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外活動(學會)簡介  2020 – 2021     (非聯課日舉行的學會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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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4 商業學會 黃鶴樓老師 

舉辦各項與商業有關的活動，讓學生

對商業有基本的認識 
不定期 

中一至中六 

有興趣的學生 
不限 全免  

 

A5 電腦學會幹事會 伍庭朗老師 

1. 舉辦各類與電腦科相關的大型活動

(例如:科技教育週、網頁設計大賽、

中文打字比賽)供全校同學參與。 

2. 統籌各類型特別興趣小組(例如砌

機班、圖像編輯班、程式設計班) 

不定期 

招收中三級或

以上同學擔任

學會幹事 

12 全免  

 

A6 環保大使 梁婉儀老師 

*  參與環保會舉辦之活動，例如：講

座、野外考察、參觀等 

*  於校內推行環保宣傳/活動 

部份活動會於週六校外進行 

中四及中五級

地理選修學生

(中五級優先) 

20 全免  

興趣 

B30 中樂團 陳奕楷老師 
學習演奏技巧，合奏及參與校內、外

表演。 
星期六(2:00-4:00) 中一至中六 40 團費$20  

 
B31 長者學苑 

陳翠儀老師 

關仲言老師 
韓式瑜珈班六堂及電腦班 星期六上午 11:00-12:30 長者及學生 15 全免  

體育 

C7 籃球學會(男) 周信輝老師 

1. 訓練低年級隊員掌握基本技術及戰術

理論；鞏固並提升高年級隊員的實戰

技術，包括攻防佈陣及戰術運用。 

2. 參加各類校外比賽 

星期一(4:00-6:30) 

星期六(9:00-11:30) 
中一至中六 60 

待定 

全年不少

於 300元 

場地：本校籃球場 

由專業教練教授 

 

C8 田徑隊 黃家傑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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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星期二 

練習場地：本校或大埔運動場 
中一至中六 40 待定  

 

C9 越野隊 黃家傑老師 
1. 長跑及耐力訓練 

2. 代表學校參加學界及其他校外比賽 
逢星期一 中一至中六 40 全免  

 

C10 手球學會(男) 陳武科老師 

1. 教授手球知識； 

2. 基本技術與戰術介紹及練習； 

3. 模擬手球遊戲及比賽練習； 

逢星期二 

(4-6pm)及星期六(按教練安

排：上午或下午兩小時) 

男生 40 $200 由專業教練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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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參加學界及區際比賽。 

 

C11 手球學會(女) 陳武科老師 

1. 教授手球知識； 

2. 基本技術與戰術介紹及練習； 

3. 模擬手球遊戲及比賽練習； 

4. 參加學界及區際比賽。 

逢星期二(4-6pm) 及星期六 (按教

練安排: 上午或下午兩小時) 
全校女生 40 $200 由專業教練教授 

 

C12 排球學會(男) 陳武科老師 

1. 技術訓練； 

2. 友誼比賽、區際比賽； 

3. 學界比賽。 

1. 星期三 4-6pm 

2. 星期六 10am-12noon(或須

按教練安排而更改時間； 

練習場地:本校或大埔區內體育館 

全校男生 30 $200  

 

C13 排球學會(女) 
陳武科老師 

李慧詩老師 

.   技術訓練； 

.   友誼比賽、區際比賽； 

.   學界比賽。 

1. 星期一 4-6pm 

2. 星期五 4-6pm(視乎負責老

師及教練安排) 

練習場地:本校或大埔區內體育館 

全校女生 30 待定 

高級及初級組會按情

況安排每星期練習兩

天。 

 

 

 

 C14 跆拳道學會 余啟明老師 

1. 學習跆拳道的基礎及禮儀 

2. 簡單自衛術 

3. 跆拳道搏擊及品勢運動 

逢星期一下午 4:00-6:00 
中一至中六 

有興趣的學生 
20 

$420 

(30堂) 

1. 學生有需要自費升

級的考試費用及衣

服設備等 

2. 如有需要會安排校

外教練來本校進行

升級考試認證 

服務 

D3 香港航空青年團 關仲言老師 

香港航空青年團旨在向青少年提供航

空教育，透過嚴格的紀律訓練、本地

和海外交流活動、社會服務等，使團

員成為優秀領袖及良好公民。本團提

供多元化非正規教育活動及領袖培訓

課程，課程致力在鍛鍊團員的體格及

意志，令他們在德、智、體、群、美

各方面取得均衡發展。本團設章別制

度，令學員能循序漸進考獲資歷，為

社會和航空業界培育年青人才。 

星期日 中一至中五 40 待定 

圓玄學院及學校會致

力資助學員參與航空

青年團，資助範圍包

括昂貴制服、基本行

政費用及一般活動費

用。 

服務 D4 資訊科技服務組 楊凱傑老師 1. 於電腦服務中心的開放時間，管理 每周當值 1-3小時 中一至中六 30 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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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室及幫助同學解決電腦問題。 

2. 電腦知識較高的會員將獲管理學校

各類型資訊科技設備的機會。 

3. 學習技術支援及其他電腦知識。 

 

D5 圖書館服務組 張詩慧老師 

日常服務： 

- 每周當值(處理同學借還、圖書排架

及圖書館資料使用等工作) 

- 協助舉行書展 

閱讀推廣活動： 

- 贈書好學人 

團隊活動： 

- 聯誼 

圖書館當值：每星期一天；時

間為小息及午膳 

 

其他活動及服務：按需要安排 

中二至中四 

(透過班主任

學期尾推薦) 

30 全免 

1. 當值日編排將考慮

學生的其他活動 

2.  參與同學需有主動

及積極學習的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