2021 (二) 中一至中三 價值情意培育課：《格物致知在故宮》劇場（課室） 班主任 

22-04-2021 (四) 

中四 
中四級義不容辭服務學習計劃 2020-2021 

ESDA 問卷調查 (電腦室) 

李綺琳老師 

及學校社工 

班主任 

中五 
價值情意培育課：《格物致知在故宮》劇場（課室） 

ESDA 問卷調查 (電腦室) 
班主任 

 

 

 

 

 

 

 

 

 

 

 

價值情意培育處 

 

 

 

生涯規劃      拓闊視野 

發展潛能      自主人生 



2020-2021 年度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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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021 (二) 

中一至中二 價值情意培育課：「一點在心」（課室） 班主任 

中三 
S.3 生涯規劃課 II︰我的興趣、能力與選科 

（課室） 
呂志凌老師 

6-5-2021 (四) 

中四 
價值情意培育課：《格物致知在故宮》劇場 

（課室） 
班主任 

中五 S.5 生涯規劃課 II：邁向升學路途 （課室） 呂志凌老師 

18-5-2021 (二) 中一至中二 價值情意培育課：「勵志‧微電影欣賞」（課室） 班主任 

20-5-2021 (四) 中四至中五 
S.4 生涯規劃課 III︰職業候選人（課室） 

S.5 生涯規劃課 III︰學生學習概覽 （課室） 
呂志凌老師 

25-5-2021 (二) 中一至中二 初中級班家成長課（課室） 班主任 

27-5-2021 (四) 

中四 高中級班家成長課（課室） 班主任 

中五 
S.5 向文憑試出發 及 生涯規劃課 IV︰再談學 

生學習概覽（禮堂） 

教務處 

升學及就業輔

導處 

 

 

 

 

 

 

 

 

 

價值情意培育處 

生涯規劃      拓闊視野 

發展潛能      自主人生 

Updated Version: 05-05-2021 



2020-2021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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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021 (二) 

中一至中二 
價值情意培育課：「健康生活：吃水果‧好處多」 

（課室） 
班主任 

中三 S.3 生涯規劃課 III︰選科工作坊（課室） 呂志凌老師 

3-6-2021 (四) 

中四 價值情意培育課：「學會時間分配」 班主任 

中五 高中級班家成長課（課室） 班主任 

8-6-2021 (二) 中一至中三 家事時間（課室） 班主任 

10-6-2021 (四) 中四至中五 家事時間（課室） 班主任 

 

 

 

 

 

 

 

 

 

 

 

 

 

 

 

 

 

價值情意培育處 

生涯規劃      拓闊視野 

發展潛能      自主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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