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2 0 1 4 - 2 0 1 5年度課外活動一覧表  

 
 

編號 

 

學會名稱 

 

負責老師 集會日期 集會地點 會費 會員人數 活動簡介 

1 A01  生物學會 彭景耀 星期二 生物室 (409 室) $10 60 
學習欣賞生命，認識人類與其他生物的關係。曾舉辦的活動包括：觀賞中華白海豚、製作標本、葉脈書簽、海洋公

園一日遊、生態遊、解剖白老鼠、青蛙等。 

2 A02  化學學會 梁國權 星期五 化學室 (508 室) $10 40 學習化學科知識及化學實驗。 

3 A03  中文學會 李露虹*，王翠霞 星期二 103 室 $10 40 提高會員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及興趣，活動包括參觀、比賽、興趣班等。 

4 A04  電腦學會 孔慶麟 星期五 502 室 $10 30 提高會員對電腦的認識及興趣，活動包括：參觀、比賽、興趣班等。中一至中三。 

5 A05  經濟學會 韓詠研 星期五 403 室 $10 30 提高學生對經濟科的興趣，活動包括參觀、比賽、研習班等。 

6 A06  Gavel Club 高敏*，陳仲施 星期二 203 室 $10 35 Do you want to speak English confidently in Public？ Don’t hesitate and  join us now！ 

7 A07  地理學會 王瑞珍*，趙麗華  星期二 地理室 (312 室) $10 40 
提高學生對地理科的興趣，曾舉辦活動包括地理實地考察、參觀、觀賞多媒體資訊、多媒體資料分享、校內定向

等。歡迎同學參加。 

8 A08  通識學會 蔡創 星期二 204 室 $10 40 通過遊戲、問答比賽、參觀等各類型活動，啟發同學對身邊事物的興趣，從而擴闊視野。 

9 A09  數學學會 李建銘 星期二 206 室 $10 不限 透過各類型的遊戲，與同學分享數學的趣味。 

10 A10  物理學會 邱俊光 星期二 物理室 (411 室) $10 40 提高同學求知的興趣，增進物理的知識，應用於日常生活。舉辦的活動包括實驗、遊戲、比賽、製作等。 

11 B01 美術學會 蕭秀慧 星期二 美術室 (112 室) $10 25 設若干興趣小組，製作視覺藝術科課堂以外的美術創作、手工藝品等。 

12 B02 閱讀學會 陳淑儀 星期二 G10 室 $15 40 會員可參加閱讀小組，並策劃分享閱讀經驗活動，從而推動校內閱讀氣氛。本會也會舉辦參觀公共圖書館活動。 

13 B03 棋藝學會 鄭芷鈴 星期二 205 室 $10 30 透過各種棋藝活動，訓練同學思考，分析判斷和解難能力。本會也會介紹新式棋類遊戲，擴闊同學視野。 

14 B04 中文講演學會 馬思敏*，程婉雯 星期二 407 室 $10 30 
通過講演技巧的介紹及實習，培養同學的自信、主動性、思維邏輯、說服力、組織能力、應變能力等。中文講演學

會的活動主要是以工作坊的形式出現，保證既富教育性，又趣味泱然！高、初年級皆宜！ 

15 B05 舞蹈學會 王美恩 星期二 602 室 
$180 -

250 
30 

課程將由來自台灣的現代舞名師教授，同學可自願參加表演/比賽，學校更會保送同學參加各種獎學金甄選。那是一

種不需要華麗舞台，精緻舞衣，唯通過肢體語言，希望觀眾連舞者呼吸也能感受得到的舞蹈。無論男女，無須任何

舞蹈基礎， 只要你熱愛舞蹈，即可參加! 全年 8 堂  

16 B06 辯論學會 
羅芳 (初中) 

駱佩瑩(高中) 
星期五 G09 室 $10 40 想訓練思維？想訓練口才？又想玩遊戲？來參加辯論學會，懸疑刺激的偵探遊戲和各種辯論活動等着你！  

17 
B07 English Drama 

Club 

Mrs Michele Roberta 

Walters 
Tuesday G09 室 / Hall - 20 

Join the Drama Club if you want to: have FUN! develop CONFIDENCE, improve the sound of your English and 

PERFORM in front of others (e.g. singing, dancing etc… ). All students are welcome! 



18 B08 園藝學會 陳若韻 星期五 G07 室 $15 40 
美化校園工作，學習種植知識，參觀有機農場，農田生態追蹤。品嘗花茶，果醬製作，自製香薰，有機清潔劑，讓

我們親近大自然。歡迎任何年級同學參加！ 

19 

B09.1 音樂欣賞組 李翠玲 星期五 
音樂室 (111 室) 

及 104 室 
$10 不限 B08.1：透過遊戲，音樂欣賞等去認識音樂、享受音樂。 

B09.2 歌唱技巧組 

李翠玲*，曾美玲 

外聘導師 

 

星期二 音樂室(111 室) 

每四堂學

費$200-

300（視

乎參加  

人數而

定） 

20 

B08.2：此為無伴奏合唱（A Cappella）課程，訓練學生對節奏、和聲及聆聽等基本音樂能力，學生亦能學到和唱及

Beatbox 的技巧。（凡報名參加的學生須經試音合格，方可成為會員。試音日期容後通知。） 

             *此活動由 2014 年 10 月 1 日至 2015 年 8 月 31 日止，一經報名及被取錄，不得中途退出。人數 15 人或以 
              上方可成班。 

B09.3 結他組 

 

星期二 

 

下午 

3:30-4:30 

或 

4:30-5:30 

 

由導師        
分配 

206 室 

每四堂學

費$250-

350（視

乎參加  

人數而

定） 

20 

B08.3：學習彈奏結他（學生需自備樂器；如需演出、比賽或考試，須加班練習；學校長假期須回校練習。） 

             *此活動由 2014 年 10 月 1 日至 2015 年 8 月 31 日止，一經報名及被取錄，不得中途退出。人數 12 人或以
上方可成班；  

B09.4 小提琴組 105 室 

B08.4：學習拉奏小提琴（學生需自備樂器；如需演出、比賽或考試，須加班練習；學校長假期須回校練習。） 

             *此活動由 2014 年 10 月 1 日至 2015 年 8 月 31 日止，一經報名及被取錄，不得中途退出。人數 12 人或以
上方可成班 

B09.5 古箏組 106 室 

B08.5：學習彈奏古箏（學生需自備樂器；如需演出、比賽或考試，須加班練習；學校長假期須回校練習。） 

             *此活動由 2014 年 10 月 1 日至 2015 年 8 月 31 日止，一經報名及被取錄，不得中途退出。人數 12 人或以
上方可成班；  

20 B10 體育學會 黎家添，梁華，王美恩 星期二 操場及 6 樓 - 40 讓同學透過參與體育活動及遊戲，強健體魄，擴濶社交圈子，舒緩生活壓力。 

21 B11 游泳學會 梁華     星期五 城門谷游泳池 
$150-

200 
20 學習及改善各項泳式，藉此強健體魄，享受游泳的樂趣，達至身心健康。 

22 B12 短片及攝影學會 林浩驊 星期二 209 室 $10 30 
攝影器材越趨普及，攝影已經成為生活的一部份。短片及攝影學會是一個集合喜愛拍攝活動的同學，一同學習短片

製作及攝影技巧，共同創作。  參加者需自備攝影器材(不接受使用手機拍攝)。 

23 C01 公益少年團 潘詠儀*，陳潔芝 星期二 禮堂 $10 50 有義賣盆栽、探訪老人院、清潔郊野公園等公益活動。間中需要於星期六出席會議。 

24 C02 升旗隊 韓志坤 星期二 操場 - 30 透過學習升旗及有關禮儀，增進同學的自律性、責任感及互相尊重精神。 

25 C03 女童軍 潘明慧*，林浩慧 星期五 
407 室及 

6 樓活動空間 
$20 50 

女童軍透過不同的戶內戶外活動，如露營、急救班、藝術欣賞及社會服務等，培養出良好的品格，勇於接受挑戰，

發揮個人潛能，學習與人相處。有志充實自己的女同學，快加入女童軍的大家庭吧！ 

26 C04 國際少年服務團 何秀蘭*，周美華 星期五 407 室 $10 50 透過各項活動，如探訪老人院、籌款、攤位等活動，讓同學認識服務社會的重要性。 

27 C05 少年警訊 陳婉雯*，簡頌欣 星期五 G10 室/602 室 $10 50 
會員可參加少年警訊主辦的各類參觀及活動。活動包括：仁濟慈善行、各類比賽及訓練班等。透過參與活動，發揮

助人自助的精神。。 

28 C06 童軍 李嘉輝*，梁挺楓 星期五 
402 室及 

6 樓活動空間 
- 50 野外求生、戶外活動、先鋒工程、原野認識、多次露營等。年齡由 12-16 歲,不接納 14 歲半或以上新團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