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屯門天主教中學 

全方位學習 – 組別/學習領域(2017-2018) 

 

活動涵蓋的學習領域/組別：_________________    科目：_______牧民組及宗教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每項活動涉及的學習經歷(請以 1-13作代號顯示) 

1. 德育教育 2. 環境教育 3. 性教育 4. 公民 / 國民教育 5. 理財教育 6. 生命、健康教育及禁毒教育 

7. 智能發展 8. 體育發展 9. 藝術發展 10. 與工作有關的經驗 11. 社會服務 12. STEM 教育 

13. 其他(請註明)                 

 

日期 活動 
目的 (請說明屬促進、延伸、擴

闊或其他) 
主辦單位 

學習經歷* 

(1-13) 
備註(奬項/評估) 

8月 7至 25日 心意傳送工作坊 關愛身邊近人 

RE + 社工+明

愛賽馬會屯門

青少年綜合服

務中心 

1,4,6,11 同學全情投入，認真參與。 

9月 1日 開學禮 
促進學生歸屬感及延伸宗教氣

氛 
PCC + RE 

1,13 

(靈性教育) 
同學全情投入，認真參與。 

8月 5及 6日 「希望傳人」傷健共融工作坊 
關愛身邊近人及弱小。培養同學

愛德 

RE+社工+天水

圍協康會 
1,4,6,11 同學全情投入，認真參與 

10月 2日 我是主的羊 

促進中一級學生的團隊精神，延

伸宗教科內容擴闊學生宗教經

驗。 

PCC + RE + 青

委 

1,6,7,13 

(靈性教育) 
同學全情投入，認真參與。 

10月及 5月 以玫瑰經作早禱 
增強學生對玫瑰經的認識，擴闊

學生宗教經驗。 
PCC + RE 

1,6,13 

(靈性教育) 
同學全情投入，認真參與。 

10月、11月、12

月、3月、5月 

聖詠早會 

(共 16次, 各級有 2-3次) 

藉認識、詠唱聖詠，老師信仰主

題分享，以音樂陶冶靈性生命，

擴闊學生宗教經驗。 

PCC + RE 
1,6,9,13 

(靈性教育) 
同學全情投入，認真參與。 



10月初 
性教育工作坊：迷戀 vs 真愛 vs

喜歡 

延伸初中級認識如何與異性相

處 

RE+社工+明愛

賽馬會屯門青

少年綜合服務

中心 

3,6 參與同學認真投入。 

10月 23日 進入羊棧 

促進中二級學生的團隊精神，延

伸宗教科內容擴闊學生宗教經

驗。 

PCC + RE + 青

委 

1,6,7,13 

(靈性教育) 
同學全情投入，認真參與。 

11月 10日、 

11月 11日、 

11月 18至 19日

及 2月 10日 

KATSO幹事領袖訓練營 

(營前簡介會、營前聚會、營會、

營後工作坊) 

促進學生對天主教的認識，強化

學生在信仰團體中的領袖能

力，擴闊學生視野。 

PCC+青委 
1,4,6,13 

(靈性教育) 
參與同學認真投入。 

11月 聖人祈禱 
增強學生對教會聖人的認識，擴

闊學生宗教經驗。 
PCC + RE 

1,6,13 

(靈性教育) 
同學全情投入，認真參與。 

11月 27日至 

12月 5日 

義工講故說道青少年說話技巧

訓練計劃系列 

促進學生對天主教的認識，強化

同學說話技巧及擴闊學生宗教

經驗。 

RE+明愛屯門

青少年綜合服

務 

1,6,7,9,10 同學全情投入，認真參與。 

11月 5日 明愛賣物會 
促進學生對天主教的認識，擴闊

學生視野。 
PCC + RE 

1,4,11,13 

(靈性教育) 
同學全情投入，認真參與。 

11月 14日至 24

日 
中五減壓工作坊 讓中五同學學會如何減壓 RE+社工 6 同學全情投入，認真參與。 

11月上旬至 

12月 16日 
聖誕咭送醫院病友 

關愛身邊近人及弱小。培養同學

愛德，擴闊學生視野。 

PCC + RE + 醫

院牧靈部 

1,4,11,13 

(靈性教育) 
參與同學認真投入。 

11月 28至 12月

6日 
心意傳送手工創作計劃 

關愛身邊近人及弱小。培養同學

愛德，擴闊學生視野。 

RE + PGC + 社

工 
1,4,6,11 同學全情投入，認真參與 

12月及 3月 宗教壁報設計比賽 

配合全年宗教主題「愛。家校」

舉辦「聖誕」及「四旬期」班房

壁佈設計, 擴闊學生了解宗教

節日的意義和天主教核心價值。 

PCC + CEC 
1,4,6,13 

(靈性教育) 
同學全情投入，認真參與。 



12月 1日至 2日 
資訊日宗教學生作品展示及攤

位游戲 

促進學生歸屬感及延伸宗教氣

氛 

RE+明愛屯門

青少年綜合服

務 

7,10,13 

(靈性教育) 
同學全情投入，認真參與。 

12月 20日 聖誕宗教禮儀 
促進學生靈性培育及延伸宗教

氣氛 
PCC 

1,6,13 

(靈性教育) 
同學全情投入，認真參與。 

12 月 6 日至 13

日 
中六減壓工作坊 讓中六同學學會如何減壓 RE+社工 6 同學全情投入，認真參與。 

2月 7至 10日 屯天書展 (宗教/倫理/心靈) 

宗教書券鼓勵同學閱讀心靈書

籍；促進學生對天主教的認識，

擴闊學生視野。 

PCC + RE +塔

冷通心靈書舍

(承辦商自行聯

絡) 

1,6,7,13 

(靈性教育) 

學生踴躍購買相關的聖物

及書藉。同學在課堂內認真

投入參與活動。 

2月 27日 畢業班派遣禮 
促進學生的團結，讓學生體驗天

主與他們同在的感覺。 
RE + PCC 

1,6,13 

(靈性教育) 

參與同學認真投入，真摯感

人。 

3月 四旬期苦路祈禱 
增強學生對拜苦路的認識，擴闊

學生宗教經驗。 
PCC + RE 

6,13 

(靈性教育) 
同學全情投入，認真參與。 

3月 6日至 9日 宗拜週 
促進學生靈性培育及延伸宗教

氣氛 
PCC+RE 

1,6,13 

(靈性教育) 
同學全情投入，認真參與。 

4月 23日至 5月

12日 
社交禮儀接待工作坊 

擴闊學生對生涯規劃的認識，計

劃將來路向。 

RE+社工+浸會

大學教育學院 

中四及中五

同學 
參與同學認真投入。 

4月 25日 聖馬爾谷瞻禮 

於本校禮堂舉辦，增強學生對感

恩祭的認識，擴闊學生宗教經

驗，凝聚學生歸屬感。 

PCC 
1,6,13 

(靈性教育) 
同學全情投入，認真參與。 

5月 7至 18日 「發展我未來」工作分享會 
擴闊學生對生涯規劃的認識，計

劃將來路向。 

RE+社工+浸會

大學教育學院 
10 參與同學認真投入。 

5月 12日 
「伴飛翔、創職夢」生涯規劃先

導計劃開幕禮及嘉賓分享會 

擴闊學生對生涯規劃的認識，計

劃將來路向。 

RE+社工+浸會

大學教育學院 
10 參與同學認真投入。 

5月 12日 「伴飛翔、創職夢」生涯規劃先 擴闊學生對生涯規劃的認識，計 RE+社工+浸會 10 參與同學認真投入。 



導計劃 實習工作坊 劃將來路向。 大學教育學院 

5月 12日 

「伴飛翔、創職夢」生涯規劃先

導計劃開幕禮及嘉賓分享會學

生義工： 

(i)錄影及拍攝服務 

(ii)茶點招待 

擴闊學生對生涯規劃的認識，計

劃將來路向。 

RE+社工+浸會

大學教育學院 
10 參與同學認真投入。 

3月 8日 中五級宗教講座 

邀請了浸會大學教授。促進學生

對天主教信仰的認識及更清楚

明白教會對自由與法治的看法。 

RE 
1,7,13 

(靈性教育) 
參與同學認真投入。 

4月 15目 中一同學參與主日感恩祭 

參與屯門贖世主堂主日感恩

祭，從而增強學生對感恩祭的認

識，擴闊學生宗教經驗，凝聚學

生歸屬感。 

RE 
1,6,13 

(靈性教育) 
同學全情投入，認真參與。 

6 月 19 日至 27

日 

「種生命、愛生命、創新意」種

植工作坊 

與成輔組合辦。目的是讓同學明

白生命的過程，擴濶學生對生命

的暸解，從而珍惜生命。 

RE+社工+PGC 1,6 同學全情投入，認真參與。 

6月 27日 青山天主教小學福傳活動 

藉遊戲與小學生分享福音的喜

訊，促進學生更熱愛自己和他們

的生命。 

PCC + CYA + 

青天小 

1,9,11,13 

(靈性教育) 
參與同學認真投入。 

8月 8及 9日 
中四同學參與義工服務 - 希望

傳人正心理共融計劃 
擴闊學生對公義的認識 

RE+社工+天水

圍協康會 

1,4,11,13 

(靈性教育) 
同學全情投入，認真參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