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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目 活動預告 

中史科上海學習交流團 

日期 : 二零一八年四月十一日至十五日 

 

北京一零一中學交流團 

日期 : 二零一八年四月十二日至十六日 

 

扶輪少年服務團清邁服務交流團 

日期 : 二零一八年四月十九日至廿三日 

 

家長教師會深圳、惠州兩天遊 

日期 : 二零一八年四月廿一日至廿二日 

 

陸運會(初賽) 

日期 : 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日 

 

陸運會(決賽) 

日期 : 二零一八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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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及學務消息 

         關注項目最新發展 

(一)促進自主學習 

1.  培育同學自助學習能力 

學習透過電子媒介及延伸學習活動，培育同學自主學習能力，讓他們能夠終生學習。 

中一通識科老師教導同學訂立題目及專題研習的各種技巧，幫助他們學習使用不同的工具，完成專題

研習，將成果在開放日與來賓分享。 

中五通識科透過獨立專題探究，培養同學建立終身和獨立的學習能力、誇學科思考技能等。同學已遞

交研究題目，並設計問卷，進行探究。 

為了讓同學有機會認識不同的文化、地理環境、歷史及教育制度，學校在四月份舉辦了北京 101 中學

交流團、扶輪少年服務團泰國青邁交流計劃、上海中國歷史考察團。 

一組中一及中二同學設計‘Animal House’，另一組中四同學設計‘Emoji, Speak for yourself ’，並一同參加

了《香港創意思維活動競賽》。低年級同學獲得組別第三名，高年級同學獲得組別第二名，高年級組

同學將於五月下旬到美國愛荷州立大學 (Iowa State University)參加世界賽。 

一組中三同學及一組中四同學將物理、化學、再生能源概念與機械運作原理應用在關卡設計上，動手

設計及搭建機關組件，參加《香港機關王競賽》。 

邀請舊生替高中同學準備通識科教材，解說中學文憑試歷屆試題及拍攝視頻，上載到學習平台，供同

學使用。 

2. 老師培訓 

透過培訓老師使用電子學習工具，促進自主學習的推行。 

本校老師參與參加教育局及其他機構舉辦的課程、研討會及工作坊，學習使用電子學習工具，促進自

主學習的推行。 

在科務會議及同儕觀課分享推行自主學習的經驗，包括使用學習管理系統、電子白板、翻轉課堂及互

動投票機的經驗。 

凌婉婷副校長參加教育局舉辦的東京價值觀教育學習交流團，深入認識日本文部科學省如何在小學及

初中推行課程改革，把道德課列為必修科，並藉著觀課及與日本中小學校的課程領袖作專業交流，從

中找出可供本校深化價值觀教育作借鏡的地方。 

 

(二)職業及生涯規劃組 

1. 認識各行各業的苦與樂 

於三月十日，本組安排有興趣的中四、中五同學參予由教育局及國際扶輪 3450地區合辦的「潮

玩新興行業 2018 之創新科技篇」，同學們藉此機會與業界頂尖領袖及行業人士互動，讓同學了

解各行各業當中的苦與樂。 

 

2. 大學聯招申請 

在三月至四月期間，本組老師協助中六級同學處理大學聯招申請，包括準備學生學習概覽(SLP)、

核對其他學歷 (語文及音樂考試)的資料等，並向他們提供選科及升學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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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職場參觀 

為了擴闊同學在職業領域的視野，本組於四月六日及十六日，安排不同類別的職場參觀予中二

及中三同學，涵蓋範疇廣泛，當中包括 AS Production、香港國際機場、港島海逸君綽酒店、香

港房屋協會［雋康天地］、機電工程處、中區警署和懲教博物館。 

 

4. 參加各院校課程 

本組協助中四至中六同學申請各院校舉辦的參與計劃 (Engagement Programmes)，當中包括 PACC 

Forum: Accountancy,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Academic Planning Day, Orientation Workshop on 

Electronic Engineering, Hong Kong Education University Undergraduate Programme Nominations 

Scheme, The Pharmaceutical  Society of Hong Kong Youth Education Scheme, Summer School in Hong 

Kong - Formalization with Veterinary Medicine, Academy for the Talented, Hong Kong Special Principals’ 

Nomination Scheme for the Young Scientist Scheme, Engineering Exploration Day, St. John’s College: 

High Table Dinner, The Hong Kong Aviation Management Programme,  PolyU Engineering Summer 

Porgramme (From Physics and ICT to Engineering)。 

 

5. 全方位學習課 

三月七日，生涯規劃組在全方位學習課中，向中一級同學進行「從夢啟航」工作坊，透過綜合

性向測試及活動，協助同學了解自己的特質及潛能，從而思索及建立自己對未來的夢想。同

日，亦邀請香港教師戲劇會有限公司，向中二級同學舉辦生涯規劃教育劇場，主題是「可否再

演一次」，內容環繞中學生涯所面對抉擇，讓同學有所反思。 

 

6. 獲獎事宜 

哈佛大學香港校友會於本年度五月中向我校數名中五同學頒發 Harvard Book Prizes，得獎同學為

余曉逸(5D)、劉博維(5C)及柯卓希 (5D)。 

 

7. 海外升學申請 

本組協助中四至中六同學處理報讀英國及美國大學課程申請。 

 

8. 暑期課程 

本組為中三至中五同學報名參加由本港各大院校於七、八月暑假期間舉行的夏令營及暑期進修

課程。 

 

           圖書館 

1.  作家講座 

 圖書館將於四月二十五日在禮堂舉行作家講座，邀請了香港首部法醫人類學著作—「屍骨的餘音」

作者李衍蒨小姐，為中四及中五同學分享她作為法醫人類學家的寫作心路歷程。 

 

2.  購買中文圖書 

 為配合晨讀計劃‘STEM’的主題，圖書館已購買相關的中文圖書供中二級同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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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組 

1. 朋輩輔導計劃 

在一月至三月期間，中一及中二朋輩輔導計劃均舉行了三次成長小組聚會，學長主要跟進學弟如

何將成長體驗應用於日常生活中，並引導學弟運用「自尊錦囊」，發掘自己與生俱來的能力和自由

地運用這些資源，以達到自由、自主和自療的成果。與此同時，學長也鼓勵學弟多運用正向心理

學的「性格強項」彼此欣賞，以強化及進一步發展各人的優點。而本組老師亦於二月六日及三月

二日所舉行的「師生互勉」活動中，跟進各成長小組的情況和進度。此外，本組老師和領袖生、

朋輩輔導員及中一、二級同學在早會中就「和平動力營」、「七個高效習慣工作坊」及「歷耆之旅」

這三個活動分享體驗和得著。 

在一月十七日，本組安排了社企「歷耆者」創辦人陳浩文先生及其團隊籌辦中一級「歷耆定向比

賽」，以培養同學的決策能力、團隊合作精神，並讓同學透過穿上模擬高齡者的體驗衣體會長者的

限制，從而懂得尊重和體諒長者。 

在一月二十及二十一日，本組與香港家庭福利會於烏溪沙青年新村一起籌辦了「和平動力營」，透

過夜行、同心圓等活動，幫助同學了解自己及讓同學學會如何用和平的方法有效地處理衝突。 

在一月十九日、二十二日、二十六日及二月六日，本組安排了機構The Academy of Leadership Limited 

籌辦了「七個高效習慣工作坊」，幫助同學在日常生活中培養七個高效習慣，以使自己從內而外均

能做到精益求精。 

   

2.  教養錦囊 II 聽聽孩子的心聲 

本組於二月至三月期間共舉行了三次午間訓練，幫助領袖生及朋輩輔導員了解家長的心態和關注

點及深化與家長面談的技巧，以為三月二日所舉行的中一級家長活動作充分的準備。當晚先由舊

生俞堃先生分享現今職場所要求的個人素質，與及參與課外活動如何有助同學培養這些素質和對

同學個人成長所帶來的正面影響。接著，本組的領袖生及朋輩輔導員透過短片和話劇跟家長分享

中一同學在校園的生活，與及中一同學與家長平日相處時的生活片段，藉此讓家長了解孩子的需

要和心聲。接下來，再由老師和社工回應劇中內容，跟家長分享如何透過獎勵激發孩子的動力、

潛能及有效地處理衝突的方法，從而增進孩子與父母之間的感情。最後便是朋輩輔導員和中一家

長面談的環節。各組的朋輩輔導員與家長傾談中一同學在校的表現，如品行、學業、課外活動、

人際關係等，分享中一同學的心聲及自己在過往的校園生活中的寶貴經驗。 

 

3. 開放日 

在本年度的開放日，本組特別製作了兩塊展板，介紹本組的理念、角色及於本年度所舉辦的主要

活動，並就兩個重要理念「第三度誕生」和「七個高效習慣」設計配對遊戲供來賓玩樂。此外，

本組亦與訓導組一同製作精美的公文夾，並派發予來賓作紀念。 

 

4. 全方位學習課 

本組於一至三月期間安排了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為中一級同學籌辦「一人一故事劇場」的活動，

讓同學透過聆聽其他同學及分享自己生活上所遇到的困難，提升同學的同理心及抗逆力；為中三

級同學安排「一致三贏的溝通」的課堂，教導同學有效的溝通方法。而在中五級方面，則安排了

兩系列「行在愛中」的課堂，與同學探討愛的定義和在不同的關係中如何實踐愛，並為同學舉辦

一個以「人生目標」為題的講座。是次講座邀請了「極地同行」的盧俊賢先生跟同學分享他在北

極及撒哈拉沙漠的跑步經歷，藉此鼓勵同學在逆境中自強及培養「放棄不在選擇之列」的人生態

度。 



 
5 

 

訓導組 

1. 全方位學習課 

 訓導組於二月二十七日，在全方位學習課中，邀請灣仔區警民關係組賴昌榮沙展為中一級同學舉

辦專題講座，名為「校園欺凌及盜竊」，透過是次講座，讓同學對以上課題多加關注，並且建立正

確的價值觀，切勿以身試法，干犯罪行，並期望同學能夠共同建構一個更和諧的校園。訓導主任

余偉強老師亦於二月二十八日的特別集會中，再次邀請賴沙展向全體中二同學講解校園欺凌及傷

人的嚴重性。 

 

2. 領袖生工作坊 

 訓導組暫定於六月下旬舉行領袖生工作坊(地點待定)，所有中四領袖生必須出席是次活動。 

 

3. 招募新學年領袖生 

  訓導組將於四月下旬進行領袖生招募，新學年中三、中四及中五領袖生名單分別於六月及七月初

公佈，而總領袖生甄選工作，將於七月連同校長一起進行。 

 

德育教育組 

1. 中二級書籤設計比賽 

經視藝科老師評審後，中二級書籤設計比賽的冠軍為陸彥寯(二丙)、亞軍為黃煜楠(二乙)、季軍為

甘彥章(二丁)、優異獎為杜政熹(二丙)、林澤培(二丁)及姚國韜(二丁)，冠軍作品已印製並於開放

日派發予各來賓。 

 

2. 開放日 

 在本年度的開放日，本組特別製作了四塊展板，其中兩塊展板以「自律和他律」為主題，探討自

律和他律的關係和重要性，另兩塊展板介紹本組於本年度所舉辦的主要活動。本組亦提供感恩卡

予各來賓書寫，並派發書籤(「中二級書籤設計比賽」的冠軍作品)、公文夾及刊物《明德》予來賓

作紀念。 

 

3. 班際清潔及節約能源比賽 

本組與訓導組及環保教育組合辦的全年班際清潔及節約能源比賽第三階段(一月至三月)已順利完

成，參加班級為中一至中五級。第三階段表現最佳的班別為三丁(初級組)及五丙(高級組）。 

 

4. 悅讀閱德計劃 

本組的幹事於閱讀時段跟中一級同學分享文章《缺一顆螺絲釘》及《誠信漂流記》，討論「負責

任」和「誠信」這兩個核心價值，跟中二級同學分享短片，帶出「微小的行動已能讓世界變得不

一樣」此訊息，希望同學能多關懷身旁的人，並給予及時的幫助。各班設立兩個獎項以作鼓勵，

包括尚德獎(品行良好)（兩位）及尚學獎(積極參與及勇於發問)（兩位）。 

 

5. 早會分享 

本組幹事已於三月六日的全校早會中就「感謝家庭」這個主題作分享，讓同學反思家庭對自己的

重要，勸勉他們要懂得感恩及珍惜，並多向家人表達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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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全方位學習課 

本組於四月六日的全方位學習課中，邀請了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的許毓青先生分享他的親身經

歷，讓同學學習在逆境與挫折當中，仍能保持希望，以正面、積極的態度來迎接困難。中三級的

「如果愛」性教育講座亦將於四月十六日舉行。 

 

 

公民教育組 

1. 介紹香港武俠電影文化 

本組在開放日期間於禮堂展示一系列展板，介紹香港武俠電影文化，提升同學對本地文化的認識。 

 

2. 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 

本組於二月二十六日至三月十三日參加了由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教育局和香港

明天更好基金聯合主辦的「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同學不但躋身決賽，並同時榮獲「踴躍參與

學校獎」。 

 

學生事務 

學生會 

1. 年宵攤位 

今年是皇仁舉辦年宵的第六年，適逢狗年，今年的年宵攤檔名為「皇汪檔」，售賣狗形公仔等產

品，當中以皇仁為主題的貼紙最受歡迎。本年的年宵獲得相當不錯的盈餘，本會將於不久後向股

東派發盈利。 

 

2. 開放日 

本年度的開放日已於三月二十三和二十四日圓滿結束。今年以「序曲」 (Prelude)為題，是希望開

放日能成為各位同學的序曲，讓大家能帶著自己獨有的意念，向來賓表現自己所創造的旋律。學

生會亦在此感謝所有來賓、老師、舊生、家長和同學，全賴大家的努力，這樂章才擁有最美妙的

序曲。 

 

 

環境教育組 

1. 參觀 T-Park 及環保園 

本組將於一月二十日(星期六) 帶領學生環境保護大使參觀 T·PARK (源·區及環保園)，讓他們認識

轉廢為能設施及如何利用沼氣發電，同學大開眼界。 

 

2. 早會宣傳 

本組幹事於二月十三日早會宣傳「舊利是封回收計劃」、「地球一小時」及環保週活動，希望喚

醒同學從日常生活中，實踐源頭減廢、重用和節約能源，珍惜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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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舊利是封回收計劃 

本組於二月廿七日至三月八日期間於學校門口設置利是封回收箱，在師生和家長鼎力支持下，今

年共收到約 2540 個舊利是封，較去年多出一倍，本會已將回收的利是封交往環保組織—綠嶺行

動。 

 

4. 環保週 

本組於二月廿七日至三月二日舉辧環保週，今年主題為「實踐綠色生活，活出健康人生」，內容

除了環繞減少廢物，還加入綠色健康生活的「小貼士」。本校李校長代表全校誦讀環保宣言及主

持環保週開幕禮。環保週內容豐富，包括班際廢紙回收比賽、參觀惜食堂、綠色攝影比賽、綠色

生活分享及綠色生活標語創作比賽。 

 

5. 環保講座 

於二月二十七日，本組邀請李樂詩博士分享她的極地探險經歷及她對極地生態環境的體會，同學

獲益良多。 

 

6. 參觀港燈發電廠 

於三月六日，本組老師帶領中三級及中五級的學生環境保護大使參觀南丫島港燈發電廠，各人載

著工程師帽子深入發電廠內參觀，實在是一次難忘的旅程。 

 

7. 全球大型環保活動 

為響應由世界自然基金會舉辦的「地球一小時」活動，本組於三月初派發電子家長信邀請家長響

應，共同參與是項極具意義的節能活動。「地球一小時」是全球最大型的集體環保行動，超過 180

個國家參加，亦是世界各地的市民、團體、商界和政府的共同承諾。參加者在指定的時間(二零一

八年三月廿四日星期六，下午八時半至九時半)，將非必要的燈關掉一小時就可以。本校有 83.3%

家庭同意參加是次活動。雖然只是一小時的熄燈行動，卻意義重大，令我們明白只要我們在生活

習慣上作出小改變，便能實踐節能低碳生活，共創美好的生活環境。 

 

8. 活動預告-濕地生態考察 

為加強同學對濕地生態的認識，本組老師於四月十四日及二十八日(星期六) ，分別帶領中三級及

中五級學生環境保護大使出席由生態巴士舉辦之培訓，前往汀角進行「專題環保章」考察。 

 

健康及性教育組 

1. 全方位學習課 

我校邀請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於全方位學習課時段，為中五級同學舉辦「性行為的抉擇」性教

育工作坊，建立同學正確的性觀念。 

 

2. 集會分享 

本組將於四月下旬進行集會分享，向同學介紹吃水果的好處，亦就水果日之活動作宣傳。 

 

3. 水果日 

本組將於四月下旬響應衛生署推行的開心果月，舉辦了本學年的開心果日，在午膳及放學後，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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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師生派發每人一份水果，藉此提醒師生們要養成多吃水果的良好習慣。 

社會服務 

1. 皇仁衛理長者學苑 

由皇仁書院及循道衛理灣仔長者服務中心成立的「皇仁衛理長者學苑」，下學期舉辦了輕鬆剪片無

難度、環保手工 DIY、伸展運動、網購尋寶好 EASY 課程，長者及同學都樂在其中。 

 

2. 全方位學習課 

本校中四級同學在全方位學習課中聯同「香港家庭福利會」參與義工服務，往安老院探訪，活動

已順利完成，同學藉此得到珍貴的經驗。 

 

 

資優教育 

為了讓資優的同學在寬廣的學習範疇中發揮潛能，本校資優教育組在二月至四月期間，提名同學參與

多項由各大專院校、專業機構、教育局及香港資優教育學院推出的資優計劃及活動。 

 

二月－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舉辦的「2017-18資優天使—服務學習比賽」，本校草擬的服務計劃書已

順利入選，現進入實踐階段。 

 

三月－ 青年會書院會舉辦的創意思維活動，兩個組別參賽同學於三月三日已完成比賽。初中組 

 容志恆、羅靖施、顏溢飛、鄺子懷、王沛恒、施嘉垣及楊昊獲得季軍。中四組陳泓現、 

 林柏朗、袁沛豪、鄭康灝、劉晞朗、李旻軒及葉承熹獲得亞軍。中四參賽同學將於五月二十

一日至二十八日代表香港到美國愛荷華洲立大學參加世界賽。 

 

 

                                     學生支援組 

1. 射擊訓練 

本組於二月至四月期間，安排中三各班同學分別於星期六早上或學校假期參加由香港射手會專

業教練主理的射擊訓練，希望藉此提升同學專注力及控制情緒的技巧。 

 

2. 「再闖高峰」歷奇挑戰營 

駐校社工將於四月十四日及十五日帶領本校三十位中一同學於香港遊樂場協會東涌營舉行兩天

中一級「再闖高峰」歷奇挑戰營。同學由專業社工指導，透過一系列安全有趣的活動，協助同

學裝備自己，面對挑戰，再闖高峰。 

家長教師會 

1. 中三選科分享會——「選科之路 與你同行」 

   為了讓家長和同學更了解新高中各選修科目的課程特色，並透過師兄分享選科心得，引導同學作 

   出明智的選科抉擇，家教會聯同本校的生涯規劃組在三月十日舉辦了中三選科分享會，内容包括 

   中四家長與他們的兒子分享選科的心路歷程、中四／中五同學講解各學科學習情況及小組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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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日共有 129 位家長及學生參與。 

 

2. 中一收生面試 

   本校在三月十七日進行了自行收生面試，當日共有 15 位家長義工出席，向小學家長分享面試心得 

   及其子弟的校園生活。 

 

3. 境外旅行活動——「深圳、惠州兩天遊」 

 家長教師會過去多年曾舉辦不少香港境外旅行活動，藉此活動讓老師、家長之間有更多的溝通機 

   會，更可以增加親子的互動。今年本會策劃了「深圳、惠州兩天遊」，活動將於四月二十一日至二 

   十二日舉行，行程包括參觀以生產和研發無人飛行器及飛行影像系統為主的國際品牌大疆創新 

   （DJI），節目豐富，本會殷切盼望各位家長、老師和同學踴躍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