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 

11-12 成長的天空---小四輔助課程活動時間表 

 

合作機構合作機構合作機構合作機構︰︰︰︰路德會新翠少年中心路德會新翠少年中心路德會新翠少年中心路德會新翠少年中心 

負責職員負責職員負責職員負責職員︰︰︰︰倫月桂倫月桂倫月桂倫月桂、、、、呂卓倫呂卓倫呂卓倫呂卓倫、、、、周智燊周智燊周智燊周智燊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日期及時間日期及時間日期及時間日期及時間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出席出席出席出席    1.1.1.1. 迎新活動迎新活動迎新活動迎新活動    及及及及            啟動活動啟動活動啟動活動啟動活動    8/10/2011(8/10/2011(8/10/2011(8/10/2011(六六六六))))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0:0010:0010:0010:00----12:0012:0012:0012:00    舞蹈室舞蹈室舞蹈室舞蹈室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 , , 家長家長家長家長    , , , , 班主任班主任班主任班主任    舞蹈室舞蹈室舞蹈室舞蹈室     2.2.2.2. 輔助小組輔助小組輔助小組輔助小組(1)(1)(1)(1)    6/10/2011(6/10/2011(6/10/2011(6/10/2011(四四四四)  )  )  )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452:452:452:45----4:154:154:154:15    舞蹈室舞蹈室舞蹈室舞蹈室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3.3.3.3. 輔助小組輔助小組輔助小組輔助小組(2)(2)(2)(2)    13/10/2011(13/10/2011(13/10/2011(13/10/2011(四四四四) ) ) )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452:452:452:45----4:154:154:154:15    舞蹈室舞蹈室舞蹈室舞蹈室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4.4.4.4. 輔助小組輔助小組輔助小組輔助小組(3)(3)(3)(3)    20/10/2011(20/10/2011(20/10/2011(20/10/2011(四四四四) ) ) )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452:452:452:45----4:154:154:154:15    舞蹈室舞蹈室舞蹈室舞蹈室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5.5.5.5. 輔助小組輔助小組輔助小組輔助小組(4)(4)(4)(4)    27/10/201127/10/201127/10/201127/10/2011((((四四四四))))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452:452:452:45----4:154:154:154:15    舞蹈室舞蹈室舞蹈室舞蹈室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6.6.6.6. 輔助小組輔助小組輔助小組輔助小組(5)(5)(5)(5)    3/11/20113/11/20113/11/20113/11/2011((((四四四四))))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452:452:452:45----4:154:154:154:15    舞蹈室舞蹈室舞蹈室舞蹈室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7.7.7.7. 輔助小組輔助小組輔助小組輔助小組(6)(6)(6)(6)    10/11/201110/11/201110/11/201110/11/2011((((四四四四))))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452:452:452:45----4:154:154:154:15    舞蹈室舞蹈室舞蹈室舞蹈室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8.8.8.8. 挑戰日營挑戰日營挑戰日營挑戰日營    19/11/2011(19/11/2011(19/11/2011(19/11/2011(六六六六))))                        全全全全日日日日    營地營地營地營地：：：：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9.9.9.9. 再戰營會再戰營會再戰營會再戰營會    30303030----31/3/2012  (31/3/2012  (31/3/2012  (31/3/2012  (星期五至六星期五至六星期五至六星期五至六))))    ((((兩日一夜宿營兩日一夜宿營兩日一夜宿營兩日一夜宿營))))    營地營地營地營地：：：：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10.10.10.10. 愛心之旅愛心之旅愛心之旅愛心之旅(1)(1)(1)(1)    9/2/2012(9/2/2012(9/2/2012(9/2/2012(四四四四))))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452:452:452:45----4:154:154:154:15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11.11.11.11. 愛心之旅愛心之旅愛心之旅愛心之旅(2)(2)(2)(2)    16/2/201216/2/201216/2/201216/2/2012((((四四四四) ) ) )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452:452:452:45----4:154:154:154:15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12.12.12.12. 愛心之旅愛心之旅愛心之旅愛心之旅(3)(3)(3)(3)    23/2/201223/2/201223/2/201223/2/2012((((四四四四) ) ) )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452:452:452:45----4:4:4:4:45454545    老人服務老人服務老人服務老人服務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13.13.13.13. 親子日營親子日營親子日營親子日營    25/2/2012(25/2/2012(25/2/2012(25/2/2012(六六六六))))    或或或或 17/3/2012(17/3/2012(17/3/2012(17/3/2012(六六六六))))    全日全日全日全日    營地營地營地營地：：：：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 , , , 家長家長家長家長    、、、、班主任班主任班主任班主任    14.14.14.14. 優質家長工作坊優質家長工作坊優質家長工作坊優質家長工作坊(1)(1)(1)(1)    5/11/2011(5/11/2011(5/11/2011(5/11/2011(六六六六))))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0:1510:1510:1510:15----12:1512:1512:1512:15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1)1)1)1)    如何提升子女學習技巧如何提升子女學習技巧如何提升子女學習技巧如何提升子女學習技巧    2)2)2)2)如何透過遊戲與子女建立如何透過遊戲與子女建立如何透過遊戲與子女建立如何透過遊戲與子女建立親密關係親密關係親密關係親密關係    3)3)3)3)提升子女專注力技巧提升子女專注力技巧提升子女專注力技巧提升子女專注力技巧    家長家長家長家長        15.15.15.15. 優質家長工作坊優質家長工作坊優質家長工作坊優質家長工作坊((((2222))))    17/12/2011(17/12/2011(17/12/2011(17/12/2011(六六六六))))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0:1510:1510:1510:15----12:1512:1512:1512:15    16.16.16.16. 優質家長工作坊優質家長工作坊優質家長工作坊優質家長工作坊(3)(3)(3)(3)    11/2/2012(11/2/2012(11/2/2012(11/2/2012(六六六六))))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0:1510:1510:1510:15----12:1512:1512:1512:15    17.17.17.17. 優質教師工作坊優質教師工作坊優質教師工作坊優質教師工作坊    8/2/2012(8/2/2012(8/2/2012(8/2/2012(三三三三) ) ) ) 或或或或 13/7/2012(13/7/2012(13/7/2012(13/7/2012(五五五五))))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約約約約 4444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舞蹈室舞蹈室舞蹈室舞蹈室 班級凝聚力班級凝聚力班級凝聚力班級凝聚力    / / / / 提昇學習氣氛提昇學習氣氛提昇學習氣氛提昇學習氣氛    / / / / 課室管理課室管理課室管理課室管理    教師教師教師教師    18.18.18.18. 家長教師分享會家長教師分享會家長教師分享會家長教師分享會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舞蹈室舞蹈室舞蹈室舞蹈室     家長家長家長家長    、、、、    班主班主班主班主任任任任、、、、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19.19.19.19. 結業禮結業禮結業禮結業禮    26/5/2012(26/5/2012(26/5/2012(26/5/2012(六六六六) ) ) )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009:009:009:00----12:0012:0012:0012:00    舞蹈室舞蹈室舞蹈室舞蹈室     
    

 

確定確定確定確定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26/8/2011(五五五五)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 

11-12 成長的天空---小五強化課程活動時間表 

 

負責職員負責職員負責職員負責職員︰︰︰︰倫月桂倫月桂倫月桂倫月桂、、、、呂卓倫呂卓倫呂卓倫呂卓倫、、、、周智燊周智燊周智燊周智燊 

 

項目 日期及時間 地點 主題 出席 

1. 輔助小組 (1) 

(開幕禮) 

17/11/2011(四) 

下午 2:45-4:15 

舞蹈室 重溫所學、強化支持關

係、了解活動目標及推

行方法 

學生 

家長 

2. 戶外活動 3/3/2012(六) 

全日 

大潭童

軍營 

增強組員的效能感及對

小組的歸屬感 

內容︰原野烹飪、遠足

等 

學生 

 

3. 輔助小組 (2) 24/11/2011(四) 

下午 2:45-4:15 

舞蹈室 商討服務內容及預備 學生 

 

4. 輔助小組 (3) 8/12/2011(四) 

下午 2:45-4:15 

舞蹈室 商討服務內容及預備 學生 

 

5. 輔助小組 (4) 15/12/2011(四) 

下午 2:45-4:45 

舞蹈室及

戶外 

戶外社會服務及檢討 

對象︰長者 

 

6. 分享會 /  

結業禮 

19/5/2012(六) 

下午 2:00-3:30 

舞蹈室 回顧、組員分享及互相

欣賞 

學生、家長 

及校長或老

師 

6. 黃金任務 

(個別面談) 

待定 待定 與組員回顧小組內所

學，並總結及檢討小組

內容。 

*於此節內計算貼紙數

目及頒獎 

學生 

 

 

����於小五課程中於小五課程中於小五課程中於小五課程中，，，，亦會設計一份簡單的亦會設計一份簡單的亦會設計一份簡單的亦會設計一份簡單的『『『『成長加成長加成長加成長加油站油站油站油站』，』，』，』，於各小組及活動中累積貼紙於各小組及活動中累積貼紙於各小組及活動中累積貼紙於各小組及活動中累積貼紙，，，，

並於黃金任務中評審及頒獎並於黃金任務中評審及頒獎並於黃金任務中評審及頒獎並於黃金任務中評審及頒獎。。。。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 

11-12 成長的天空---小六強化課程活動時間表 

 

負責職員負責職員負責職員負責職員︰︰︰︰倫月桂倫月桂倫月桂倫月桂、、、、呂卓倫呂卓倫呂卓倫呂卓倫、、、、周智燊周智燊周智燊周智燊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日期及時間日期及時間日期及時間日期及時間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出席出席出席出席    

1. 1. 1. 1. 輔助小組輔助小組輔助小組輔助小組    (1)(1)(1)(1)    

((((開幕禮開幕禮開幕禮開幕禮))))    

15/3/2012(15/3/2012(15/3/2012(15/3/2012(四四四四))))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452:452:452:45----4:154:154:154:15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室室室室    重溫所學重溫所學重溫所學重溫所學、、、、強化支持關強化支持關強化支持關強化支持關

係係係係、、、、了解活動目標及推了解活動目標及推了解活動目標及推了解活動目標及推

行方法行方法行方法行方法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家長家長家長家長    

2. 2. 2. 2. 輔助小組輔助小組輔助小組輔助小組    (2)(2)(2)(2)    19191919////4444/2012(/2012(/2012(/2012(四四四四))))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452:452:452:45----4:154:154:154:15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室室室室    商討服務內容及預備商討服務內容及預備商討服務內容及預備商討服務內容及預備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3. 3. 3. 3. 輔助小組輔助小組輔助小組輔助小組    (3)(3)(3)(3)    26262626/4/2012(/4/2012(/4/2012(/4/2012(四四四四))))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452:452:452:45----4:154:154:154:15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室室室室    商討商討商討商討服務內容及預備服務內容及預備服務內容及預備服務內容及預備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4444. . . . 輔助小組輔助小組輔助小組輔助小組    (4)(4)(4)(4)    3333////5555/2012(/2012(/2012(/2012(四四四四))))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452:452:452:45----4:4:4:4:45454545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及及及及

戶外戶外戶外戶外    

戶外社會服務及檢討戶外社會服務及檢討戶外社會服務及檢討戶外社會服務及檢討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長者長者長者長者    

    

5555. . . . 戶外活動戶外活動戶外活動戶外活動    28/4/2012(28/4/2012(28/4/2012(28/4/2012(六六六六))))    

全日全日全日全日    

    增強組員的效能感及對增強組員的效能感及對增強組員的效能感及對增強組員的效能感及對

小組的歸屬感小組的歸屬感小組的歸屬感小組的歸屬感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6. 6. 6. 6. 分享會分享會分享會分享會    / / / /     

結業禮結業禮結業禮結業禮    

19/5/2012(19/5/2012(19/5/2012(19/5/2012(六六六六))))    

約約約約 2222----3:303:303:303:30pmpmpmpm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室室室室    回顧回顧回顧回顧、、、、組員分享及互相組員分享及互相組員分享及互相組員分享及互相

欣賞欣賞欣賞欣賞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家長家長家長家長    

及校長或老及校長或老及校長或老及校長或老

師師師師    

7777. . . . 黃金任務黃金任務黃金任務黃金任務    

((((個別面談個別面談個別面談個別面談))))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活動室活動室活動室活動室    與組員回顧小組內所與組員回顧小組內所與組員回顧小組內所與組員回顧小組內所

學學學學，，，，並總結及檢討小組並總結及檢討小組並總結及檢討小組並總結及檢討小組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於此節內計算貼紙數於此節內計算貼紙數於此節內計算貼紙數於此節內計算貼紙數

目及頒獎目及頒獎目及頒獎目及頒獎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於小於小於小於小六六六六課程中課程中課程中課程中，，，，亦會設計一份簡單的亦會設計一份簡單的亦會設計一份簡單的亦會設計一份簡單的『『『『成長加油站成長加油站成長加油站成長加油站』，』，』，』，於各小組及活動中累積貼紙於各小組及活動中累積貼紙於各小組及活動中累積貼紙於各小組及活動中累積貼紙，，，，

並於黃金任務中評審及頒獎並於黃金任務中評審及頒獎並於黃金任務中評審及頒獎並於黃金任務中評審及頒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