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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動⼒⼯作坊

輔導組

在⼆零⼆⼀年三⽉五⽇，本

組安排了社企「歷耆者」團

隊籌辦「中⼀網上互動歷耆

⼯作坊」，以培養學⽣尊重

和體諒⻑者的美德、提⾼學

⽣的決策能⼒和團隊合作精

神，並讓學⽣透過互動活動

體會⻑者的需要。

在⼆零⼆⼀年三⽉⾄四⽉期間，本

組及課外活動組安排了機構

The Hong Kong Academy of
Leadership Limited 籌辦⼋次
「七個⾼效習慣網上⼯作坊」，幫

助學⽣建⽴和實踐七個⾼效習慣

(包括主動積極、以終為始、要事
第⼀、雙贏思維、知彼解⼰、綜合

統效及不斷更新)，以提升學⽣的
個⼈管理、⾃我反思能⼒，並培育

學⽣成為明⽇領袖，邁向成功。

為加強對本組領袖⽣及朋輩輔導員

的⽀援，本組於⼆零⼆⼀年三⽉⼗

六⽇及⼗七⽇分別舉辦「中⼆共創

⾼峰計劃」及「中⼀朋輩輔導計

劃」的校本成⻑活動培訓。以上訓

練能使學⽣進⼀步培養及發展「內

在資源」，幫助學⽣在下學期更有

效地輔導中⼀和中⼆學弟，促進學

⽣的個⼈成⻑。

本組於⼆零⼆⼀年三⽉九⽇舉辦

「與中⼀家⻑會談網上⼯作

坊」，幫助本組的領袖⽣及朋輩

輔導員了解家⻑的⼼態和關注

點、學習與家⻑會談的技巧，並

在⼆零⼆⼀年三⽉⼗⼆⽇舉⾏的

中⼀級家⻑活動中得以實踐所

學。家⻑活動以網上視像會議形

式進⾏，主題為「轉變」。中⼀

級家⻑活動當晚在校⻑致辭後，

本組的領袖⽣播放中⼀學⽣與家

⻑平⽇相處的⽣活⽚段，讓家⻑

了解孩⼦的需要和⼼聲。接着，

由本組⽼師和社⼯回應短⽚內

容，跟家⻑分享如何有效跟孩⼦

溝通及了解孩⼦的需要，從⽽增

進⽗⺟與孩⼦之間的感情。最後

是本組領袖⽣、朋輩輔導員和中

⼀家⻑會談的環節。各組的學兄

與家⻑交流中⼀學弟的情況、暢

述⼼聲及⾃⼰在初中時的⽣活經

歷。

教養錦囊  

「聽聽孩⼦的聲⾳」

在⼆零⼆⼀年三⽉⼗七⽇及

⼆⼗九⽇，本組與⾹港家庭

福利會於校内舉辦「和平動

⼒⼯作坊」。透過體驗活

動，學⽣更了解⾃⼰，也學

會如何以和平的⽅法有效地

處理衝突。

本校駐校社⼯伍啟昕先⽣及黎鋇澄

姑娘於⼆零⼆⼀年⼆⽉⼆⼗⼆⽇及

四⽉⼗五⽇的全⽅位學習課中與中

⼆級學⽣分享「網絡教育」。透過

探討網絡欺凌的現象、所造成的傷

害和後果，提升學⽣使⽤網絡資訊

的素養；並讓學⽣了解玩線上遊戲

成癮的壞處和處理⽅法、認識網絡

財務管理、網上交友等問題。

全⽅位學習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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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輩輔導計劃 輔導組領袖⽣及朋輩輔導員培訓 中⼆共創⾼峰計劃

和平動⼒⼯作坊黎鋇澄姑娘訪問學⽣中



「我問我」⾃我反思

為配合本年度學校關注項⽬⼆  ╴⾃律，本組安排中⼀學⽣完成「我問我」活動。學⽣在三⽉⼆⽇的中⼀級全⽅

位學習課堂內，觀看⼀段有關「責任感」的短⽚，並就⾃⾝的⻆⾊反思⾃⼰可以怎樣做得更好，然後完成反思

表。學⽣在課堂上跟⽼師和學⽣分享，藉此讓他們深刻了解⾃⾝的責任，推動⾃⾝實踐，盡⼒做好每個⻆⾊。

德育教育組

為了能更有效地向學⽣宣揚正確的道德價值

觀，本組與中國語⽂科合辦了「中⽂寫作⽐

賽」。學⽣以認「惜」校園為題，反思擁有

美好的校園⽣活並不是必然的，希望⼤家能

更珍惜我們美麗的校園，過着快樂的校園⽣

活。經中⽂科⽼師評審後，獲獎名單如下︰

冠軍徐俊軒(⼀丙)、亞軍楊喆(⼀丙)、

季軍陳正喬(⼀⼄)。

本組幹事預先錄製分享⽚段，並

於中⼆級閱讀時段播放，傳達

「微⼩的⾏動已能讓世界變得不

⼀樣」的訊息，希望學⽣能多關

懷⾝旁的⼈，給予及時的幫助。

各班設⽴兩名尚德獎 (品⾏良好 )

作⿎勵。

悅影閱德計劃

中⼀級中⽂寫作⽐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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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與冠軍徐俊軒(⼀丙)、亞軍楊喆(⼀丙)、季軍陳正喬(⼀⼄)合照

校⻑與尚德獎得主合照

「我問我」⾃我反思分享

學⽣們於閱讀時段作出全校廣播



亞軍 陳樂晞(⼀甲) 季軍 梁皓程(⼀甲)冠軍 何佳諾(⼀丁)

德育教育組與視藝科合辦，經視藝科⽼師評審後，獲得中⼀級⽂件夾設

計⽐賽冠軍為何佳諾(⼀丁)、亞軍陳樂晞 (⼀甲)、季軍梁皓程(⼀甲)、優

異獎林沛鋒(⼀甲)、李柏譽(⼀⼄)、許晉誠(⼀丁)，冠軍作品將會印製成

⽂件夾，並會送給全校師⽣。

中⼀級⽂件夾設計⽐賽

優異獎 林沛鋒(⼀甲) 優異獎 李柏譽(⼀⼄) 優異獎 許晉誠(⼀丁)

校⻑與各得獎學⽣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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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軍 彭啓瑞(⼆丙) 亞軍 甄柏誠(⼆丁) 季軍 李栢熹(⼆丁)

季軍 陳承澤(⼆⼄) 優異獎 林柏翹(⼆甲)

優異獎 鄧智瀚(⼆丁) 優異獎 鍾卓峯(⼆丁)

德育教育組與視藝科合辦，經視藝科⽼師評審後，中⼆級滑⿏墊設計⽐賽冠軍為彭啓瑞

(⼆丙)﹑亞軍甄柏誠(⼆丁)﹑季軍陳承澤(⼆⼄)﹑李栢熹(⼆丁)﹑優異獎林柏翹(⼆甲)﹑

鍾卓峯(⼆丁)﹑鄧智瀚(⼆丁)，冠軍作品將會印製成滑⿏墊，並會送給全校師⽣。

中⼆級滑⿏墊設計⽐賽

校⻑與各得獎學⽣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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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certainty’

#BlackLivesM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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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開放⽇

預先錄製的開幕典禮，已於四⽉⼆⼗三⽇上午九時透過「YouTube」網絡平台進⾏⾸播。在

開幕典禮上，我們很榮幸能夠邀請醫院管理局⾸席執⾏官（綜合護理計劃）— 李⽴業醫⽣為

主禮嘉賓。李醫⽣曾任天⽔圍醫院副醫院⾏政總監兼急症室顧問，以及亞洲國際博覽館社區

治療設施的主管醫⽣。在演講中，他分享中學時期參與童軍活動的經歷，並與學⽣簡述了他

對重⽣的感覺和看法。梁校⻑、皇仁舊⽣會⾏政與財務副會⻑朱啟明先⽣、皇仁書院家⻑教

師會主席梁慧敏博⼠，以及學⽣會主席顏溢⾶，也先後就他們的願望和祝福作簡短致辭。

本年度周年開放⽇的主題是「Nirvana」，意思是「涅槃重⽣」。疫情影響我們的⽣活⻑達⼀年
多，我們仍然堅持，⾛出困境。期望學⽣和訪客可以充分利⽤他們的才能、創造⼒和創新思維來探

索替代⽅案，以應對各種挑戰。此外，我們希望不同的學會和團隊可以推展新計劃，讓更多學⽣參

與課外活動，以便學⽣培養興趣，盡展所⻑。

周年開放⽇是學⽣會年度最盛⼤的活動，⽽本學年的開放⽇於⼆零⼆⼀年四⽉⼆⼗三⽇⾄⼆⼗四⽇

舉⾏。儘管疫情持續，更激勵我們突破固有框架，組織了⾸個以虛擬形式呈現的周年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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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路得校⻑與各位嘉賓及學⽣會主席顏溢⾶同學⼀同以響花炮形式宣佈開放⽇正式開始

圖為李⽴業醫⽣與梁路得校⻑﹑凌婉婷副校⻑及各學⽣會幹事合照



http://www.qcopendays.com

Discord Google Meet

Matterport 3D

http://www.qcopendays.com

Matterport

Disc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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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STEPS

 (The New Normal)

 (ViRIM – Virtual-Real Life Interchangeable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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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路得校⻑﹑余偉強副校⻑﹑鍾茂賢⽼師與⼀眾「國家安全校園壁報設計⽐賽」參賽學⽣及其壁報作品⼤合照

為⿎勵學⽣發揮創意，提升對國家安全的認識，並了解國家安全與⽇常⽣活息息相關及其重要

性，教育局在三⽉份舉辦了「國家安全校園壁報設計⽐賽」，邀請全港⼩三⾄中五學⽣參加。我

校組成四隊，每隊三⼈，參加是項⽐賽，當中包括中⼀級⼀隊、中⼆級兩隊及中五級⼀隊。展板

完成後除了會參加⽐賽外，還會放在校園當眼處作推廣國家安全教育之⽤，⼀舉兩得，參賽成績

容後公佈。

國家安全校園壁報設計⽐賽

國家安全教育

本校六名中⼀及中⼆學⽣參加了由勵進教育中⼼主辦的「迎國旗、奏國歌」計劃訓練營。學⽣可在暑假

期間參與由該中⼼主辦為期三天的訓練營，讓學⽣認識升國旗及唱國歌的禮儀，建⽴對國家的歸屬感，

令學⽣能從夠從⼩培養對國家的觀念。

迎國旗、奏國歌計劃訓練營

⼆零⼆⼀年四⽉⼗五⽇是「全⺠國家安全教育⽇」，學⽣於禮堂及教室內觀看預錄升旗禮，並由鍾茂賢⽼師與⼀

名初中學⽣分享對⾹港國安法訂⽴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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