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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2017-2018 

學校通告(第 34 號) 
課外活動通告  

敬啟者： 

課外活動在向學生提供課外知識及愉快餘暇之餘，學生更可藉此學習做人及處世之正確態

度，以改進個人之人際關係及溝通技巧。此外，學生在策劃與安排活動之過程中，也可培養組織

及領導能力。據此，校方鼓勵學生參與課外活動，同時也呼籲家長鼓勵 貴子弟積極參與課外活動。

校方深信課外活動乃學生成長中不能缺少之項目，此可使學生校園生活更見豐盛。 

 學生參加學校課外活動之規則及報名方法，列寫於下，以供參照。 

 

 學生參加課外活動之規則： 

1. 活動量 

1.1 中一至中三學生必須參加最少一項、最多兩項活動； 

1.2 中四至中六學生可自行決定是否參加活動，且並無享有優先被取錄之權利； 

1.3 為使學生有更全面之發展，本校推行之課外活動分為三大類別（學術性、興趣性及服務性），

詳見附件（一）。所有同學可按其興趣自由選擇參加上述各項活動。 

2. 學生切勿參加兩項同一活動日內舉行之活動；（活動日為星期二及星期五； 時間為下午3時30分至

5時；實行特別時間表日子之活動時間將另行通知；若課外活動負責老師有特別安排，也將會另行

通知。） 

3. 會員細則 

3.1 當已成為某項活動之會員時，不得隨意轉會，並必須出席每次集會，若有要事不能出席，必

須事先向老師申請；無故缺席或行為、態度欠佳者必依校規處分，並影響其操行成績；若最

後仍不改善，校方將通知家長，並作出相關措施。 

3.2 凡參加好學生獎勵計劃之同學必須為活動活躍會員。 

3.3 學生如能成為全年活躍會員者，此資料將會記錄在成績表及學生記錄卡內，這些記

錄有助學生日後升學及就業。 

4. 學生參加課外活動時應抱正確態度，如遵守紀律、守時、合作、負責任、愛惜公物及積極參與等。 

5. 學生如有任何疑問，請向黎家添老師或課外活動組老師查詢。 

  
此致 

貴家長 

 校長 

謝潤明 

2017年 9月 15 日 

------------------------------------------------------------------------------------------------------------------------- 

                                【回  條】                             170915-lkt_pn 

(回條請於 9月 20日或以前收齊並交回校務處) 

 

逕覆者：本人為學生____________________(中______班)(班號：    ）之家長，已閱悉9月15日

有關《課外活動通告》之內容。 

      

    此覆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校長 

 家長或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 

2017年9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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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參加課外活動報名方法：  
 

第一輪報名：2017年9月16日至2017年9月18日  

     〔如需協助，2017年9月18日放學後，同學可到502室報名參加學會活動。〕 

  1. 登入以下網址：http://eclass.twphcymc.edu.hk/ 

  2. 點選「學會報名」  

  3. 選擇「你希望最多參加的學會數目」 

  4. 在「選擇學會」內選擇希望參加之課外活動  

  5.  按「呈送報名資料」  

  6. 登出  
 

第二輪報名：2017年9月23日至2017年9月25日  

         〔如需協助，2017年9月25日放學後，同學可到502室報名參加學會活動。〕 

   在第一輪報名結果公佈之後 : 

 已獲選參加兩個課外活動者，不須再報名。  

 已獲選參加一個課外活動，如只打算參加一個課外活動者，不須再報名；如  

 打算參加兩個課外活動者，只需多選擇一個活動。  

 沒有獲選參加課外活動者，如只打算參加一個課外活動，只需選擇一個活動；

 如打算參加兩個課外活動，需要選擇兩個活動。  

   方法：同上  

    

 在經過兩輪報名之後，倘仍想參加課外活動者，請個別聯絡課外活動導師。 

 

 
 

 

２ 

 

1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2 0 1 7 - 2 0 1 8 年度課外活動一覧表                                   附 件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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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學會 阮文略 星期二 生物室 (409 室) $15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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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公園一日遊、

生態遊、解剖白老鼠、青蛙、提取 DNA 等等。 

2 化學學會 何尚峰 星期五 化學室 (508 室) $10 30 
透過不同實驗及活動，培養學生對化學的興趣，並深化學生的化學概念。本年建議活動包括：焰色測試噴霧、解剖

電池、碘鐘、氫氣球、鑑證科學、雪糕工作坊等。有興趣的會員更可自訂實驗。 

3 中文學會 李露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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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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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lish Society  高敏  星期二 203 室 $10 30 
Polish your English speaking skills;get together and know each other better by playing fun and interesting 

activities, join the English Society! 

6 地理學會 
王瑞珍* 

林雅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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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日語學會 課外活動組 星期二 102 室 

$400-500(視乎參

加人數而定，共 15

堂，包括教材費) 

20 
教授正確發音、寫法和日常實用會話，有系統地打好日語基礎，令學生逐步掌握基本句子的結構，提高閱讀興趣及

會話能力。 

8 通識學會 蔡創 星期二 204 室 $1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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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學會 李建銘 星期二 201 室 $10 不限 透過各類型的遊戲，與同學分享數學的趣味。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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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AYP) 梁華 星期二 202 室 - 不限 
透過參與五科計劃(服務科、技能科、野外鍛鍊科、康樂體育科及團體生活科)，在考取獎章同時，學習挑戰、計

劃、進取和達成目標等元素，達至全人發展。 

12 美術學會 蕭秀慧 星期五 美術室 (113 室) $40 (包括材料費)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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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閱讀學會 陳淑儀 星期二 306 室 $10 40 會員可參與推廣閱活動，分享閱讀經驗及為圖書館服務。 

14 棋藝學會 程婉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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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會日期：10/10/17、14/11/17、5/12/17、30/1/18、6/3/18、24/4/18 

15 舞蹈學會 王美恩 星期二 602 室 $180 -250 30 
透過舞蹈訓練提高同學對 jazz funk 的認識，同時提升同學的節奏感及對身體的掌控能力，並藉上台比賽/表演的機

會加強同學自信心！  

16 辯論學會 楊振東 星期五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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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lish Drama Club 鄧鈞翹 Friday G09 室  - 15 
Want to reduce stress and have some fun? Want to cooperate with schoolmates and do something big? 

Come and join the English Drama Club! It will definitely bring joy into your life! 

18 English Debating Club May Soon Tuesday G09 室 - 30 Speak with confidence & conviction; join us @ the English Debating Club! 



19 園藝學會 陳若韻 星期五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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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HCY40 mini drama 蕭秀慧 星期二 106 室 _ 30 為慶祝學校40周年的特備活動￮ (已招收會員) 

21 魔術學會 課外活動組 星期二 301 室 

$300-400  

(視乎參加人數而

定，共 15 堂，包

括教材費) 

15 
以簡、易、明的方法來講解魔術的基本原理及技巧，幫助學生提升腦部及身體的靈活性，令學生在課堂後可隨時、

隨地表演魔術，為身邊的人帶來無限歡樂，並培養樂觀自信的性格! 

22 

 

古典結他組 

李翠玲* 

曾美玲 

外聘導師 

逢星期二 

下午 3:30-

4:30 

或 

3:30-5:00 

（視乎參加

人數而定） 

105 室 

每四堂學費$250-

350（視乎參加人

數而定） 

12 

學習彈奏古典結他，課堂中導師會教授以勾弦方式演奏不同的樂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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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學年上課時數共 28 小時。）*此活動由 2017 年 10 月 3 日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止，一經報名及被取錄，不得中途退出。人數 6 人或以上方可成班。 

小提琴組 106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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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學年上課時

數共 28 小時。）  *此活動由 2017 年 10 月 3 日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止，一經報名及被取錄，不得中途退出。人

數 6 人或以上方可成班。 

歌唱技巧組 A 

逢星期二 

下午 3:30-

5:00 

音樂室(111 室) 

每四堂學費$200-

300（視乎參加人

數而定）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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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演出、比賽 

，須加班練習；A 組學生全學年上課時數共 27 小時，B 組學生全學年上課時數共 33 小時；A 組學生有機會參加演

出；B 組學生須參加演出及比賽。）*此活動由 2017 年 10 月 3 日至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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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唱技巧組 B 

逢星期五 

下午 3:30-

5:00 

音樂室(111 室) 

及 106 室 

每四堂學費$250-

350（視乎參加人

數而定） 

12 

23 機械人製作學會 課外活動組 星期五 103 室 

$750-850 (視乎參

加人數而定，共 15

堂，包括教材費) 

18 
外聘導師教授製作不同造型的機械人和編寫簡易電腦程式以控制機械人，包括教授伺服摩打觸控感應器、光感應

器、超聲波感應器、發聲及顯示，控制機械人進行各種挑戰包括進行足球大賽、相樸、跑道賽跑、冰球比賽等。 

24 體育學會 黎家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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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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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公益少年團 
潘詠儀* 

馬思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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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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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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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國際少年服務團 
何秀蘭* 

周美華 
星期五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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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少年警訊 
羅芳* 

鄞家慧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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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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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