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址：葵涌安捷街 23-31 號     電話：24291221     傳真：24227104        網址：http://www.slc.edu.hk 
各位家長：大家好！為迎接銀禧紀念，我們上下一心，舉辦各種多元化的活動，讓學生發揮潛

能。我們現希望透過本刊有系統地向家長展示過去多月來的努力及動向，提供最新最快的資

訊，增進家校溝通，家長既可以留意學校推行的措施，又可以在教育子弟的過程中加以配合。我們更

歡迎各位家長對優化教育提出閣下寶貴的意見！ 

我們本年度關注的事項包括： 
1. 營造學習氣氛，促進學生主動學習。 

2. 優化課堂學習，提昇教學效能。 

3. 推行啟發潛能教育，以尊重、信任、樂觀及刻意安排四個理念，全校同心協力推動關愛文化。 

回到校園暑期天 
舉辦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概況 

7-8 月 中一及中二「歷情行者」活動 訓育組與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合辦，同

學能從活動中學習溝通技巧，關心社區服務，

回饋社會。 

7-8 月 中三「希望彩虹」及 

「山水歷情」活動 

訓育組與梨木樹明愛青少年綜合服務舉辦兩項

活動，部份 F.3 同學參加「希望彩虹」活動，

從活動中學習對職業的應有技巧及態度；其餘

參加「山水歷情」活動，透過行山訓練同學毅

力。 

7 月下旬 「義不容遲」義工計劃 十多位中五同學與校外少數族裔同學合作，進

行探訪獨居者及家居義工服務。 

12/8-14/8 暑期美術營 由視藝科及美術學會合辦，於薄扶林傷健中心

舉行，活動包括戶外寫生、創意廣告比賽等。 

8/8-22/8 - 中一 中、英、數銜接課程 

- 中四 中、英、數及理科銜接

課程 

- 中五升中六銜接課程 

讓同學能盡早適應中學的新課程。 

26/8 中一家長晚會 讓中一同學及家長認識本校及本學年關注事

項，出席晚會家長人數為歷年之冠。 

27/8 教師專業發展日 協助老師加強裝備，迎接未來教育新改革。 

27/8-28/8 聯旅童軍生活交流營 本校同學為北葵涌第七旅成員，是次活動於大

埔童軍營地舉行，內容包括野外求生技巧及步

操比賽等。 

29/8-31/8 中六迎新營 讓同學互相認識，是次活動地點為明愛小塘營。
 

                      
中一 中、英、數銜接課程                中一家長晚會                     中六迎新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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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學年九月樂趣多 
舉辦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概況 

1/9-2/9 中一迎新營 - 讓同學互相認識，是次活動地點為烏溪沙青年營 
1/9-3/9 回到校園活動 - 內容包括不同類型的講座、班風活動及分享等。 
5/9 開學宗教禮儀 -開學宗教禮儀，並宣佈啟用新翼校舍。 
9/9 教師日慶祝活動 - 早上集會期間，由學生會舉行了莊嚴而隆重的敬師

慶祝活動。 
12/9 及 13/9 社會員大會 - 四社會員大會。 
12/9  午間音樂會： 

管弦樂器示範演奏 
- 音樂科與藝韻管弦樂協會合辦。 
 

13/9 午間音樂會： 
中國樂器示範演奏 

- 音樂科與青苗中西藝術表演團合辦。 

14/9 「早晨中央收功課」 - 每天早晨同學在「交功課時間」把當天的功課交

出，即時由科長點收然後交予科任老師。此政策

不但使同學養成良好的交功課習慣，也加強班上

同學協作的氣氛。 
15/9 「個人理才之道」 - 中三至中七同學參與了一個名為「個人理才之道」

的週會 
16/9 「中秋關懷顯愛心」 - 社會服務團舉辦的活動，藉著中秋佳節，由五十多

位義工同學親自探訪安蔭獨居長者。 
19/9 「啟發潛能教育」開幕典禮 - 宣佈參與教統局「啟發潛能教育」活動。其他活

動包括：課室桌設計比賽、學生成績金榜、課室

裝飾比賽、班務分工協作計劃等。 

20/9 「早晨！Mr.Book！」計劃 - 全校晨讀計劃正式開始，同學於每天早上「閱讀堂」

時聽著音樂閱讀喜愛的圖書。 
23/9 社幹事改選日 - 全校同學投票，為自己的社別選取賢能幹事。 
24/9 起 英文增潤班 - 為提昇同學之英語水準，本校聘請大學主修英文之

同學於週六開設英文班,對象為中一、二、四及五

之同學。另於週二及四開設英文增潤班，以提昇

英語能力稍遜的中二及中四同學，增強他們運用

英語的信心，充份配合英文科課程需要。 
27/9 警長親善訪問 - 訓育組邀請荃灣區警長到校演講，提醒青少年勿一

時貪念以身試法。 
28/9 起 「課後自修室」開放 - 每天放學後均開放部份課室給中四至中七同學作

自修室用途，時間至晚上七時。 
30/9 國慶升旗典禮 - 舉行了簡單而隆重的國慶升旗典禮。 
9 月起 英語語境教學 - 由九月下旬開始，逢星期四為英語會話日，同學與

老師及職員須用英語交談，並於早會時安排各級

同學輪流表演節目及帶領遊戲，以增加同學運用

英語的機會。 
- 全學年一樓教員室門外列為英語區。 
- 每天午膳時間推行英語朗讀計劃。 

9 月 校際朗誦節 - 推薦 200 多位同學參加中、英文及普通話校際朗

誦比賽。 
9 月 中一同學適應中學生活 

活動 
- 朋輩輔導員及領袖生為中一同學安排了一連五天

的午間活動，協助同學適應中一生活。 
9 月 朋輩輔導計劃 - 朋輩輔導計劃在九月尾至來年六月舉行，中一同學

透過大哥哥、姐姐的幫助，得以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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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接納建和諧」十月石天人 
舉辦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概況 

10 月初 社際手球比賽 四社同學努力以赴，為社爭光。 

7/10 家長晚會 出席晚會家長人數眾多，氣氛熱鬧。 

9/10 「朋輩輔導員」日營 地點為保良局北潭涌渡假營。 

10/10 教員休息室啟用典禮 由校董黃嘉純律師及劉鳳兒校長主持新翼教師

休息室啟用典禮。 

12/10 香港城市大學入學講座 由升學就業輔導組為中六及中七同學舉辦了升

讀大學講座。 

12/10 至 13/10 「初中溫習室」 在第一次統測前安排「溫習室」給中一至中三

同學於放學後溫習，並有中、英文科導師協助

同學。 

12/10 至 19/10 中、英、數統測日 學校舉行了本學年中英數第一次統測。 

17/10 及 31/10 「葵青區青年服務計劃」 中四同學探訪及服務區內幼稚園及老人中心等

團體。 

18/10 午間論壇開幕典禮 由劉鳳兒校長主持開幕典禮；當天論壇主題為

「中國神州六號」升空，同學對國家發展航天

科技與國計民生改善，持有不同的觀點。 

19/10 學生會選舉 學生會舉行本年度學生會選舉，全校同學進行

投票，從中選取合適內閣為同學服務。 

20/10 及 21/10 大型圖書展覽 圖書館於禮堂舉辦了大型圖書展覽。 

24/10 學會第一次活動日 學會活動正式開始，例如跆拳道、棋藝班、公

民先鋒等。 

26/10 「午間樂一通」 本校與梨木樹明愛青少年綜合服務舉辦，為全

校同學於午間提供不同類型的活動。 

27/10及 28/10 第廿四屆陸運會 假青衣運動場舉行。同學在兩天晴朗的日子

裏，充分發揮各人體育潛能，共打破十二項大

會紀錄。本年啦啦隊冠軍由聖約望社奪得，而

全場總冠軍由聖斯德望社奪取。 

29~30-10 「中一派位中學資料」展覽 本校於這兩天參與葵青區議局主辦的「中一派

位中學資料」展覽，場地為荃灣官立中學舉行，

到場家長亦十分擁擠。本校派出的石天大使協

助介紹本校特色，並即場派發「歡欣校園篇」

及本校手球獲獎宣傳單張。 

  

            
大型圖書展覽                  學生會選舉                        午間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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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接納建和諧」十月石天人 
舉辦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概況 
30/10 「親親大自然」一日遊 本校家長教師會主辦，共有五十多名師生及家

長參與，是日活動地點為環保農莊。除了認識

一些海產動物外，團員氣氛融洽溫馨。 
30/10 「玫瑰月」填色比賽 由德育及宗教教育組舉辦，中一及中二同學參

加。 
31/10 「萬聖節聯歡晚會」 由英文科舉辦「萬聖節聯歡晚會」，除了和同學

共同興祝西方節日外，同學也可以通過這個活

動，認識不少與節日相關的英文詞彙。 
10 月份 「玫瑰月」活動 每天午間與同學一起頌唸玫瑰經。 
10 月起 「中一師徒制專題研習」 由一位老師帶領 2-3 位同學，以小組形式於未

來學年中進行專題研習活動。希望透過師生合

作，近距離與學生進行學習接觸，讓學生學會

學習的重要技能。 
10 月起 「Hip Hop 舞蹈訓練」輔導

小組 
為中二、中三女同學而設的，為期兩個月。 

10 月起 「年青動力獻社區」青少年

義工培訓及實踐計劃 
本校與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合辦，參加

者為廿多名中三同學，為期兩個月。 
10 月中 「啟發潛能教育」交流活動 伍健明副校長聯同鄭淑美老師遠赴美國，參與

「啟發潛能教育」交流活動，並於 23/10 回港。 
10 月中 家長委員會競選 第六屆常務委員會家長委員會競選已完滿結

束。一共有 9 位家長報名參選。 
10 月中起 「小領袖」歷奇訓練活動 為中二、中三同學而設的，為期半年。 

10 月中起 北京文化交流活動 中六有十多位同學參與教育統籌局舉辦之北京

文化交流活動，希望同學能夠藉此確立國民身

份及擴闊視野。 
10 月下旬 「南亞地震」生命反思活動 公民教育組、德育及宗教教育組合辦，為南亞

地震事件，舉行資料展覽及追思祈禱活動，藉

以教育學生珍惜和善待生命。 
10 月下旬 全新學校網頁正式啟用 網址為 http://www.slc.edu.hk 

 
 

          
「親親大自然」一日遊                 萬聖節聯歡晚會               中一師徒制專題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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