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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學生事務通告(2017 – 2018 年度)第 10 號 

有關 2017-2018 學會報名事宜 
 

  敬啟者：本校將於本年度舉行一連串的學會活動，使同學能善用餘暇，參

與有益身心的活動。 
 
  學會報名和各學會簡介已刊在附頁上，同學可按自己的興趣選擇參加，得

到家長同意後，填妥學會活動報名表，將回條一併交回班主任。如報名人數超

額，同學未能參與某項活動，則會由負責老師按其學會特定準則挑選，入選名

單將於一週後公佈，屆時將派發學會錄取確認信予 貴子弟，供家長參考。 
 
  已被接納參加學會活動的同學，才可進行有關活動。同學是有責任準時出

席，並要遵從負責老師的指示及安排。參加同學如需缺席集會，須填寫學生手

冊，闡明原因，家長簽署，以茲證明。如長期缺席集會者，當自動放棄學會會

籍。如有任何疑問，可致電2441 7100 向校方或負責老師聯絡查詢。 
 

  此致 
貴家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校長 
 張建新謹啟 
 
 
 
二零一七年九月八日 
 
注意事項： 
1. 初中學生必需報最少兩個 
2. 高中學生必需報最少一個 
3. 留意活動時間，避免相撞 
4. 球隊代表(校隊)隊員必須填寫所屬學會 
5. 不參加者必須交回回條，方便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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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2017-2018年度學生活動一覽表】 

 

 學會名稱 內容 活動時間/地點 負責老師 對象 

學

術 
類 

1.中文學會 提高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和興

趣。 
星期三放學 
4:30-5:30，410 室 

倫佩微老師 全校學生 

2.英文學會 活動包括：話劇、朗誦、出版刊

物、寫作及圍棋等。教授一些合

唱英文歌曲技巧等活動，並提供

演出機會。 

逢星期四午膳 1:15 
至 1:45， 
多媒體學習室 

羅潔玲老師 
Mr. MURRAY 

全校學生 

3.數學學會 學習一些趣味及益智數學，歡迎

男女同學參加動腦筋。 
逢單周星期三 
4:30-5:30，310 室 

劉鳴老師 全校學生 

4 商科學會 學習基本商業理論，並進行實習

活動。 
逢雙周星期一放學 
4:30-5:30，410 室 

黎玉嬋老師 修讀商科

同學優先 

5.科技學會 將科技融入日常生活當中，讓科

技變得更有趣味。 
每月第一及第二個

星期二 4:15-5:30，
設計與應用科技工

場 

梁衛進老師 全校學生 

6.科學學會 提高學生對科學的認識和興趣。 每個月第二個星期

三，最後一個星期

四的午膳進行， 
實驗室 

莊安琪老師、 
柳志浩老師、 
饒志彬老

師、胡家俊老

師 

全校學生 

7.音樂學會 學習一些樂理、流行樂隊和結他

等樂器，優先欣賞音樂會包括中

樂、西樂、舞蹈和歌劇。 

逢星期一， 
4:30-6:30 
音樂室。 

邵敏華老師 全校學生 

8.家政學會 教授烹飪一些有創意時尚菜式及

設計時裝等活動。 
逢星期二， 
1:00-2:00，家政室 

吳詠欣老師 20人 

9.美術學會 通過舉行一些輕鬆有趣的工藝創

作活動，希望對美術有興趣的同

學發揮個人創作潛能及全面認識

美術的世界，懂得用視覺藝術形

式去表達自己，加強溝通能力，

加深認識自己。 

每月第二及最後一

個星期三

4:30-5:30， 
視覺藝術室 

李燕容老師 全校學生 

10.電腦學會 學習不同編寫程式軟件，立體動

畫製作，電腦繪圖和立體打印，

編程機械人，智能家居等。 

逢星期三(單周) 
1:15-1:50，資訊科

技研習中心 

盧耀光老師 20人 

11.時事學會 設計問答遊戲、製作壁報、報導

時事 
逢雙周星期四 
4:30-5:30，304 室 

陳覺慈老師 10人 

http://www2.hongai.edu.hk/~m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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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會名稱 內容 活動時間/地點 負責老師 對象 

體 
育 
類 

12.足球學會 
 

學習基本球技，並從中挑選較佳

球員，參與學界比賽。 
逢星期二，四

4:30-6:30， 
可藝足球場 

鍾純正老師 全校男生 
20人 

13.羽毛球學會 
 

提高學生羽毛球球技，並從中挑

選較佳球員，參與羽毛球比賽。 
逢星期四，

4:30-6:30，禮堂。 
張美恩老師 20 人 

14.田徑學會 學習基本田徑技術，並從中挑選

較佳運動員，參與學界及聯校比

賽。 

逢星期五，晚上

7:00-9:00 
張美恩老師 全校學生 

15.長跑學會 培養同學長跑運動的習慣，過程

中強化同學意志和堅毅精神。 
逢星期二、四，早

上午 7:30 -8:25。 
張美恩老師 全校學生 

16.健體學會 學習基本健美之道及認識健身器

械等知識。 
逢星期一至五， 
午膳 1:15-1:45 
放學 4:30-6:30， 
可藝健身室。 

鍾純正老

師，林尉瑜老

師 

全校學生 

17.攀石學會 學習基本攀石技巧，考取 level 
one 攀石証書，並從中挑選較佳

學生考取 level two 攀石証書。 

逢星期三，

4:30-6:30， 
可藝石場。 

鍾純正老師 15 人 

18.籃球學會 學習基本球技，並從中挑選較佳

球員，參與學界比賽。 
逢星期二 
4:30-6:30， 
可藝籃球場 

鍾純正老師 全校男生 
15人 

19.排球學會 學習基本球技，選合初學者為

佳。 
逢星期一、三，

4:30-6:30， 
排球場 

張美恩老師 全校學生 

興 
趣 
及 
服 
務 
類 

20.校園小記者 負責採訪和拍攝學校活動花絮，

專訪校內外人物。 
逢星期二午膳

1:20-1:55， 
地下講學室 

湯泰方老師 全校學生 

21.讀書會 
 

培訓學生閱讀大使，協助籌辦各

類型閱讀活動。 
每月最後一個星期

三，1:15-1:45， 
圖書館 

賴慧文老師 全校學生 

22.射擊學會 只要喜愛槍械，男女都可，讓同

學知道槍械的保養,使用時注意

地方，正確使用方法，及定期會

有一次野戰遊戲，讓同學感覺到

如戰埸的經歷。 

逢星期四，

4:30-6:30，天台。 
 

鍾純正老師 20 人 
 

23.獅藝學會 學習獅藝及國術，參與公開比賽

及接受邀請表演助慶。 
逢星期二，

4:30-6:30，禮堂 
姚德成老師 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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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會名稱 內容 活動時間/地點 負責老師 對象 

興 
趣 
及 
服 
務 
類 

24.戲劇學會 教授一些角色扮演技巧，劇本創

作，舞台技巧等活動。參與校際

戲劇比賽，觀賞不同類型戲劇演

出。(有外聘導師教授) 

逢星期三，

4:30-6:00， 
學生活動中心 

李燕容老師 20人 

25.雜耍學會 外聘導師到校教授雜耍技巧，包

括：扯鈴、拋波、轉碟等。學有

所成後，同學可以在校內外參加

表演節目，增強個人自信心。 

逢星期二，

4:30-6:30， 
學生活動中心 

楊少娟老師 全校學生 

26.可藝電視台 
 

提供對攝影及錄像有興趣的同學

一個學習及發展的平台。 
逢雙周星期三

4:30-5:00，510 室 
何裕昌老師 全校學生 

27.舞蹈學會 舞蹈學會結集一班喜愛跳舞同

學，同學依舞蹈老師指導，將不

同 Style 的舞種編成一隻舞蹈，

包括型格化、new style 及較女性

化的 jazz funk，並編排舞蹈參加

表演和比賽。(外聘導師到校教

授) 

逢星期四，

4:30-6:00，學生活

動中心 

楊少娟老師 20人 

28.小提琴學會 外聘導師教授基本小提琴技巧和

演奏，同學均可以在校內外參加

表演節目，增強個人自信心。 

逢星期三 
4:30-6:00 
 

簡慧玲老師 5-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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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年度【學生活動】報名回條 
  敬覆者：頃接來函，知悉 貴校聯課活動組將舉行本學年之學會活動，本人* 同意 / 不同意

讓 敝子弟參與下列學會活動。 
 

種類 活動名稱 “” 優先次序(如:1、2、3) 

學 
術 
類 

1.中文學會   

2.英文學會   

3.數學學會   

4 商科學會   

5.科技學會   

6.科學學會   

7.音樂學會   

8.家政學會   

9.美術學會   

10.電腦學會   

11.時事學會   

體 
育 
類 

12.足球學會   

13.羽毛球學會   

14.田徑學會   

15.長跑學會   

16.健體學會   

17.攀石學會   

18.籃球學會   

19.排球學會   

興 
趣 
類 
及 
服 
務 
類 

20.校園小記者   

21.讀書會   

22.射擊學會   

23.獅藝學會   

24.戲劇學會   

25.雜耍學會   

26.可藝電視台   

27.舞蹈學會   

28.小提琴學會   

  此覆 
可藝中學張校長 

 家長姓名：＿＿＿＿＿＿＿＿＿＿＿   家長簽署：＿＿＿＿＿＿＿＿＿＿＿ 

 學生姓名：＿＿＿＿＿＿＿＿＿＿＿   班  別：＿＿＿＿＿＿＿＿＿＿＿ 

 電  話：＿＿＿＿＿＿＿＿＿＿＿   日  期：＿＿＿＿＿＿＿＿＿＿＿ 
*請刪去不適用者，並於 9 月 11 日(一)或之前交校務處 Emma 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