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外活動(學會)簡介  2020 – 2021  聯課日舉行的學會活動 

*  B1-B21  - 為屬藝術性質的學會, 中五必須選擇, 以符合新高中「其他學習經歷」要求。 

* 凡綜援或書簿津貼全免者可得資助，上限為 650元。 

 

P.1 

類

別 

編

號 
學會名稱 負責老師 活動內容 / 形式 活動時間 會員對象 名額 費用 備註 

學

術 
A1 

英文學會 

English Club 

周嘉莉老師 

宋麗嫻老師 

 

透過趣味英語活動和遊戲培養同學對英語的興趣和

說話的能力;本年度亦保留英語刊物的寫作及製作

訓練。本會的活動地點為英語自學中心,會員可優先

享用其中的設施.會員將被安排協助舉辦英文週。 

 The English Club will hold several activities 

throughout the year, including writing and taking 

an active role in creating games for the English 

Week.  In doing so, our students will succeed in 

fostering their intellectual ability, and will be able 

to showcase their artistic talent and gain 

confidence in using English.  

 Our motto is to help members master the English 

language through various language-based 

activities. 

 Our members will enjoy exclusive privileges such 

as: 
- learning English in a comfortable environment; 

- guidance of the teacher advisors; 

- access to the English Club Room; 

- reading novels and watching DVDs during opening 

hours and 

- the opportunity to act and direct short plays as well. 

聯課活動日 

Co-curricular 

Activity Days 

中一至中四對

英語有興趣或

希望提升自己

英語能力的同

學 

F.1 to 4 students 

who want to 

improve their 

English will be 

welcome to join 

the English 

Club. 

20 
全免 

Free 
 

 A2 科學研習學會 

胡禮明老師 

陳嘉璧老師 

孔翠霞小姐 

透過參與不同的科學研究設計，了解科學的重要性

及其應用範圍，運用有關科學理論，通過有趣的設

計，深化同學對科研的邏輯思維。 

聯課活動日 中一至中五 10 $10 

要求學生有天馬行

空的創意，願意參

與、承擔設計責任，

及願意開放自己接

受新挑戰。 

 A3 
人工智能遊戲程式設

計學會 

楊凱傑老師 

張學然先生 

1. 學習人工智能(AI)的概念、遊戲設計及程式開發 

2. 製作聊天機械人、人工智能虛擬寵物及人臉識

別作品 

聯課活動日 中一至中三 10 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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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表現優異的同學可參與公開比賽 

興

趣 
B1 視覺藝術及攝影學會 

李靜嫺老師 

林芷晴老師 
攝影技巧，鏡畫蝕刻，藍曬技法，吊飾設計。 聯課活動日 

中三、中四、 

中五 
12 全免  

 

B2 影音工作組 
吳振乾老師 

蔡江河先生 

講座介紹、實物接駁及電腦後期製作，或會外出攝

錄。本組成立宗旨是為全校提供影音實時操控服務、

前期預備工作及後期製作。成員將於早會、週會、午

間及各大小型學校活動中操作數碼相機、數碼攝錄

機、電腦及音響系統。 

指定聯課活動日及

各大小型學校活動 

中一至中五 

(態度必須認真

並能操作有關

器材) 

20 

$50 

 (校外比賽

報名費及交

通費津貼) 

 

 B3 舞蹈學會–現代舞 
鄭文瑛老師 

林偉強老師 

1. 現代舞的編排及訓練； 

2. 參加校際及區際舞蹈比賽； 

3. 校內舞蹈表演。 

聯課日舉行 

逢星期二、四放學

後 

中一至中五 25 $200 由專業導師教授 

 B4 舞蹈學會–爵士舞 林偉強老師 

1. 進行編排及訓練 

2. 校內舞蹈表演 

3. 參加校際及區際舞蹈比賽 

聯課活動日 

(逢星期三、四) 
中一至中五 25 $200 由專業導師教授 

 B5 中文書畫學會 張毅 老師 導師指導練習書畫各類技法；參加書畫比賽 聯課活動日 中一至中五 20 全免 由專業導師教授 

 B6 歌唱技巧訓練 陳奕楷老師 學習歌唱技巧，合唱及演出。 聯課活動日 中一至中五 10 全免  

 B7 西樂團 莫佩璇老師 樂器練習、合奏 聯課活動日 中一至中五 20 全免 

有 1 年以上學習樂

器經驗優先 

由專業導師教授 

 B8 押花藝術 DIY 學會 李婉芬老師 

都市人生活過於緊張，令身心得不到適當舒緩，押花

色彩配合拼圖，製作在不同喜愛物件上，過程中能帶

來平靜心靈﹑抒減壓力的效果，更可啟發創作力。完

成後的作品都會帶著一種溫柔和諧的療癒感，重拾

小孩的初心，為自己打氣，並對未來抱持希望。 

聯課活動日 中四至中五 10 全免 由專業導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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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9 
夏威夷小結他學會 X 

木箱鼓學會 

朱啟超老師 

黎宛欣老師 

了解並學習夏威夷結他彈奏方法，以木箱鼓伴奏，合

奏悅耳的流行曲目，於校內大型活動演出。 
聯課活動日 中一至中五 20 全免 由專業導師教授 

 

興

趣 
B10 街舞學會 

譚榮冠 

助理校長 

街舞文化吸引時下的青少年，能夠站上舞台一展所

長更是不少人的夢想，所謂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

功，Breaking 舞蹈小組讓青少年學習 Breaking 的舞

步及身體韻律技巧，發掘個人長處及潛力，建立團

隊合作精神及正面自我價值。 

聯課活動日 中一至中五 10 全免 

將會甄選會員參與

表演。 

由專業導師教授 

 B11 DIY 首飾學會 李倩雯老師 讓學員於輕鬆氣氛下，利用各類物料製作簡易首飾。 聯課活動日 中一至中五 20 全免  

 B12 DIY 綜合手工藝學會 余潔儀老師 

綜合手工課程能夠提升學生對 DIY 手工藝的興趣

及認知，讓學生親手製作各式各樣且獨一無異的作

品。 

在製作過程中，學生能培養其專注力和耐性，並提

升個人的藝術氣質。 

本課程的內容包括了穿珠、絲襪花及布藝。在活動

過程中，學生先認識「選擇材料」，繼而學習「設

計作品」，最後以不同技巧去完成個人製品。 

聯課活動日 中一至中五 20 全免 由專業導師教授 

 B13 DIY 皮革工藝學會 蔡婉珊老師 

皮革課程能夠提昇對製作皮革的興趣及認知，讓學

生親手製作各式各樣且獨一無二的作品。 

在製作過程中，學生能學習分辨皮革的優劣，理解如

何為皮革打孔，認識合適線材以縫製皮革作品等等

的知識。 新學年皮革班會教筆袋，鎖匙包兩款，卡

包，短銀包，共五件作品！ 

聯課活動日 中一至中五 20 全免 由專業導師教授 

 B14 漫畫繪本學會 黎雪芬老師 

漫畫繪本製作 

故事構思(盡量能傳達寓意)、封面設計、草稿、分頁

及分鏡設定、上色、釘裝 

聯課活動日 中一至中五 20-25 全免 由專業導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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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5 
氣球紮藝及懷舊玩具

DIY 學會 
簡德祥老師 

氣球紮藝：導師以一人一氣泵的方式進行小組教授，

指導學員以氣球扭造出千變萬化的造型，導師亦提

供氣球予學員課後練習。學員可於校慶開放日或各

種場合以氣球參與服務及表演。 

懷舊玩具製作：導師教授學員以簡單的物料如竹簽、

雪條棍等製作懷舊小玩具，一方面讓學員享受製作

的過程及砌出製作品的成功感，另一方面能讓學員

認識到上一代父母的童年生活，得到一般物質玩具

找不到的樂趣。課程的製品適用於校內或校外公開

展覽。 

聯課活動日 中一至中五 25 全免 由專業導師教授 

興

趣 
B16 無火煮食 DIY 學會 盧佩環老師 

導師以無火煮食的方式教授學員泡製美味的小食及

甜品，透過製作食物，學員可學習和人相處、合作

和分享成果，亦訓練出創意、自信、表達力和創造

力。 

聯課活動日 中一至中五 20 全免 由專業導師教授 

 B17 中國象棋學會 
趙成傑老師 

甘焯昭先生 

每堂分成多組同學進行對弈，提升同學對象棋的興

趣。 
聯課活動日 中一至中五 10 全免  

 B18 健體操學會 鍾佩嫺老師 進行拉筋、健體活動，並學習正確的飲食知識。 聯課活動日 中一至中五 6 全免  

 

B19 CBO 雜耍學會 

曾彩芬 

助理校長 

董浩欣老師 

透過雜耍訓練發掘個人長處及能力，建立團隊合作

精神及正面自我價值。 

參加公開雜耍比賽，彼此觀摩，擴闊青少年生活眼界

和生活體驗，提升自信及成就感。 

聯課活動日 中一至中五 15 全免 

雜耍隊舊隊員優先； 

將會甄選會員參與

表演。 

由專業導師教授 

 

B20 設計與科技學會 葉國華老師 
趣味工藝製作，約三至五次活動完成一項專題，全

期活動約共四項專題，最少完成兩項達標。 
聯課活動日 中三至中五 10-12 全免 中五優先 

 

B21 戲劇學會 
梁子盛老師 

梁冬妤老師 

戲劇各項技藝培訓；參與校際戲劇節比賽及大埔區

中學校際戲劇比賽； 
聯課活動日 中一至中五 25 $ 50 由專業導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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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

趣 
B22 棋藝學會(兩組) 

查  英老師 

鄭志昌老師 

1. 介紹不同棋藝的玩法。 

2. 共同探討戰略和應注意的技巧。 
聯課活動日 

中一至中五 

(有興趣棋藝的

學生) 

60 全免  

 B23 魔術學會(兩組) 
陳敏琪老師 

鍾劍鋒老師 
由專業導師教授舞台魔術技巧。 聯課活動日 中一至中五 40 全免 

聘請導師教授；凡參加

魔術學會之同學，有機

會參與本校表演。 

 

B24 咭樂學會(兩組) 
何淑嫻老師 

古仲文老師 

以玩時下流行 Card Games (如 deal，三國殺….)為主，

同學可以自由組合形式參與玩 Card Games 的樂趣。 
聯課活動日 中一至中五 40 全免  

 B25 日語學會 伍庭朗老師 

1. 日語的平假名、片假名、五十音動詞及助詞學習 

2. 進階日語會話及讀寫訓練 

3. 日本文化 

聯課活動日 

對日語有濃厚

興趣及基礎認

識的同學 

20 全免  

 

B26 即興劇場學會 周佩璇老師 

透過即慶劇場訓練，提升自信心，學習正面思考，

建立正面文化。 

活動完結後將獲發即興劇場初階課程修業證書。活

動包括安排參加者觀看香港即興劇場比賽，亦會甄

選參加者參與即興劇場比賽 

聯課活動日 中一至中五 15 全免 由專業導師教授 

 
B27 寵物學會 鍾健琴老師 

老師及同學分享，所飼養的寵物介紹 

嘉賓講座 

參觀(如愛護動物協會)、寵物書籍分享及彩繪寵物 

聯課活動日 中一至中五 20 待定 

對寵物有濃厚興趣

之同學，有或沒有飼

養寵物均可。 

 

B28 桌上遊戲學會 鄧偉昌老師 
透過不同種類的桌上遊戲，訓練學生專注能力及提

升自我效能感。 
聯課活動日 中一至中三 10 全免  

 
B29 「動•人」體驗學會 廖敏珊老師 了解動物，並為動物保育作出貢獻。 聯課活動日 中一至中五 10 全免  

體

育 
C1 羽毛球學會(校隊)  李慧詩老師 

以技術訓練及參與學界賽為目標，歡迎任何有興趣

代表學校出賽同學報名。 

逢星期二 4-6pm；

星期四聯課及非聯

課(3:20 – 6:00pm) 

全校 24 

$500 

(中六同學

$200) 

費用包括購買羽毛

球、租場及教練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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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足球學會 李國柱老師 

1. 基本技術練習及體能訓練； 

2. 與友校作友誼賽； 

3.  訓練校隊參加學界比賽 

聯課活動日 
中一至中五 

男生 
50 全免 

- 須選拔 

- 由專業導師教授 

 

C3 乒乓球學會訓練班 巫祉峯老師 

1. 由香港乒乓總會教練負責教授乒乓球技術及比

賽訓練。 

2. 參與校外比賽。 

逢星期二 4-6pm 

或逢星期四 3:20- 

5:00pm 

中一至中六 20-25 

$400 至

$500 

(分攤教練

及助教費

用) 

校隊成員須經過遴

選。 

另設需收費小組訓

練於星期六或日，詳

情向有關老師查詢。 

 

C4 籃球學會(女) 陳武科老師 

1. 基本技術與戰術介紹及練習； 

2. 模擬籃球遊戲及比賽練習； 

3. 參加學界及區際比賽。 

逢星期四(4-6pm) 及

星期六 (按教練安排: 

上午或下午兩小時) 

女生 40  $300 由專業教練教授 

 

C5 田徑學會(初中班) 
黃家傑老師 

黃偉健先生 

1. 短跑及速度訓練、跳遠練習 

2. 田徑專項技術及體能訓練 

3. 代表學校參加學界及其他校外比賽 

逢星期四 中一至中三 30 全免  

 

C6 箭藝學會 
陳少鋒老師 

李慧詩老師 

以技術訓練及參與學界賽為目標，歡迎任何有興趣

代表學校出賽的同學報名。 

逢星期一 

 (4:00-6:00pm) 

逢星期四 

 (3:20-5:30pm) 

全校 18 $500 
費用已包括器材及

教練費 

服

務 

D1 男童軍 甘智恆老師 

a. 步操練習 

b. 學習繩結、手號等基本童軍知識 

c. 學習紮營，露營烹飪等野外技能 

d. 教授及考核不同童軍章 

聯課活動日 中一至中五 20 全免 

學校代為支付用作

舉行活動時的開支

(如購買物料之用

途)。 

 
D2 紅十字青年團 鍾慧儀老師 

設有不同的培訓課程，如急救、健康檢查、防火、手

語、繩結等等。還會探訪老人、幼兒中心，且參與社
聯課活動日 中一至中五 30 

新會員

$50(學校已

隸屬香港紅十字會，

須穿制服。 



課外活動(學會)簡介  2020 – 2021  聯課日舉行的學會活動 

*  B1-B21  - 為屬藝術性質的學會, 中五必須選擇, 以符合新高中「其他學習經歷」要求。 

* 凡綜援或書簿津貼全免者可得資助，上限為 650元。 

 

P.7 

類

別 

編

號 
學會名稱 負責老師 活動內容 / 形式 活動時間 會員對象 名額 費用 備註 

區各類型活動。 津貼100元) 

舊會員

$20(學校已

津貼40元) 

所收會費全數轉交

紅十字會總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