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2017 年度餘暇活動課總表(週五項目) 

20150915_VR7 

類別 編

號 
名稱 時間 地點 統籌導師 

學藝類 1.  口風琴初級班 星期五 16:20-17:50 F1A 課室 謝恩光 

體育類 2.  現代舞 A 班 星期五 16:20-17:30 思高樓會議室 盧曉薇 

體育類 3.  跆拳道校隊班 
星期二 4:20-5:30 

星期五4:20-5:30 
雨天多功能室 吳子豪 

體育類 4.  排球甲組校隊班 
星期三 17:45-19:10 

星期五 17:45-19:10 

雨天操場 

嗚道樓操場 
黃明祥 

體育類 5.  排球乙組校隊班 
星期三 17:45-19:10 

星期五 17:45-19:10 

雨天操場 

嗚道樓操場 
何永俊 

體育類 6.  柔道校隊班 星期五 16:20-17:50 雨天多功能室 Aquino da Silva 

學藝類 7.  中文部歌詠團 A 班 星期五16:20-17:50 納德樓音樂室 何卓毅 

學藝類 8.  英文部歌詠團 星期一三五16:20-17:50 明我樓音樂室 葉健俊 

學藝類 9.  戲劇初級班 星期五16:20-17:50 小禮堂 譚淑霞 

體育類 10.  拳擊訓練班 星期五18:00-20:00 拳舍 張偉 

學藝類 11.  知識競賽班 星期五 16:20-17:50 F2A 李奇均 

學藝類 12.  手藝製作中級班 星期五 16:20-17:50 F2D 朱幗雄 

學藝類 13.  微電影錄像拍攝班 星期五16:20-17:50 F2C 黃家熙 

學藝類 14.  
木吉他班 

(需自備吉他) 
星期五 16:20-17:50 自修室 葉智勇 

學藝類 15.  國際象棋高級班 
星期四16:20-17:50 

星期五 16:20-17:50 
初一丁 國象總會 

學藝類 16.  醫療培訓班 星期五 16:20-17:50 初一丙 梁嘉俊校醫 

學藝類 17.  韓語初級班 星期五 16:20-17:50 F2B KIM SUNG JIN 

體育類 18.  保齡球班 星期五 16:20-17:50 佳景樂園 梁子權 

體育類 19.  冰上曲棍球班  星期五 16:20-17:50 佳景樂園 梁子權 

體育類 20.  籃球甲組校隊班 星期一至五 16:20-17:50 雨天操場 
葉康成、牟建鑫 

王少容 

體育類 21.  籃球乙組校隊班 星期一至五 16:20-17:50 鳴道樓操場 
葉康成、牟建鑫 

王少容 

體育類 22.  羽毛球校隊班  
星期二 16:20-17:50 

星期五 16:20-17:50 
千禧館 姚競悠 

體育類 23.  乒乓球校隊 A 班 
星期二 16:20-17:50 

星期五 16:20-17:50 
舊圖書館 曾海華 

體育類 24.  體能強化 B 班 星期五 17:45-19:15 體育活動中心 蔡作晃 

學藝類 25.  葡語培訓班 星期五16:15-17:35 F1D Nuno 

 



2016-2017 年度餘暇活動課總表(週六項目) 

20150915_VR7 

類別 編

號 
名稱 時間 地點 統籌導師 

服務類 1.  童軍 星期六14:00-17:00 明我樓操場 許健鴻 

服務類 2.  WEWA 義工服務隊  星期六 09:20-11:20 自修室 劉建安 

學藝類 3.  書法初級班 星期六 11:00-12:30 納德樓美術室 楊鏡生 

體育類 4.  現代舞 B 班 星期六 11:00-12:30 思高樓會議室 盧曉薇 

體育類 5.  曲棍球初級班 
星期一 16:20-17:50 
星期六 11:00-12:30 

足球場 賈峰 

體育類 6.  柔道初級班 星期六 09:20-10:50 雨天多功能室 Aquino da Silva 
學藝類 7.  中文部歌詠團Ｂ班 星期六 09:20-10:50 納德樓音樂室 何卓毅 

學藝類 8.  日本語言和文化初級班 星期六 09:20-10:50 初一丙課室 林庭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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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藝類 10.  花式搖搖班 星期六 09:20-10:50 R1室 簡家偉 

學藝類 11.  攝影強化班 星期六09:00-12:00 F2C 課室 鄭佳琦 

體育類 12.  排球初級班 星期六 09:20-10:50 雨天操場 何永俊 

體育類 13.  籃球初級 A 班 星期六 09:20-10:50 嗚道樓操場 袁錦志 
體育類 14.  籃球初級 B 班 星期六 09:20-10:50 雨天操場 牟建鑫 

體育類 15.  射擊訓練班 星期六 09:20-10:50 明我樓8樓天台 林浩然 

體育類 16.  足球初級班 星期六 09:20-10:50 足球場 梁子權 

體育類 17.  羽毛球初級班 星期六 09:20-10:50 千禧館 李萬坤 

體育類 18.  手球初級班 星期六 09:20-10:50 明我樓操場 黎浩明 

體育類 19.  田徑長跑初級班 星期六 09:20-10:50 校外場地 吳漢賢 

體育類 20.  花式跳繩校隊班 星期六 10:30-12:30 聖堂前地 陳嘉祺 
學藝類 21.  手藝製作初級班 星期六 11:00-12:30 初一戊課室 朱幗雄 

學藝類 22.  日本語言和文化中級班 星期六 11:00-12:30 初一丙課室 林庭希 

學藝類 23.  國際象棋中級班 星期六 11:00-12:30 初一丁課室 國象總會 

學藝類 24.  魔術初級班 星期六 11:00-12:30 初一己課室 陳俊業 

體育類 25.  跆拳道初級班 星期六 11:00-12:30 雨天多功能室 吳子豪 

體育類 26.  乒乓球初級班 星期六 11:00-12:30 舊圖書館 曾海華 

體育類 27.  田徑短跑初級班 星期六 9:25-10:50 跑道 鄭振輝 

體育類 28.  壁球初級班 星期六 11:00-12:30 得勝體育中心 李奇均 

體育類 29.  羽毛球中級班 星期六 11:00-12:30 千禧館 李萬坤 

體育類 30.  飛鏢訓練班 星期六 11:00-12:30 健體中心 趙嘉敏 

體育類 31.  飛盤班 星期六 11:00-12:30 明我樓操場 楊家誠 

體育類 32.  劍道初級班    
星期六 11:00-12:30 
 

地址：澳門提督馬路14

號祐順工業大廈10樓 
劍道協會 

體育類 33.  獨木舟班(需懂得游泳) 星期六 11:00-12:30 南灣湖水上活動中心 謝文滔 

體育類 34.  田徑短跑校隊 B 班 
星期一.三 17:00-18:30 
星期六 15:00-16:30 

跑道/校外 歐振傑 

體育類 35.  空手道初級班   星期六 11:00-12:30 思高樓會議室 空手道總會 

體育類 36.  手球甲組校隊班 
星期三 16:20-17:50 
星期六 14:00-16:00 

足球場 黎浩明 

體育類 37.  手球乙組校隊班 
星期三 16:20-17:50 
星期六 14:00-16:00 

足球場 MIGUEL 

體育類 38.  足球甲組校隊班 星期六10:00-13:00 鮑思高球場 
羅偉業、趙志雄 

黎家樂 

體育類 39.  足球乙組校隊班  星期六10:00-13:00 鮑思高球場 
羅偉業、趙志雄 

黎家樂 

體育類 40.  足球守門員校隊班   星期六10:00-13:00 鮑思高球場 黎家樂 

體育類 41.  籃球丙組校隊班 
星期二四 16:20-17:50 
星期六 11:00-12:30 

明我樓操場 葉康成、袁錦志 

學藝類 42.  烏克麗麗初級班 星期六 11:00-12:30 F1A 課室 譚天銘 

 



2016-2017 年度餘暇活動課總表(週五六項目) 

20150915_VR7 

類別 編

號 
名稱 時間 地點 統籌導師 

學藝類 1.  中國國畫培訓班 
星期五 16:20-18:20 

星期六 09:20-10:50 
納德樓美術室 楊鏡生 

體育類 2.  曲棍球校隊班 
星期五 16:20-17:50 

星期六 11:00-12:30 
足球場 賈峰 

學藝類 3.  美術強化班 
星期五16:20-17:50 

星期六 09:20-10:50 
明我樓美術室 胡駿輝 

體育類 4.  街舞培訓班 
星期五16:20-17:50 

星期六 09:20-10:50 
健體中心 鄧子龍 

 



2016-2017年管樂團 

20150915_VR7 

類別 
 

編號 名稱 時間 級別 地點 統籌導師 

人

數

上

限 

月份 

學藝類 1.  96 管樂重奏班 六11:30-13:30 不限 管樂室 梁樂鳴  9-6 

學藝類 2.  104 長笛 五16:15-18:15 不限 課室 高佩儀  9-6 

學藝類 3.  107 雙簧管 五16:15-18:15 不限 課室 區可怡  9-6 

學藝類 4.  106 巴松管 五16:15-18:15 不限 管樂室 梁佩琴  9-6 

學藝類 5.  103 單簧管 五16:15-18:15 不限 課室 高佩群  9-6 

學藝類 6.  105 薩克管 五16:15-18:15 不限 管樂室 呂瀚章  9-6 

學藝類 7.  100 小號 五16:15-18:15 不限 管樂室 梁樂鳴  9-6 

學藝類 8.  101 圓號 五16:15-18:15 不限 管樂室 吳佩意  9-6 

學藝類 9.  102 長號 五16:15-18:15 不限 管樂室 梁健行  9-6 

學藝類 10.  99 上低音號 一13:00-14:00 不限 管樂室 岑嘉倫  9-6 

學藝類 11.  98 大號 五13:00-14:00 不限 管樂室 岑嘉倫  9-6 

學藝類 12.  97 敲擊樂 六09:30-11:30 不限 管樂室 徐榮輝  9-6 

 



2016-2017年弦樂班 

20150915_VR7 

類別 編

號 名稱 時間 級別 地點 統籌導師 

人

數

上

限 

月份 

學藝類 1.  弦樂重奏班 六  09:00-11: 00 不限 弦樂室 V2 洪永健 25 9-6 

學藝類 2.  小提琴初級班 六 12:00-13:00 不限 弦樂室 V2 洪永健 7 9-6 

學藝類 3.  小提琴中級 A 班 六 11:00-12:00 不限 弦樂室 V2 洪永健 7 9-6 

學藝類 4.  小提琴中級 B 班 五16:15-18:15 不限 弦樂室 V3 陸靜雯 7 9-6 

學藝類 5.  小提琴(高中) 四16:15-18:15 不限 弦樂室 V2 洪永健 12 9-6 

學藝類 6.  中提琴班 六 12:00-13: 00 不限 弦樂室 V3 陳嘉詠 4 9-6 

學藝類 7.  大提琴初級班 六 09:00-10: 00 不限 弦樂室 V1 吳慶蕎 4 9-6 

學藝類 8.  大提琴中級班 六 10:00-11: 00 不限 弦樂室 V1 吳慶蕎 4 9-6 

學藝類 9.  大提琴高級班 五 16:15-18:15 不限 弦樂室 V1 梁俊恆 6 9-6 

學藝類 10.  低音大提琴班 六 09: 30-10:30 不限 弦樂室 V3 羅文智 4 9-6 

 

 

 



2016-2017 年度餘暇活動課總表(善會類) 

20150915_VR7 

類別 編

號 
名稱 時間 地點 統籌導師 

善會類 1.  粵華中學輔祭會 星期五 16:20-17:50 明我樓8A 室 Dominique 

善會類 2.  活躍青年 鮑思高善會 A 星期五 16:20-17:50 明我樓8B 室 吳漢賢 

善會類 3.  鮑思高善會 A 星期五 16:20-17:50 R1室 李聯盛 

善會類 4.  鮑思高善會 B 星期五 16:20-17:50 R2室 吳庭廣 

善會類 5.  讀經組 星期五 16:20-17:50 明我樓慈青室 袁妙蓉 

善會類 6.  「奇」工房創意設計組  星期五 16:20-17:50 明我樓宗教室 農韻清 

善會類 7.  希望鬥士 星期五 16:20-17:50 初一己課室 袁妙蓉 

善會類 8.  新世紀福音戰士 星期五 16:20-17:50 初一戊課室 鄭家雪 

 



2016-2017 年度餘暇活動課總表(其他時間) 

20150915_VR7 

類別 編

號 
名稱 時間 地點 統籌導師 

學藝類 1.  園藝初級班 星期二 16:20-17:30 明我樓天台 譚淑霞 

學藝類 2.  積木電腦遊戲班 星期三 16:20-17:50 電腦 B 室 梁瑞堅 

學藝類 3.  模型製作班 星期一 16:20-17:50 明我樓美術室 葉偉濤 

體育類 4.  乒乓球校隊 B 班 
星期一 16:20-17:50 

星期三 16:20-17:50 
舊圖書館 曾海華 

體育類 5.  體能強化 B 班 星期一 17:45-19:15 體育活動中心 蔡作晃 

體育類 6.  足球丙組校隊 A 班 星期日 9:00-12:00 鮑思高足球場 
羅偉業、趙志雄 

黎家樂 

體育類 7.  足球丙組校隊 B 班 星期日 9:00-12:00 鮑思高足球場 
羅偉業、趙志雄 

黎家樂 

體育類 8.  田徑長跑校隊 A 班 
星期一 16:20-17:50 

星期四 16:20-17:50 
校外場地 吳漢賢 

體育類 9.  田徑長跑校隊 B 班 
星期二16:20-17:50 

星期三 16:20-17:50 
校外場地 吳漢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