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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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21(三) 簡介中六級學生學習概覽 禮堂 教務組 S.6 WSF 班務01 班務01 班務01 班務01 班務01 週會01

15/9/21(三) 社工校園活動巡禮暨學長會就職禮 禮堂 社工/訓導組 S.1-6 李姑娘/ILP 週會01 週會01 週會01 週會01 週會01 週會02

29/9/21(三) Introduction to NET 禮堂 英文科 S.1-6 CCC/NET

中六升學講座 (NET後留下) TTY

6/10/21(三) 全民國情知識大賽 課室 公民教育 S.1-6 LCY 國民教育 國民教育 國民教育 國民教育 國民教育 國民教育

13/10/21(三) 「網絡有品」 禮堂 輔導組/社工 S.1-5 李姑娘

(颱風停課) 四社大會 (「網絡有品」後留下) 禮堂 課外活動 S.1-6 LSC

中一社交小組(中一8至10位學生) 待定 輔導組/社工 S.1 何姑娘

中六壓力處理工作坊 (中六兩班) S.6課室 輔導組/社工 S.6A﹑C 李姑娘

20/10/21(三) 中一社交小組(中一8至10位學生) 待定 輔導組/社工 S.1 何姑娘

「和諧校園」工作坊 I (中一兩班) S.1課室 輔導組/社工 S.1A﹑C 李姑娘

四社大會 (德育/生涯規劃/工作坊後播片) 課室 課外活動 S.1-6 LSC

中二級生涯規劃課 禮堂 生涯規劃組 S.2 TTY

27/10/21(三) 中一社交小組(中一8至10位學生) 待定 輔導組/社工 S.1 何姑娘

「和諧校園」工作坊 I (中一兩班) S.1課室 輔導組/社工 S.1B﹑D 李姑娘

葵青區電競推廣暨比賽巡禮 禮堂 生涯規劃組 S.5﹑6 TTY

3/11/21(三) 中六壓力處理工作坊 (中六兩班) S.6課室 輔導組/社工 S.6B﹑D 李姑娘

中一社交小組(中一8至10位學生) 待定 輔導組/社工 S.1 何姑娘

節能約章(Young friends後) 禮堂 環境教育 S.1-5 FWME

Young Friends 藝術教育互動劇場 禮堂 A.D.(Music) S.1-5 FWME

10/11/21(三) Outreach Project school tour 禮堂 A.D.(Music) S.2-6 FWME

「友情網上行」 S1課室 價值教育 S.1 YHC

17/11/21(三) 中一級生涯規劃課 禮堂 生涯規劃組 S.1 TTY

24/11/21(三) 朋輩調解工作坊(中一兩班) S1課室 輔導組/社工 S.1B﹑D 李姑娘

「COOL TEEN有計」 S2課室 訓育組 S.2 ILP 

VTC升學講座 禮堂 生涯規劃組 S.4-6 TTY

1AC德育03

1BD工作坊
LEAP工作坊

(8, 9 節)
班務03 週會06 週會07

生涯規劃01 德育02 德育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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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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21(三) 中英詩詞朗誦表演 禮堂 中﹑英文科 S.1-6 CCC/HWP 週會05 週會06 週會06 週會07 週會08 週會07

5/1/22(三) 朋輩調解工作坊(中一兩班) S1課室 輔導組/社工 S.1A﹑C 李姑娘

中三級生涯規劃課 S.3課室 生涯規劃組 S.3 TTY

「開放藝術工作室」A(中四五12位學生) 104 輔導組/社工 S.4-5 王SIR

網絡及影像性暴力 禮堂 公民及價值教育 S.4-5 LCY

12/1/22(三) 「精神健康」講座 禮堂 輔導組/社工 S.2-3 何姑娘

高中應用學習簡介會 1 524 教務組 S.4 IPM

理工大學講座 229 生涯規劃組 S.6 TTY

「開放藝術工作室」A(中四五12位學生) 104 輔導組/社工 S.4-5 王SIR

19/1/22(三) 英文週活動 禮堂 英文科 S.1-6 CCC/LNK

「開放藝術工作室」A(中四五12位學生) 104 輔導組/社工 S.4-5 王SIR

26/1/22(三) 性教育 (戀愛)工作坊(中一兩班) ZOOM 輔導組/社工 S.1A﹑C 李姑娘

ZOOM 「開放藝術工作室」A(中四五12位學生) ZOOM 輔導組/社工 S.4-5 王SIR

東華護理學院就業講座 ZOOM 生涯規劃組 S.6 TTY

16/2/22(三) 環境教育講座 ZOOM 環境教育 S.2 AWY

ZOOM 「開放藝術工作室」A(中四五12位學生) ZOOM 輔導組/社工 S.4-5 王SIR

中三級生涯規劃課 ZOOM 生涯規劃組 S.3 TTY

23/2/22(三) 「和諧校園」工作坊 II (中一兩班) ZOOM 輔導組/社工 S.1A﹑C 何姑娘

ZOOM 中四﹑五生涯規劃課 ZOOM 生涯規劃組 S.4﹑5 TTY

2/3/22(三) 「和諧校園」工作坊 II (中一兩班) ZOOM 輔導組/社工 S.1B﹑D 何姑娘

ZOOM 「開放藝術工作室」A(中四五12位學生) ZOOM 輔導組/社工 S.4-5 王SIR

中二級生涯規劃課 ZOOM 生涯規劃組 S.2 TTY

利用手機掃描答卷方法 ZOOM 電腦科 S.6 LPW

9/3/22(三) 「吸煙多面睇」 S.1課室 訓育組 S.1 ILP

特別假期 高中應用學習簡介會 2 524(待定) 教務組 S.4 IPM

初中學生問卷(中二﹑三) 124室 自評組 S.2-3 LPW

16/3/22(三) 中六畢業禮 禮堂 學生表揚 S.1-6 HWP

特別假期

德育04

班務02

1AC工作坊

1BD德育03

德育03

(工作坊)
生涯規劃01

1AC工作坊

1BD德育04
德育04 德育03 德育04 德育03

週會08 週會09 德育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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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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22(三) 性教育 (戀愛)工作坊(中二兩班) S2課室 輔導組/社工 S.2A﹑C 李姑娘

特別假期 開放藝術工作室」B(中一至三12位學生) 104 輔導組/社工 S.1-3 王SIR

資訊素養講座 禮堂 電腦科 S.1﹑3 LPW

6/4/22(三) 中一級生涯規劃課 禮堂 生涯規劃組 S.1 TTY 

特別假期 性教育 (戀愛)工作坊(中二兩班) S2課室 輔導組/社工 S.2B﹑D 李姑娘

開放藝術工作室」B(中一至三12位學生) 104 輔導組/社工 S.1-3 王SIR

「作好準備」高中學生適應 S3課室 價值教育 S.3 YHC

高中學生問卷(中四﹑五) 124室 自評組 S.4-5 LPW

20/4/22(三) 廉政互動劇場 ZOOM 公民教育 S.4 LCY

ZOOM 中五生涯規劃課 ZOOM 生涯規劃組 S.5 TTY

性教育 (戀愛)工作坊(中一兩班) ZOOM 輔導組/社工 S.1B﹑D 李姑娘

27/4/22(三) 高中應用學習簡介會 ZOOM 教務組 S.4 IPM

DSE ZOOM

4/5/22(三) 校內師生浴佛典禮(8,9節) 禮堂/課室 佛化教育 S.1-5班代表 LKS

11/5/22(三) 認識網絡安全講座 禮堂 公民教育 S.2-3 LCY

中四生涯規劃課 演講廳 生涯規劃組 S.4 TTY

18/5/22(三) 初中學生問卷(中二) 124室 自評組 S.2 LPW

 中三升中四選科 演講廳 教務組 S.3 IPM

簡介學生學習概覽 禮堂 教務組 S.4-5 WSF

「開放藝術工作室」B(中一﹑二6-8位學生) 104 輔導組/社工 S.1-2 李姑娘

25/5/22(三) YKN got talent / Variety Show 禮堂/課室 英文科 S.1-5
CCC/LNK/

NET

「火柴人計劃」(中三8位學生) 家政室 輔導組/社工 S.3 何姑娘

「開放藝術工作室」B(中一﹑二6-8位學生) 104 輔導組/社工 S.1-2 李姑娘

德育08 問卷調查 週會11 週會12

德育07 週會11 週會10
生涯規劃

02
德育07

週會14

德育06
1AC德育06

1BD工作坊

德育06
DSE

(在家自修)
週會12

德育06 週會11
生涯規劃

02

DSE

(在家自修)

DSE

(在家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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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會09

(8, 9 節)

週會07

(8, 9 節)

週會10

(8, 9 節)

週會13

(8, 9 節)

週會11

(8, 9 節)

週會08 週會12 週會12 週會15 週會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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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2(三) 中一級生涯規劃課 禮堂 生涯規劃組 S.1 TTY

「開放藝術工作室」B(中一﹑二6-8位學生) 104室 輔導組/社工 S.1-2 李姑娘

「火柴人計劃」(中三8位學生) 家政室 輔導組/社工 S.3 何姑娘

性教育 (戀愛)工作坊(中二兩班) S2課室 輔導組/社工 S.2 何姑娘

高中問卷調查(中四﹑五) 124室 自評組 S.4-5 LPW

8/6/22(三) 中六畢業典禮 禮堂 學生表揚 S.6 HWP

「開放藝術工作室」B(中一﹑二6-8位學生) 104 輔導組/社工 S.1-2 李姑娘

「火柴人計劃」(中三8位學生) 家政室 輔導組/社工 S.3 何姑娘

性教育 (戀愛)工作坊(中二兩班) S2課室 輔導組/社工 S.2 何姑娘

15/6/22(三) 「開放藝術工作室」B(中一﹑二6-8位學生) 104 輔導組/社工 S.1-2 李姑娘

「火柴人計劃」(中三8位學生) 家政室 輔導組/社工 S.3 何姑娘

知識產權互動劇場 禮堂 公民教育 S.1-3 LCY

22/6/22(三) 「開放藝術工作室」B(中一﹑二6-8位學生) 104 輔導組/社工 S.1-2 李姑娘

初中問卷調查 (中一﹑中三) 124室 自評組 S.1,3 LPW

29/6/2022(三)

生涯規劃

02
2AC工作坊

2BD德育07
德育07 問卷調查 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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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會09
2AC週會13

2BD工作坊
週會13 週會16 週會14

週會10 週會14 週會14 德育06 德育08

班務03
2AC德育08

2BD班務02
德育08 德育08 班務04

問卷調查
2AC德育07

2BD德育08
問卷調查 德育07 班務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