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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會類 1.  慈青輔祭會 星期五 16:25-17:55 只限教友 祭衣房 梁漢邦 20 9-6 

善會類 2.  慈青活躍青年 星期五 16:25-17:55 初中和高中 宗教活動室 吳漢賢 20 9-6 

善會類 3.  慈青鮑思高善會 星期五 16:25-17:55 初中和高中 R1室 李聯盛 20 9-6 

善會類 4.  慈青讀經組 星期三 12:30-14:00 初中和高中 宗教活動室 袁妙蓉 20 9-6 

善會類 5.  慈青「奇」工房手作組 星期五 16:25-17:55 初中和高中 明我樓慈青室 農韻清 20 9-6 

善會類 6.  慈青希望鬥士 A 班 星期五 16:25-17:55 初中和高中 宗教室 袁妙蓉 15 9-6 

善會類 7.  慈青希望鬥士 B 班 星期五 16:25-17:55 初中和高中 宗教室 鍾蔚琳 15 9-6 

善會類 8.  
慈青希望鬥士 C 班（取

消） 
星期五 16:25-17:55 初中和高中 宗教室 岑奕豪 15 9-6 

善會類 9.  慈青新世紀福音戰士 星期五 16:25-17:55 初中和高中 F2A 課室 鄭家雪 20 9-6 

善會類 10.  慈青聖詠團 星期五 16:25-17:55 初中和高中 大聖堂 鄺禮健 20 9-6 

善會類 11.  慈青電影會 星期五 16:25-17:55 初中和高中 納德樓 R2室 Mr.Joseph 20 9-6 

善會類 12.  慈青傳播學會 星期五 16:25-17:55 高中 初一戊課室 葉家祺 10 9-6 

善會類 13.  
慈青品德小先鋒（取

消） 
星期五 16:25-17:55 初中和高中 Ｆ２Ｂ課室 黎德祺 20 9-6 

服務類 14.  童軍 星期六 14:00-17:00 
初中 

(高中旁聽) 

明我樓籃球

場 
許健鴻 25 9-6 

服務類 15.  WEWA 義工服務隊  星期六 9:20-10:50 
初中 

(高中旁聽) 
小禮堂 

黃建民.  

呂明珠 呂小敏 
25 9-6 

體育類 16.  
國際標準舞初級班（取

消） 
星期六 9:20-10:50 初中 校外 

尚澳國際標準

舞蹈協會 
15 9-6 

體育類 17.  國際標準舞中級班 星期六 11:00-12:30 
初中 

(高中旁聽) 
校外 

尚澳國際標準

舞蹈協會 
15 9-6 

體育類 18.  街舞中級班 星期五 16:25-17:50 高中 健體中心 
尚澳國際標準

舞蹈協會 
15 9-6 

體育類 19.  街舞初級班 星期六 9:20-10:50 初中 健體中心 
尚澳國際標準

舞蹈協會 
15 9-6 

體育類 20.  跆拳道校隊班 
星期二 16:25-17:55 
星期五 16:25-17:55 

高中 

(初中旁聽) 
雨天多功能室 吳子豪 15 9-6 

體育類 21.  跆拳道初級班（取消） 星期六 11:00-12:30 初中 雨天多功能室 吳子豪 15 9-6 

體育類 22.  
排球甲組校隊班（取

消） 
星期三 17:45-19:15 
星期五 17:45-19:15 

高中 
雨天操場 

嗚道樓操場 
黃明祥 20 9-6 

體育類 23.  排球校隊班 
星期三 17:45-19:15 
星期五 17:45-19:15 

高中 

(初中旁聽) 
雨天操場 

嗚道樓操場 
關唯 20 9-6 

體育類 24.  排球初級班 星期六 11:00-12:30 初中 雨天操場 關唯 20 9-6 

體育類 25.  曲棍球初級班 星期六 11:00-12:30 初中 足球場 高志華 20 9-6 

體育類 26.  曲棍球校隊班 
星期五 16:25-17:55 
星期六 11:00-12:30 

初中和高中 足球場 高志華 20 9-6 

體育類 27.  柔道初級班 星期六 09:20-10:50 初中 雨天多功能室 廖俊浩 15 9-6 

體育類 28.  柔道校隊班 
星期二 16:25-17:55 
星期五 16:25-17:55 

高中 

(初中旁聽) 
雨天多功能室 陳子維 15 9-6 

體育類 29.  空手道初級班 星期六 11:00-12:30 初中 雨天多功能室 空手道總會 15 9-6 

體育類 30.  射擊訓練班 星期六 09:20-10:50 
初中 

(初三 F3) 

(高中旁聽) 

明我樓8樓天台 林浩然 12 9-6 

體育類 31.  花式跳繩校隊班 星期六 10:30-12:30 
初中 

(高中旁聽) 
聖堂前地 劉嘉樂 15 9-6 

體育類 32.  拳擊訓練班 星期五 18:00-20:00 高中 校外 張偉 15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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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旁聽) 

體育類 33.  壁球初級班 星期六 11:00-12:30 初中 得勝體育中心 李智豪 15 9-6 

體育類 34.  壁球中級班 星期五 16:30-18:00 高中 得勝體育中心 李智豪 15 9-6 

體育類 35.  飛鏢初級班 星期六 11:00-12:30 初中 納德樓 R2室 毛志謙 15 9-6 

體育類 36.  飛鏢中級班 星期六 11:00-12:30 
初中 

(高中旁聽) 
健體中心 趙嘉敏 15 9-6 

體育類 37.  飛盤初級班 星期五 16:25-17:55 
高中 

(初中旁聽) 
鳴道樓操場 湯振華 15 9-6 

體育類 38.  劍道初級班 星期六 11:00-12:30 
初中 

(高中旁聽) 
校外 劍道協會 15 9-6 

體育類 39.  
獨木舟班 

(需懂得游泳) 
星期六 11:00-12:30 
 

初中 

(初三 F3) 

(高中旁聽) 

地址：南灣湖水

上活動中心 
謝文滔 15 9-6 

體育類 40.  保齡球班 星期五 16:30-18:00 

高中 

(高一高二

F4F5) 

(初中旁聽) 

佳景樂園 梁子權 30 9-6 

體育類 41.  冰上曲棍球班 星期五 16:30-18:00 

高中 

(高一高二

F4F5) 

(初中旁聽) 

佳景樂園 梁子權 15 9-6 

體育類 42.  田徑短跑校隊 A 班 
星期二、五 17:00-18:30 

星期六 14:30-15:30 
高中 

(初中旁聽) 
校外 歐振傑 20 9-6 

體育類 43.  田徑短跑校隊 B 班 星期一、三 17:00-18:30 旁聽 校外 歐振傑 20 9-6 

體育類 44.  田徑短跑初級班 星期六 9:25-10:50 初中 校外 歐振傑 20 9-6 

體育類 45.  跨欄與投擲班 取消      

體育類 46.  田徑長跑校隊 A 班 
星期一16:25-17:55 

星期五 18:00-19:30 
高中 校外場地 吳漢賢 20 9-6 

體育類 47.  田徑長跑校隊 B 班 
星期二 16:25-17:55 

星期六 11:00-12:30 
初中 校外場地 吳漢賢 20 9-6 

體育類 48.  田徑長跑初級班 星期六 09:20-10:50 初中 校外場地 吳漢賢 15 9-6 

體育類 49.  健身訓練班 星期五  17:45-19:15 高中 體育活動中心 蔡作晃 15 9-6 

體育類 50.  籃球甲組校隊班 星期一、三、五16:25-17:55 高中 雨天操場 
牟建鑫、袁錦志 

黎家棟 
18 9-6 

體育類 51.  籃球乙組校隊班 
星期二、四 16:25-17:55 

星期六 11:00-12:30 
初中 

(高中旁聽) 
鳴道樓操場 

牟建鑫、袁錦志 

黎家棟 
18 9-6 

體育類 52.  籃球丙組校隊班 
星期二、四 16:25-17:55 
星期六 11:00-12:30 

初中 明我樓操場 
牟建鑫、袁錦志 

黎家棟 
18 9-6 

體育類 53.  籃球初級 A 班 星期六 09:20-10:50 初中 雨天操場 牟建鑫 20 9-6 

體育類 54.  籃球初級 B 班 星期六 11:00-12:30 初中 嗚道樓操場 牟建鑫 20 9-6 

體育類 55.  手球甲組校隊班 
星期五 16:25-17:55 
星期六 14:00-15:30 

高中 
明我樓操場 

足球場 
黎浩明、李沅華 18 9-6 

體育類 56.  手球乙組校隊班 
星期三 17:15-18:45 
星期六 14:00-15:30 

初中 

(高中旁聽) 
足球場 李聯盛 18 9-6 

體育類 57.  手球初級班 星期六 09:20-10:50 初中 明我樓操場 黎浩明、李沅華 20 9-6 

體育類 58.  羽毛球班校隊班 
星期二 17:00-18:30 
星期五 17:00-18:30 

高中 

(初中旁聽) 
千禧館 姚競悠 15 9-6 

體育類 59.  羽毛球初級班 星期六 09:20-10:50 初中 千禧館 李萬坤 15 9-6 

體育類 60.  羽毛球中級班 星期六 11:00-12:30 初中 千禧館 李萬坤 15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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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旁聽) 

體育類 61.  乒乓球校隊 A 班 
星期二 16:25-17:55 
星期五 16:25-17:55 

高中 

(初中旁聽) 
綜合活動室 曾海華 15 9-6 

體育類 62.  乒乓球校隊 B 班 
星期三 16:25-17:55 
星期六 11:00-12:30 

初中 

(高中旁聽) 
綜合活動室 曾海華 15 9-6 

體育類 63.  乒乓球校隊 C 班 
星期一 16:25-17:55 
星期六 09:20-10:55 

初中 綜合活動室 曾海華 15 9-6 

體育類 64.  乒乓球初級班 取消      

體育類 65.  足球甲組校隊班 星期六 10:30-13:00 高中 鮑思高球場 
羅偉業、趙志雄 

黎家樂 
25 9-6 

體育類 66.  足球乙組校隊班 星期六 10:30-13:00 
初中 

(高中旁聽) 
鮑思高球場 

羅偉業、趙志雄 
黎家樂 

25 9-6 

體育類 67.  足球守門員校隊班 星期六 10:30-13:00 
初中 

(高中旁聽) 
鮑思高球場 黎家樂 12 9-6 

體育類 68.  足球丙組校隊 A 班 星期日 9:00-12:00 初中 鮑思高足球場 
羅偉業、趙志雄 

黎家樂 
18 9-6 

體育類 69.  足球丙組校隊 B 班 星期日 9:00-12:00 初中 鮑思高足球場 
羅偉業、趙志雄 

黎家樂 
18 9-6 

體育類 70.  足球初級班 星期六 09:20-10:50 初中 足球場 梁子權 20 9-6 

學藝類 71.  
勁爆劇場和司儀培訓

班 
星期五 16:25-18:25 

高中 

(初中旁聽) 
F1B 課室 戴顯揚 15 9-6 

學藝類 72.  中國國畫培訓班 星期六 09:20-10:50 
初中 

(高中旁聽) 
納德樓美術室 楊鏡生 15 9-6 

學藝類 73.  書法初級班 星期六 11:00-12:30 
初中 

(高中旁聽) 
納德樓美術室 楊鏡生 15 9-6 

學藝類 74.  園藝初級班（取消） 星期二 16:25-17:55 旁聽 明我樓天台 譚淑霞 15 9-6 

學藝類 75.  戲劇初級班 星期五 16:25-17:55 
高中 

(初中旁聽) 
小禮堂 譚淑霞 15 9-6 

學藝類 76.  中文部歌詠團 A 班 星期五 16:25-17:55 高中 納德樓音樂室 何卓毅 60 9-6 

學藝類 77.  中文部歌詠團 B 班 星期六 09:20-10:50 初中 納德樓音樂室 何卓毅 60 9-6 

學藝類 78.  英文部歌詠團 星期一、三、五16:25-17:55 
高中 

(初中旁聽) 
明我樓音樂室 葉健俊 60 9-6 

學藝類 79.  日本語言和文化初級班 星期六 09:20-10:50 初中 初一丙課室 林庭希 15 9-6 

學藝類 80.  日本語言和文化中級班 星期六 11:00-12:30 
初中 

(高中旁聽) 
初一丙課室 林庭希 15 9-6 

學藝類 81.  花式搖搖班 星期六 09:20-10:50 
初中 

(高中旁聽) 
納德樓 R1室 簡家偉 15 9-6 

學藝類 82.  電腦繪圖和積木遊戲班 星期六 09:20-12:30 初中 電腦 B 室 梁瑞堅 15 9-6 

學藝類 83.  電腦海報設計初級班 星期六 09:20-10:50 初中 電腦 C 室 黃達仁 15 9-6 

學藝類 84.  
攝影強化班 

(需自備相機和手提電

腦) 

星期六 09:20-12:30 
初中 

(高中旁聽) 
初一戊課室 袁偉民 15 9-6 

學藝類 85.  美術初級班 星期六 09:20-10:50 初中 納德樓美術室 胡駿輝 15 9-6 

學藝類 86.  美術強化班 
星期五 16:25-17:55 
星期六 11:00-12:30 

初中和高中 
明我樓美術室/ 

納德樓美術室 
胡駿輝 15 9-6 

學藝類 87.  手藝製作初級班 星期六 09:20-10:50 初中 F2D 課室 莫德香 15 9-6 

學藝類 88.  手藝製作中級班 星期五 16:25-17:55 高中 F2D 課室 莫德香 15 9-6 

學藝類 89.  模型製作班 星期六 09:20-12:30 
初中 

(高中旁聽) 
明我樓美術室 葉偉濤 15 9-6 

學藝類 90.  魔術初級班 星期六 11:00-12:30 初中 Ｆ２Ａ課室 陳俊業 15 9-6 

學藝類 91.  知識競賽班 星期五 16:25-17:55 高中 Ｆ1Ｃ課室 李奇均 15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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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藝類 92.  科學模型製作班 星期五 16:25-17:55 高中 F1D 課室 姚凱方 15 9-6 

學藝類 93.  微電影錄像拍攝班 星期五 16:25-17:55 高中 F2C 課室 黃家熙 15 9-6 

學藝類 94.  
木吉他 A 班 

(需自備吉他) 
星期五 16:25-17:55 高中 納德樓自修室 葉智勇 15 9-6 

學藝類 95.  
木吉他 B 班 

(需自備吉他) 
星期六 09:20-10:50 

初中 

(高中旁聽) 
納德樓自修室 陳家灝 15 9-6 

學藝類 96.  國際象棋初級班 星期六 09:20-10:50 初中 初一丁課室 國象總會 15 9-6 

學藝類 97.  國際象棋中級班 星期六 11:00-12:30 
初中 

(高中旁聽) 
初一丁課室 國象總會 15 9-6 

學藝類 98.  國際象棋高級班 星期五 16:25-17:55 高中 初一丁課室 國象總會 15 9-6 

學藝類 99.  醫療培訓班 星期五 16:25-17:55 高中 初一丙課室 梁嘉俊校醫 20 9-6 

學藝類 100.  烏克麗麗初級班 星期六 09:20-10:50 初中 F1A 課室 譚天銘 15 9-6 

學藝類 101.  烏克麗麗中級班 星期五 16:25-17:55 高中 F1A 課室 譚天銘 15 9-6 

學藝類 102.  小提琴(高中) 星期四 16:45-18:15 旁聽 弦樂室 V2 澳門弦樂協會 7 9-6 

學藝類 103.  小提琴中級 B 班 星期五 16:25-18:25 
高中 

(初中旁聽) 
弦樂室 V3 

澳門弦樂協會 
7 9-6 

學藝類 104.  大提琴高級班 星期五 16:25-18:25 
高中 

(初中旁聽) 
弦樂室 V1 

澳門弦樂協會 
7 9-6 

學藝類 105.  小提琴初級班 星期六 09:00-10:00 
初中 

(高中旁聽) 
弦樂室 V2 

澳門弦樂協會 
12 9-6 

學藝類 106.  大提琴初級班 星期六 09:00-10:00 
初中 

(高中旁聽) 
弦樂室 V1 

澳門弦樂協會 
4 9-6 

學藝類 107.  低音大提琴班 星期六 10: 00-11:00 
初中 

(高中旁聽) 
弦樂室 V3 

澳門弦樂協會 
4 9-6 

學藝類 108.  小提琴中級 A 班 星期六 10: 00-11:00 
初中 

(高中旁聽) 
弦樂室 V2 

澳門弦樂協會 
4 9-6 

學藝類 109.  大提琴中級班 星期六 10: 00-11:00 
初中 

(高中旁聽) 
弦樂室 V1 

澳門弦樂協會 
6 9-6 

學藝類 110.  弦樂重奏班 星期六 11:00-13:00 
初中 

(高中旁聽) 
弦樂室 V2 

澳門弦樂協會 
4 9-6 

學藝類 111.  中提琴班 星期六 12:00-13: 00 
初中 

(高中旁聽) 
弦樂室 V3 

澳門弦樂協會 
25 9-6 

學藝類 112.  上低音號 星期一 13:00-14:00 旁聽 管樂室 澳門管樂協會 10 9-6 

學藝類 113.  薩克管 星期四 16:45-18:15 旁聽 管樂室 澳門管樂協會 10 9-6 

學藝類 114.  長笛 星期五 16:25-18:25 
高中 

(初中旁聽) 
R3 澳門管樂協會 10 9-6 

學藝類 115.  雙簧管 星期五 16:25-18:25 
高中 

(初中旁聽) 
R4 澳門管樂協會 10 9-6 

學藝類 116.  巴松管 星期四 16:25-18:25 旁聽 管樂室 澳門管樂協會 10 9-6 

學藝類 117.  單簧管 星期五 16:25-18:25 
高中 

(初中旁聽) 

管樂室 
澳門管樂協會 10 9-6 

學藝類 118.  小號 星期五 16:25-18:25 
高中 

(初中旁聽) 

管樂室 
澳門管樂協會 10 9-6 

學藝類 119.  圓號 星期四 16:25-18:25 旁聽 管樂室 澳門管樂協會 10 9-6 

學藝類 120.  長號 星期五 16:25-18:25 
高中 

(初中旁聽) 

管樂室 
澳門管樂協會 10 9-6 

學藝類 121.  大號 星期五 13:00-14:00 
高中 

(初中旁聽) 

管樂室 
澳門管樂協會 10 9-6 

學藝類 122.  敲擊樂 星期六 09:20-11:30 
初中 

(高中旁聽) 

管樂室 
澳門管樂協會 10 9-6 

學藝類 123.  管樂合奏班 星期六 11:30-13:30 初中 管樂室 澳門管樂協會 60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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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旁聽) 

學藝類 124.  
理化實驗探究高階 A 班 星期六9:50-11:10 或

11:25-12:45 

F6 物理或化學實

驗室 

黃志峰、許嘉豪 30 9-3 

學藝類 125.  
理化實驗探究高階 B 班 星期六9:50-11:10 或

11:25-12:45 

F6 物理或化學實

驗室 

黃志峰、許嘉豪 30 9-3 

學藝類 126.  
理化實驗探究初階 A 班 星期六9:50-11:10 或

11:25-12:45 

F5 物理或化學實

驗室 

黃志峰、許景育 30 9-6 

學藝類 127.  
理化實驗探究初階 B 班 星期六9:50-11:10 或

11:25-12:45 

F5 物理或化學實

驗室 

黃志峰、許景育 30 9-6 

學藝類 128.  
理化實驗探究高階甲班 星期五 4:15-5:35 或 

星期六8:15-9:35 

高三 物理或化學實

驗室 

李嘉駿、陳永強 40 9-3 

學藝類 129.  
理化實驗探究高階乙班 星期五 4:15-5:35 或 

星期六8:15-9:35 

高三 物理或化學實

驗室 

李嘉駿、陳永強 40 9-3 

學藝類 130.  
理化實驗探究初階甲班 星期五 4:15-5:35 或 

星期六8:15-9:35 

高二 物理或化學實

驗室 

李嘉駿、李桂妹 35 9-6 

學藝類 131.  
理化實驗探究初階乙班 星期五 4:15-5:35 或 

星期六8:15-9:35 

高二 物理或化學實

驗室 

李嘉駿、李桂妹 35 9-6 

學生報名注意事項： 
 餘暇活動課是正規課程的一部份，遲到缺席須按校規處理，學員如有缺席必須於三日內辦理的請假

手續。          

 初中級學生必須參與其中一項(週六)餘暇活動課。 

高中級學生必須參與其中一項(週五)餘暇活動課。(高二、高三、F5、F6級理科生除外) 

  

 初中級同學2017年09月18日16時30分至09月21日08時前於本校網上 IT-School 內報名。 

 高中級同學2017年09月19日12時30分至09月21日08時前於本校網上 IT-School 內報名。 

  

 路徑：登入 IT-School 帳號 -> 報名系統 -> 選擇餘暇活動課並登記報名。 

 報名確認名單將於2017年09月27日正門、初中食物部壁布板公佈。 

 正式上課日期為2017年09月29日。 

 各餘暇活動開班與否，學校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校隊項目需經由教練篩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