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導消息 

守時運動 
為使同學注意守時的重要，輔導組每年均舉辦「守時運動」。「守時運動」的獎勵，分「個人獎」（頒與中六級歷

年上學均無遲到的同學）及「全班獎」（得獎班別可獲提名模範班選舉資格）。為鼓勵同學準時上學，特設每月

「守時之星」獎項，凡該月沒有同學遲到的班別，均頒獎狀一張。2018 年 2 月獲「守時之星」獎項的班別如下： 

月份 
2017-2018年度 

「守時之星」獲獎班別 

本學年開學至 2018 年 

2 月遲到人次極少班別 

2月 1A 、1B 、2A 、3C、 5E 1B、4D、5D 

個人獎項方面，中六級（五班）共 53位同學獲守時獎。以下同學由中一至中六 

，均無遲到及缺席紀錄，殊堪嘉許： 

 

輔導周專題活動 
2018 年 3 月 5 日至 3 月 9 日為輔導周，本年度的主題為「尊重生命 逆境同行」，透過全方位學習，建立學生正

確的價值觀及提昇抗逆力。活動詳情如下： 

活動 內容 

早會分享 學生及老師分享：主題為「尊重生命」及「逆境自強」 

攤位活動 透過遊戲及活動，讓學生明白「逆境自強」的訊息 

點唱活動 憑歌寄意，送上祝福 

專題活動-關懷身邊人 學生親手製作小手工，以物寄意，學習如何表達愛及關愛他人 

專題活動-惜福人生 學生透過體驗活動，代入別人的經歷，學習珍惜生命及體諒別人 

專題展板 展示「珍惜生命」及「精神健康」的專題展板 

 
 
 
 
 
 
 
 
 

 
 
 
 

關愛行動 
輔導組於 2017 年 12 月 18 日早會時間舉行了「關愛行動」，由中五級同學代表全校師

生將「心意包」送贈中六級同學，並送上真摯的祝福，以行動鼓勵及支持應屆中六級同學準

備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師兄師姐計劃 
師兄師姐計劃已於 2018年 2月 3日完成校內團隊訓練。2018年 4月尾，輔導組將於學校舉行領袖嘉許禮，嘉許參

與整個活動表現優異的同學。2018年 5月，輔導組會開始招募下學年的師兄師姐，為照顧下學年的中一新生作準備。 

 

中一至中六均無遲到及缺席紀錄的中六級同學 6A 黃冬頤 



2017-2018「好學生獎勵計畫」 
為鼓勵同學在學業、操行、活動及服務四方面有均衡發展，符合校方要求的同學，均獲頒獎狀，以資鼓勵。2017-2018

年度上學期中一至中五級，總計共有 1人獲銀章，144人獲銅章。獲獎同學名單如下： 

銀章 1 人 4D 楊錦帆 

銅章 
144
人 

1A 李旻熹  余凱怡 

1B 林沁美  文樂希  陳梓謠  廖榮傑  黃奕朗 

1C 周嘉汶  符紫盈  文樂恒  葉曉嵐 

1D 梁樂遙  溫卓然  陳柏言  何嘉浩  顏鈞樂 

2A 
陳嘉瑩  陳玉珊  周嘉慧  龔嘉怡  梁卓怡  盧嘉慧  馬友詠  孫梓晴  杜芊瑩  徐芷晴  蕭  遜 

楊詩欣  周柏傲  鍾永麒  何金隆  溫立峰  楊洛軒 

2B 
張雪瑩  鍾綽妍  何卓恩  江倬楹  劉慧珊  譚希文  胡泳昕  嚴芷琳  葉諭霖  鄭嘉豪  羅晉珉 

成帕穎  杜志強 

2C 陳欣婷  張紀盈  莊婷婷  黎志豪 

2D 方蘢怡  梁傲璇  陸凱彤 

3A 劉家維 

3C 
陳彥彤  程笑欣  林瑩瑩  李思婷  馬舒穎  吳梓瑜  陳廷軒  張雲峰  費昕豪  符敦彬  許文謙 

吳嵐青  吳永培  易文俊  張佳帆 

3D 
陳慧琳  陳彥詩  周卓琪  鄭映藍  朱樂瑤  馮頌盈  洪韻淇  曾琬詩  陳庭晉  葛鎔騏  關傑謙 

李進彥  李梓傑  謝熹樂  黃樂衡 

4A 陳靜云  潘詠欣 

4B 張渝萍  方靜汶  黎凱瑤  劉曉雯  許舒茵  關偉田  胡泓謙 

4C 陳知言  俞倩婷 

4D 
陳巧頤  卓詠瑤  張天晴  錢凱琳  趙嘉沁  林梓茵  李霓珊  李雪盈  單穎琪  楊敏詩  楊鱈雯 

袁深妍  呂頌熹 

4E 封格格  陳嘉浚  陳隨雲  林國健 

5A 陳淑麗  林嘉怡  林銘雪  林慧儀  盧映璇 

5B 陳一寧 

5C 莊苑莜 

5D 
陳曉綺  陳銘詩  鄭  柔  張凱元  張杞潼  梁雅雪  吳卓姸  唐沅檠  陳學培  蔣宏曆  何政禧 

何升宝  李朗然  吳志杰  卜錦松  譚博文  曾熙童  王峻濤  黃子芹 

5E 陳倩榆  梁熙怡  黃卓瀅  鄭誌鴻  魏智樂  曾奕智 
 

「逆風啟航」計劃（優質教育基金） 
本年度輔導組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與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荃灣會所合辦「逆風啟航」計劃。活動目標為提

昇學生抗逆力及促進精神健康。活動詳情如下： 

日期 活動 

2017 年 10 月 老師培訓工作坊 

2017 年 11 月、2017 年 12 月及 2018 年 7 月 「正面思維」學生講座（初中） 

2017 年 11 月 「開心快樂」家長講座 

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5 月 逆境同行挑戰計劃（小組） 

2018 年 3 月 逆境同行挑戰營 

2018 年 4 月 自我挑戰營 

2018 年 7 月 正面文化綜合晚會 

輔導服務組 
輔導服務組已完成兩日一夜的領袖訓練宿營及校內訓練。2018 年 5 月，輔導組將於學校舉行領袖嘉許禮，嘉許

在活動表現優異的同學。下學期的活動詳情如下： 



活動 性質 內容 

2018 年 2 月 10 日 校內服務 家長日款接家長 

2018 年 3 月 5 日 校內服務 輔導周攤位遊戲 

2018 年 4 月 18 日 校內訓練 小組訓練 

2018 年 4 月 21 日 校外訓練 「挑戰自我」 訓練營 

2018 年 4 月 28 日 校外服務 社區服務日（服務區內兒童） 

2018 年 5 月 30 日 校內活動 領袖嘉許禮 

其他服務 
項目 內容 

言語治療服務 本校聘請香港耀能協會之治療師，為有需要改善發音的同學進行訓練。 

飛躍小組 本校聘請仁濟醫院學校社工及支援服務部社工，為有需要的同學開設小組。 

「齊來鬆一鬆」小組 本校聘請仁濟醫院學校社工及支援服務部社工，為同學提供紓緩壓力活動。 

中一學習小組 由教學助理麥瑛琦小姐負責，提升同學的學習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