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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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麗明老師 
Mrs. 

Rajeshwari 
Sreekummar 

透過趣味英語活動和遊戲培養同學對英語的興趣
及說話的能力；本年度更新增英語刊物寫作及製作
訓練。此外，本會亦會安排參觀及舉辦專題講座等
活動。會員將協助舉辦英文週。 

聯課活動日 
中一至中七對英語
有興趣或希望提升
自己英語的同學 

30 全免  

 A2 科學研習學會 胡禮明老師 
孔翠霞小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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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通過有趣設計及理論，深化同學的邏輯思維 
聯課活動日 中一至中七 20 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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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學會 
(遊戲程式設計班) 楊凱傑老師 學習使用應用軟件 The Game Factory 設計及製作

遊戲程式。 聯課活動日 中一至中六 20 全免  

 A4 數學魔術學會 何淑嫻老師 以數學角度，解構魔術的原理，透過學習魔術，增
加學生對數學的興趣。 聯課活動日 中一至中三 15-20 $80 

(材料費)  

 A5 企業及會計學會 黃鶴樓老師 校內商業活動，初級簿記。 聯課活動日 中三至中六 30 全免  

興趣 B1 美術學會 李靜嫺老師 

. 藝術欣賞 

. 藝術創作 —如馬賽克工藝、飾物盒、收縮膠、
玻璃燒製工藝等。 

. 校內、外比賽 

聯課活動日 中一至四、中六 20 全免  

 B2 天文學會 何偉雄博士 認識天文基礎知識，包括：講座、參觀展覽、研討
會，參觀太空館等。 聯課活動日 中四至中六 20 $40  

 B3 影音工作組 吳振乾老師 
蔡江河先生 

講座介紹、實物接駁、外出攝錄及電腦後期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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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課活動日及各
大小型活動 

中一至中七(略懂操
作有關器材及態度

認真者) 
15

$20 (校外
比賽報名
費及交通
費津貼)

 

 B4a 舞蹈學會 – 現代舞 梁秀珍老師 
1. 現代舞的編排及訓練； 
2. 校內舞蹈表演； 
3. 參加校際及區際舞蹈比賽。 

聯課日舉行 
上學期逢星期二、四

放學後，下學期另行

通知。 

中一至中四、中六 20 $100 由專業導師教授 

 B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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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期初逢星期
二、四) 

中一至中四、中六(對
舞蹈有興趣，並願意進

行團體練習的同學)
20 $100 由專業導師教授 

 B5 棋藝學會(三組) 
鍾劍鋒老師 
伍庭朗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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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一至中七 

(有興趣棋藝的學生) 60 $10會費  

 B6 中文書畫學會 張毅老師 
1. 導師指導 
2. 外出欣賞 
3. 書畫比賽 

聯課活動日 中一至中七 20 全免 聘請導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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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 B7 手鐘學會 陳奕楷老師 學習演奏技巧，合奏及演出。 聯課活動日 中一至中六 10 全免  
 B8 銀器工藝學會 梁少華老師 每堂由導師介紹一些以銀來製作的飾物。 聯課活動日 中一至中六 15-20 $50  

 B9 設計與科技學會 葉國華老師 
1. 小型製作(3-4項) 
2. 紀念品製作 
3. 公開比賽 

聯課活動日 中一至中七 20

由 科 目 預

算，個別製

作需要自行

購置材料 

 

 B10 戲劇學會 查  英老師 
. 戲劇培訓； 
. 匯演； 
. 講座。 

聯課活動日 
(3:20 – 4:50pm) 中二以上 30 $50 聘請導師教授 

 B11 家政學會 鍾佩嫺老師 本年度將以製作手工藝為主，例如小毛公仔、十字
繡等。 聯課活動日 中一至中七 12 全免  

 B12 編織學會 余潔儀老師 由老師教授編織的技巧。如帽、領巾等。 聯課活動日 中一至中四 20 全免 自行購買毛冷材料 
 B13 摺紙學會 李瑞媚老師 摺紙創作坊 聯課活動日 中一至中七 20 全免  

 B14 橋牌學會 梁子盛老師 

1.  最初由老師指導橋牌的玩法，計分法及一些基
本之叫牌法； 

2.  同學以四人一組，練習已教授之技法； 
3.  鼓勵較佳之學員參予聯校比賽。 

聯課活動日 中一或以上 
同學 10 $10  

 B15 電影賞析學會 張詩慧老師 觀賞電影後會有不同的討論。 聯課活動日 中四或以上 30 全免  

 B16 寵物學會 廖敏珊老師 
- 老師及同學分享，所飼養的寵物介紹 
- 嘉賓講座 
- 參觀(如貓展、愛護動物協會) 

聯課活動日 中一至中七 20 待定 
對寵物有濃厚興趣之
同學，有或沒有飼養
寵物均可。 

 B17 馬戲學會 簡徳祥老師 
1. 學習與他人分享及尊重他人； 
2. 學習與人溝通及合作； 
3. 提昇他們對有需要的人關注及服務精神。 

聯課活動日 
(3:20 – 4:50pm) 中一至中七 20 $50 聘請導師教授 

 B18 魔術學會 陳敏琪老師 由專業導師教授舞台魔術技巧。 聯課活動日 中一至中六 
(只招收男生) 10 $50  

(材料費)

聘請導師教授；凡參
加魔術學會之同學，
須參與本校表演。 

 B19 麵粉花學會 周佩璇老師 

麵粉花是日本手藝之一，材料乃經特別加工之麵

粉，配合各色油彩，按自己的心思創造出各種花

卉、麵粉蛋糕、蔬果、公仔等。麵粉黏土可塑性強，

製作容易，製成品更栩栩如生，歷久不變。 

聯課活動日 中一至中四、中六 6 
約$150(不
包括花盆
費用) 

參加者需有耐性，並
需於課餘繼續自行完
成作品。 

 B20 CBO雜耍特訓 
社工黃子政 

(Tim Sir) 
謝靜婷老師 

1) 學習雜耍技巧   (包括扯鈴，轉碟及拋波 ) 
2) 義工技巧訓練  
3) 雜耍表演技巧訓練      
4) 義工探訪 

聯課活動日 只限中一級 
學生參加 15 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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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 B21 「生命啟航」- 活力
流行爵士舞小組 

社工黃子政 
(Tim Sir) 
黃美詩老師 

1) 學習現代爵士舞   
2) 義工技巧訓練  
3) 義工探訪 

聯課活動日 只限中二級 
學生參加 15 全免 2 次義工服務 (日期

及時間待定) 

 B22 日語學會 吳潔霞老師 1. 簡單日語會話及讀寫訓練 
2. 短片及音樂欣賞 聯課活動日 對日語有濃厚興趣

的同學 20 全免  

 B23 園藝學會 鍾健琴老師 

- 到粉嶺<綠田園>參加有機耕作體驗活動； 
- 建立校園有機園圃； 
- 參與校內耕作工作坊； 
- 分享自己種植的有機農產品。 

聯課活動日 中一至中六級同學 20 全免 
  

 B24 個人理財學會 譚榮冠老師 

1. 透過遊戲認識理財的重要性； 
2. 不同的消費模式(例如分期付款、借貸、免費試
用等)的比較； 

3. 模擬投資活動 

聯課活動日 中三級或以上 不限 全免  

 B25 美容學會 陳翠儀老師 
- 基本護膚、化粧技巧； 
- 古法線面、手部護理及髮型設計； 
- 安排出外參觀美容院。 

聯課活動日 中三及中四 
女同學 5-10

全免 
(基本材料由
學校提供)

導師已具有 City & 
Guilds 及澳洲 TAFE
美容專業導師文憑 

 B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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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提升同學對象棋的興
趣。 聯課活動日 中一至中六 40 全免 需選拔 

 B27 「活力陽光」光影魅
力攝影訓練小組 

陳憶娟老師 
社工 

1) 學習拍攝技巧   
2) 自製相機  
3) 戶外拍攝體驗活動 
4) 表達技巧訓練 

聯課活動日 只限中三級 
學生參加 15 全免  

 B28 「活力陽光」- 自我
形格設計小組 

陳憶娟老師 
社工 

1) 學習自我形象設計  
2) 化妝及髮型設計   
3) 自我了解 
4) 儀態提升活動 

聯課活動日 只限中三級 
學生參加 15 全免  

 B29 「活力陽光」- 逆境
求生小組 

陳憶娟老師 
社工 

1) 領袖能力及團隊合作訓練    
2) 野外烹飪活動   
3) 學習野外求生技巧及山藝技巧   
4) 戶外體驗活動 

聯課活動日 只限中三級 
學生參加 15 全免 

2 次野外求生體驗日 
(特定日期及時間) 
 

 B30 歐洲拼貼學會 李婉芬老師 由專業導師教授，製作不同的拼貼藝術作品。 聯課活動日 中一至中六 12 $50  

 B31 電子學會 吳福榮老師 
1) 各種電子元件的知識 
2) 印刷電路板的製作與焊接 
3) 電子電路設計及應用 

聯課活動日 中一至中六 15 $30  

 B32 演說學會 黎雪芬老師 -演說技巧講授 
-演說練習、比賽 聯課活動日 中四以上 10 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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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 B33 DIY手飾學會 李倩雯老師 讓學員於輕鬆氣氛下，利用各類物料製作簡易手
飾。 聯課活動日 中一至中六 20 $50  

體育 C1 羽毛球學會(校隊) 李慧詩老師 - 羽毛球技術訓練 
- 校隊訓練(外展教練計劃) 

逢星期二(視乎學
校場地而定)及星

期四 

男生 
基本技術成熟 20 $200 包括教練費、室內場

及購買羽毛球 

 C2 足球學會 林鵬齡老師、 
李國柱老師 

. 基本技術練習 

. 體能訓練 

. 與友校作友誼賽 

. 訓練校隊參加學界比賽 

. 大埔區足球賽 

聯課活動日 
及星期六 

中一至中四及中六
男生 50

$80(租用人
造草場或
仿真草場)
或硬地足
球場 

- 須選拔 
- 合資格舊組員優
先取錄 

 C3 乒乓球學會 李華昌老師 
梁寶嬋老師 

1. 簡單介紹乒乓球的比賽形式 
2. 乒乓球練習 
3. 基本乒乓球技術指導 
4. 小型比賽 

聯課活動日 中一至中四、中六 24 $30  

 C4 三項鐵人學會 江山老師 

- 陸上兩項鐵人運動之介紹及練習； 
- 三項鐵人運動之介紹及練習； 
- 舉辦模擬比賽； 
- 如達水平，可參加本港青少年陸上兩項鐵人比
賽；能力較高者，可參加青少年三項鐵人比賽。 

逢星期四 
(3:15-5:15pm) 

全校 
(無須暗水性) 20 全年 

$100 

- 免費借用三項鐵人
總會器材； 

- 為學員個別設計訓
練程及訓練時間
表； 

- 外聘教練協助 

 C5 籃球學會(女) 余啟明老師 
· 技術訓練 
· 體能鍛練 
· 小組比賽 

聯課活動日 不限 20 全免  

 C6 壁球學會 麥炳良老師 
1. 技術訓練 
2. 球例介紹 
3. 學界比賽 

聯課活動日 全校 20 $80 自備球拍，費用用於
聘用教練及租場 

 C7 田徑學會 黃家傑老師 參加學界及區際比賽 
逢星期二(4-6pm)
及星期四

(3:20-5:20) 

對田徑有興趣的同
學 不限 全免 有需要時會星期六練

習 

服務 D1 紅十字青年團 蔡婉珊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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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社區各類型活動。 

聯課活動日 中一至中七 30 全免 隸屬香港紅十字會，
須穿制服。 

 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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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紮營等野外技能 
d. 每學年至少一次露營活動 

逢星期四 
(包括聯課日活動) 中一至中四 20-25 全免 

用作舉行活動時的開
支 (如購買物料之用
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