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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樹渠紀念中學  
2016-2017 課外活動一覽表  (中一 ) 

課外活動堂 (星期五 ) 中一至中四必須出席  
(上學期 ) 9 月 23 日，10 月 7、14、21、28 日，11 月 11、25 日、12 月 2 日  
(下學期 ) 1 月 20 日，2 月 10、17、24 日，3 月 3、10、24 日，4 月 28 日，5 月 5、12 日  
 
制服團隊  
編號  活動名稱  導師 /老師  簡介  集會日期及時間  集會地點  會員資格  全年費用  

F01 交通安全隊  *吳其均、鄭殷傑、 
羅耀宗、許順欣  

隸屬香港交通安全會西九龍區第 55 隊，日

常活動包括紀律、步操及技能訓練、服務及

聯誼活動。  

星期五課外活動堂
3:45 – 4:45 

110、111 室  
排球場、籃球場  中一至中五  $20(會費 ) 

$450(制服 ) 

F02 男童軍  *謝耀明、禤寶健、 
趙汝邦、陳恩榮  

香港童軍深水埗東區第 70 旅，活動包括禮

儀、步操訓練、遠足、繩結、野外烹飪及社

會服務。  

星期五課外活動堂
3:45 – 4:45 

210、211 室  
排球場、籃球場  中一至中五  $50(會費 ) 

$300(制服 ) 

F03 女童軍  *姚賽珊、黃秉欣、 
連佩怡、周寶紅  

本校為西九龍 41 隊，透過技能學習培養女

學生發展潛能，成為有責任感的世界公民。
星期五課外活動堂

3:45 – 4:45 
108、109 室  

排球場、籃球場  中一至中五  $50(會費 ) 
$400(制服 ) 

F04 紅十字會  
青年團  

*陳美玲、許安宜、 
陳正文、楊詠渝  

青年團第 85 團宗旨是服務社會、救急扶

危、尋找自我。團員學習急救，護理、防火，

繩結及步操等知識。  

星期五課外活動堂
3:45 – 4:45 

208、209 室  
排球場、籃球場  中一至中五  $30(會費 ) 

$600(制服 ) 

F05 步操樂隊  *葉啟明、劉慧彤、 
(黃柏勝 ) 

本校步操樂隊為香港步操管樂協會成員，樂

隊常被邀請作公開表演及參加校際比賽，甚

獲好評。  

星期五課外活動堂
3:45 – 4:45 

星期三 4:30 – 7:00 

禮堂 (星期三 )、
514、614 室  中一至中五  $200(會費 ) 

 
 
其他星期五活動  
編號  活動名稱  導師 /老師  簡介  集會日期及時間  集會地點  會員資格  全年費用  

F06 非華語  
學生活動  

*陳柳羨、嚴忠敏、  
MR. BOND 

向非華語學生提供一連串生活化趣味活

動，提高學生學習中文的興趣。  
星期五課外活動堂

3:45 – 4:45 英文角  (104 室 ) 中一至中五  
非華語學生  免費  

F07 棋盤  
遊戲組  *楊華、李慧敏  透過不同類型的棋盤遊戲，訓練學生溝通

能力及邏輯思維能力。  
星期五課外活動堂

3:45 – 4:45 308 室  中四 (非團隊 )
至中五  $20 

F08 校園福音  
團契  

*謝德俊、林國修、  
葉啟明、(外聘導師 ) 

透過詩歌、專題活動、趣味查經、遊戲等

方式，讓學生認識真理、反思生命。  
星期五課外活動堂

3:45 – 4:45 309 室  中四 (非團隊 )
至中五  免費  

F09 多元智能  
訓練班  *周楚孝、葉婷蔚  向學生提供體能訓練，提升學生的紀律和

服從性。  
星期五課外活動堂

3:45 – 4:45 體操室  中一至中四  免費  

 
 
中一樂器體驗班 (星期三 ) 
(上學期 ) 10 月 5、12、26 日，11 月 2、9、16、23、30 日，12 月 7 日  
(下學期 ) 2 月 15、22 日，3 月 1、8、22、29 日，4 月 5、12、26 日、5 月 10、17 日  
編號  活動名稱  導師 /老師  簡介  集會日期及時間 名額  集會地點  會員資格  全年費用  

W01 電子琴  *楊加茵  
(外聘導師 ) 讓同學學習基本樂理、視頻和彈奏技巧  星期三  

3:00 – 4:00 6-8 待定  中一  免費  

W02 結他班  *楊加茵  
(外聘導師 ) 

教授結他基本彈奏及伴奏技巧，學員能以結他伴唱

歌曲。  
星期三  

3:00 – 4:00 10-15 待定  中一  免費  

W03 夏威夷小結

他班  
*楊加茵  

(外聘導師 ) 

夏威夷小結他的體積小，方便攜帶。課程讓學生學

習彈奏技巧及基本樂理，讓學員享受自彈自唱的樂

趣。  

星期三  
3:00 – 4:00 10-15 待定  中一  免費  

W04 手鐘班  *楊加茵  
(外聘導師 ) 

手鐘音樂源自英國的教堂鐘樓音樂，需要由一班人

合作演奏。它能訓練個人音樂技巧和體驗團隊精神。 
星期三  

3:00 – 4:00 14-16 待定  中一  免費  

W05 古箏班  *楊加茵  
(外聘導師 ) 

講授古箏的背景知識和基本演奏技巧，包括古箏演

奏的基本指法、相關理論以及古箏的視譜技能，亦

會彈奏多首經典古曲。  

星期三  
3:00 – 4:00 8-10 待定  中一  免費  

W06 中國鼓  * 楊加茵  
(外聘導師 ) 透過團體合奏，  訓練學生的節奏感和合作技巧  星期三  

3:00 – 4:00 8-12 待定  中一  免費  

 
 
其他課外活動  
體育校隊  
編號  活動名稱  導師 /老師  簡介  集會日期及時間  集會地點  會員資格  全年費用  

SP01 籃球校隊  周楚孝  
(劉子禮 ) 

參與大、小型籃球比賽，使學生從中學習積

極之體育精神，並從籃球運動獲得成功感，

學懂「勝不驕、敗不餒」的態度。  

星期一 ,三  
3:35 – 5:30pm 

籃球場 /界限街室

內運動場  中一至中五  $500 

星期二 3:35 – 5:30pm SP02 足球校隊  梁建成  
(湯振東 ) 

建立有紀律、有自信的足球團隊，加強體能

及技術訓練，讓隊員之間建立良好關係。  星期六 10:00am – 12:00nn 花墟足球場  中一至中五  $500 

SP03 欖球校隊  周楚孝  
(外聘導師 ) 

讓隊員發展運動潛能，提高自信心，獲取更

多比賽經驗和培養團結合作精神。  
星期一 ,三  

3:35 – 5:30pm 大坑東球場  中一至中五  $500 

SP04 曲棍球  
校隊  

葉婷蔚  
(外聘導師 ) 

透過比賽及訓練，建立團隊精神，取長補短，

強化學生的表現，以永不放棄的精神達成自

己的夢想。  

星期一 ,三  
3:35 – 5:30pm 

排球場 /界限街曲

人造草場  中一至中五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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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3:35 – 5:30pm SP05 劍撃校隊  周楚孝  

(外聘導師 ) 
學習基本劍擊技巧，培養及提升學生身體協

調、個人自信心及上學時集中精神的能力。 星期六 11:30am – 1:30pm 體操室 /排球場  中一至中五  $800 

SP06 乒乓球  
校隊  

周楚孝  
(外聘導師 ) 

學員接受專業訓練，全面強化技術，提升在

面對逆境時的心理質素。  
星期四   

3:35 – 5:30pm 體操室  中一至中五  $300 

SP07 街舞校隊  周楚孝  
(外聘導師 ) 

街舞是藝術與體育結合的活動，展現隊員的

動態美感，培養合群性，對身心健康大有幫

助。  

星期三   
3:35 – 5:30pm 體操室  中一至中五  $500 

 
 
學術類  
編號  活動名稱  導師 /老師  簡介  集會日期及時間  集會地點  會員資格  全年費用  

A01 朗誦組  *葉啟明、黃桂秋  本校歷年朗誦比賽成績優異，由本校老師訓

練學生，幫助學生提升說話能力。  
不定期  

全年最少十次聚會  中文角 (105 室 ) 中一至中

五  
$120 

(報名費 ) 

A02 辯論組  *葉啟明、張文娟  
由本校老師訓練組內學生，包括思考的能

力、說話的技巧和提升學生的應變能力等，

更會代表本校參加學界的辯論比賽。  

不定期  
全年最少十次聚會  中文角 (105 室 ) 中一至中

五  免費  

A03 英文學會  *謝潔雲、秦禮婷  
由英文科老師帶領學會幹事，舉辦不同的英

文活動，幫助學生提升英語的能力，如午間

英語廣播、英文歌唱比賽等。  

不定期  
全年最少十次聚會  英文角 (104 室 ) 中一至中

五  免費  

A04 數理學會  *吳詠瑜、王素芬  由數學及理科老師帶領學會幹事，舉辦各種

趣味活動，如魔力橋比賽、數理雙週等。  
不定期  

全年最少十次聚會  

數學角 (103 室 )、
物理實險室 (302

室 ) 

中一至中

五  免費  

 
 
表現藝術類  
編號  活動名稱  導師 /老師  簡介  集會日期及時間  集會地點  會員資格  全年費用  

P01 戲劇組  
*葉啟明、黃啟祥、  

方浩智、林秀娟、  (查國

林 ) 

由本校老師及外聘導師訓練，並參加學界比

賽，歷來成績優異。  
不定期  

全年約二十次聚會

中文角 (105 室 )/ 
地理室 (504 室 )/禮堂

中一至中五  免費  

P02 英語  
戲劇組  

*黃啟祥、梁珊君、

MR.BOND、 (楊麗詩 ) 
英語戲劇是一種很好的方法讓同學接觸英

文，增強運用英語溝通的信心。  
不定期  

全年約二十次聚會
地理室 (504 室 ) 中一至中五  免費  

P03 演藝  
培訓班  

*黃啟祥  
(葉加茵 ) 

由本校老師及外聘導師教授學生有關表演

藝術的技巧，由編、導及演各方面培訓學

生。  

星期一 (17/10 開始 )
全年約二十次聚會

地理室 (504 室 ) 中二至中五  免費  

P04 爵士舞班  *黃啟祥、方浩智、  
(馮家敏 ) 

訓練肌肉耐力  、平衡力及協調、意志及反

應、柔軟度和有助心肺功能健康。  
不定期  

全年約二十次聚會
體操室  中一至中五  $400 

P05 歌詠團  *楊加茵  由本校音樂科老師教授及訓練學生，代表學

校參加學界比賽。  
不定期  

全年最少十次聚會
音樂室 (201 室 ) 中一至中五  免費  

P13 校園  
電視台  

*張偉賢、衛 茼、  
賴偉倫、黃文瀚  

以學界最先進的器材報道本校各樣大型活

動，並將學生的表現記錄下來，以及訪問外

來嘉賓名人。  
待定  校園電視台  中一至中五  免費  

 
 
服務類  
編號  活動名稱  導師 /老師  簡介  集會日期及時間  集會地點  會員資格  全年費用  

S01 學生會  *鍾世澤、胡詠欣、  
陳天禮  

本校學生最高權力的組織，是學生和校方溝通

的橋樑，並舉辦各樣的比賽和活動，如歌唱比

賽、文具售賣等。  

不定期  
全年最少十次聚會

多用途活動室  中三至中六  免費  

S02 四社聯會  

*周楚孝  
吳詠瑜、賴偉倫 (紅 ) 
畢淑筠、曾志生 (黃 ) 
王素芬、曾   嶸 (藍 ) 
冼佩玲、鄭殷傑 (綠 ) 

由本校老師挑選適合的學生擔任四社的幹

事，安排及推行各類型的活動給全校學生，如

運動會、社際球類比賽等。  

不定期  
全年最少十次聚會

多用途活動室、禮

堂、籃球場、排球場
中三至中六  免費  

S03 體育學會  *周楚孝、葉婷蔚  
由本校體育科老師帶領學會幹事舉辦各種班

際體育比賽，以及協助舉辦大型活動如陸運會

等。  

不定期  
全年最少十次聚會

體育部、  
多用途活動室  中一至中五  免費  

S04 少年警訊  *方浩智  
目標為培訓少訊會員具備條件成為社會未來

領袖。引導少訊會員互相激勵打擊青少年罪

案。  

不定期  
全年最少十次聚會

體育部、  
多用途活動室  中一至中五  免費  

S05 公益  
少年團  *梁建成  公益少年團的目標是為青少年提供學校課程

以外的教育，藉此提高他們的公民責任感。  
不定期  

全年最少十次聚會

體育部、  
多用途活動室  中一至中五  免費  

 
註 : 有*為該課外活動的負責老師， ( )內為外聘導師。如有任何有關課外活動的問題，請聯絡方浩智主任或黃啟祥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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