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活動/重要事項 活動地點 負責科組 活動對象 負責老師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9/9/20(三)
社工校園活動巡禮

(社工拍了片，班主任在課室播)
課室ZOOM 社工 S.1-6 社工/班主任

週會01

(ZOOM)

週會01

(ZOOM)

週會01

(ZOOM)

週會01

(ZOOM)

週會01

(ZOOM)

週會01

(ZOOM)

16/9/20(三) YHC會將德育教材交班主任

S6復課 (S.2,3,4,5用ZOOM上半天課)

23/9/20(三) S.6 升學講座 禮堂 生涯規劃 S.6 TTY

S1,5,6復課

30/9/20(三) S.6 公開考試講座 / 禮堂 考評組/學與教 S.6 LSC/LCWR

全校復課 OQB網上試題使用講座

7/10/20(三) S.6 大學聯招講座 禮堂 生涯規劃 S.6 TTY/ 班主任

14/10/20(三) S.1 生涯規劃課 禮堂 生涯規劃 S.1 TTY

OQB網上試題使用講座 S.4,5課室 學與敎 S.4,5 LCWR

S.6 壓力處理講座 S.6課室 社工 6AB 李姑娘

21/10/20(三) Young Friends藝術教育互動劇場 禮堂/課室 音樂科 S.1-5 FWME 

情緒管理小組 (10-12位中三男同學) 203/103/201 輔導組 S.3 李/何姑娘

28/10/20(三) S.1 社交技巧小組(10位中一同學) 201 輔導組 S.1 何姑娘

S.6 壓力處理講座 S.6課室 社工 6CD 李姑娘

網絡欺凌啟示錄 禮堂 輔導組 S.1-2 KPF

4/11/20(三) Caring and Loving Peers 禮堂 英文科 S.1-6 CCC

S.1 社交技巧小組(10位中一同學) 201 輔導組 S.1 何姑娘

情緒管理小組 (10-12位中三男同學) 203/103/201 輔導組 S.3 李/何姑娘

11/11/20(三) 中英詩詞朗誦表演 禮堂 中﹑英文科 S.1-6 HWP/CCC

S.1 社交技巧小組(10位中一同學) 201 輔導組 S.1 何姑娘

情緒管理小組 (10-12位中三男同學) 203/103/201 輔導組 S.3 李/何姑娘

18/11/20(三) 環境教育專題 禮堂 環境教育 S.1-3 AWY

情緒管理小組 (10-12位中三男同學) 203/103/201 輔導組 S.3 李/何姑娘

S.1 社交技巧小組(10位中一同學) 201 輔導組 S.1 何姑娘

戀愛方程式 (情到濃時) S.6課室 輔導組/德育 S.6 KPF/YHC

25/11/20(三) IVE升學講座 禮堂 升就組 S.4-6 TTY 德育03 德育03 德育03 週會05 週會05 週會07

2/12/20(三) 藝術教育講座 禮堂 視藝科 S.1,2,3,5,6 IKW 週會07 週會07 週會06 德育04 週會06 週會08

德育03 德育03

德育02 德育02 德育02 德育02 德育02

週會03 週會03 週會03

週會04

德育01

週會04/
非聯招班務

班務03
ZOOM講座/

班務03

ZOOM講座/

班務03

德育01

(ZOOM)

德育01

(ZOOM)
班務01

班務01

班務02 班務02 班務02 班務02 週會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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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B講座/

6CD班務

生涯規劃

(禮堂)
班務03

班務01
班務01

(ZOOM)

班務01

(ZOOM)

班務01

(ZOOM)

週會 / 德育課 / 班務 / 工作坊 / 專題活動

沒有周會

下午回校

考分班試

德育01

(ZOOM)

德育01

(ZOOM)

週會05 週會05 週會04 週會04

週會02

週會06

週會02 週會02 週會02 週會02 週會02 德育01

週會03 週會03 班務04 班務04 班務04
6CD講座/

6AB班務

工作坊

週會04 週會04 週會05

週會06 週會06 週會05



日期 活動/重要事項 活動地點 負責科組 活動對象 負責老師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6/1/21(三) 新高中應用學習簡介會(1) 524/禮堂 教務組 S.4 IPM 德育04 德育04 德育04 週會07 德育04 德育02

13/1/21(三) S. 1 LEAP工作坊 ( 8,9 節) S1 課室 訓導組 S.1 ILP

思動精神 禮堂 輔導組 S.5-6 李姑娘

20/1/21(三) 網絡交友的危與機講座 禮堂 輔導組 S.4-6 KPF

青春新感覺 S1課室 輔導/品德教育 S.1 KPF/YHC

27/1/21(三) 戀愛方程式 (網上情謎) S.4課室 輔導組/德育 S.4 KPF/YHC

「異性相處與戀愛」講座 禮堂 公民教育 S.1-3 LCY

3/2/21(三) S.2生涯規劃課 524 生涯規劃 S.2

S.1 免受騷擾話你知 S.1課室 輔導/品德教育 S.1 KPF/YHC

S.4,5升學講座 禮堂 生涯規劃 S4-5 TTY

24/2/21(三) 高中學生問卷調查 電腦室 自評組 S.4-5 LPW

mock 青春新感覺 S.3課室 輔導/品德教育 S.3 KPF/YHC

3/3/21(三) 新高中應用學習簡介會(2) 524 教務組 S.4 IPM

mock 家‧點愛 S.2課室 輔導/品德教育 S.2 KPF/YHC

10/3/21(三) 中六畢業典禮 禮堂 學生表揚 S.1-6 HWP 週會09 週會09 週會08 週會11 週會10 週會11

24/3/21(三) S.3生涯規劃 (7,8,9節) 524 生涯規劃 S.3

戀愛方程式 (戀愛風雲) S.5課室 輔導組/德育 S.5 KPF/YHC

中四班際比賽 禮堂 輔導組 S.4 王sir

14/4/21(三) 講呢D好啱key小組 (12位中三四五同學) 103 社工 S.3-5 王Sir

迎戰新高中 S.3課室 輔導/品德教育 S.3 KPF/YHC

火柴人計劃 201 社工 S.2-3 何姑娘

廉政公署互動劇場 禮堂 公民教育 S.4-5 LCY

21/4/21(三) 講呢D好啱key小組 (12位中三四五同學) 103 社工 S.3-5 王Sir

火柴人計劃 201 社工 S.2-3 何姑娘

青春新感覺 S.2課室 輔導/品德教育 S.2 KPF/YHC

家福會講座 禮堂 品德/生涯 S.3 TTY/YHC

28/4/21(三) 講呢D好啱key小組 (12位中三四五同學) 103 社工 S.3-5 王Sir

火柴人計劃 201 社工 S.2-3 何姑娘

初中學生問卷調查 電腦室 自評組 S.1-3 LPW

5/5/21(三) 簡介S.4及S.5級學生學習概覽 禮堂 教務組 S.4-5 WSF

火柴人計劃 201 社工 S.2-3 何姑娘

12/5/21(三) 校內師生浴佛典禮 禮堂 佛化教育 S.1-5 LKS

講呢D好啱key小組 (12位中三四五同學) 103 社工 S.3-5 王Sir

26/5/21(三) 班務05 班務06 德育08 德育08 德育08

班務04 德育07

德育06

工作坊 班務05 班務06 週會08 週會08 週會10

德育06

週會10

德育05 德育05 工作坊

班務03 工作坊 德育06

工作坊 生涯規劃 週會09

週會15 週會13

德育06 德育07

班務05

工作坊 週會13 週會11

問卷調查/

班務
德育07

週會14 週會12

週會09 德育04

問卷調查/

班務

問卷調查/

班務
模擬考試

週會 / 德育課 / 班務 / 工作坊 / 專題活動

LEAP

工作坊

(8,9節課室)
班務04 班務05 德育05 週會07

模擬考試

生涯規劃

(7,8,9節)
週會12 工作坊

週會10 週會10 週會10

工作坊德育07 週會09

問卷調查/

班務

問卷調查/

班務

德育08 德育08 德育07

工作坊 德育05 德育03週會08

週會09

德育05

德育06

週會07週會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