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2020 年度慈幼中學小學部餘暇活動班之項目及編排概況  

一、二年級之活動項目 
體育類 文娛康樂類 

編號 項目 負責老師 上課時間 編號 項目 負責老師 
上課時

間 
編號 項目 負責老師 上課時間 

S07 武術 B班 李駿發 

星期六 

10:00- 

11:35 

A08 
趣味珠心算 A班 
(P2 未學珠心者) 

協會導師 

星期

六 

10:00

- 

11:35 

A19 
益智摺紙班 

P2 
馬少芬 

星期五   

16:00- 

17:35 

S08 跆拳道興趣 B班 協會導師 
A20 95分鐘環遊世界 林倩怡 

A21 趣味輕黏土 黃靜如 

S09 少兒街舞興趣 B班 林穎怡 A12 魔力橋 江佩貞 
A23 科學探究班 温詠兒 

S10 兒童拳擊 B班 蕭自康 A26 閱讀樂滿 Fun 林譪琪 

A24 兒童畫 俞卓穎 

A25 英語作文班 施加惠 

A11 輕黏土 B班 陳嘉敏 

備註：(1) 部分項目按實際需要收取材料費。(*趣味珠心算班，需購買珠心算工具包$210) 

      (2) 以下項目，已被老師選入校隊或其他項目的同學才可填寫： 

          S02 足球興趣班,   S04 花式跳繩隊,  S05 田徑培訓 D 班 

 

 

 

 



2019~2020 年度慈幼中學小學部餘暇活動班之項目及編排概況  

三至四年級之活動項目 
體育類 文娛康樂類 

編號 項目 負責老師 上課時間 編號 項目 負責老師 上課時間 編號 項目 負責老師 上課時間 

S06 乒乓球興趣班 
李建達 

譚家燊 

星期六 

 10:00- 

11:35 

 

A06 iPad繪圖班 李可如 

星期六   

10:00- 

11:35 

A13 讀樂樂 陳小紅 

星期五 

16:00- 

17:35 

S07 武術 B班 李駿發 A07 小提琴 B班 洪永健 
A14 摺紙班 施玉蘭 

A15 中文集誦 A班 陳元鳳 

S08 跆拳道興趣 B班 協會導師 

A09 
趣味珠心算 B班
(P3未學珠心者) 

協會導師 
A16 中文集誦 B班 羅玉華 

S09 少兒街舞興趣 B班 林穎怡 
A17 中文集誦 C班 胡鳳娥 

A18 棋藝班 陳燕瑩 

S10 兒童拳擊 B班 蕭自康 

A10 輕黏土 A班 陳嘉敏 
A19 益智摺紙班(P3) 馬少芬 

S11 劍擊 B班 區卓明 

S21 籃球興趣班 莫敬輝 A22 司儀訓練班 李幼儀 

S15 
乒乓球培訓班 

(P4) 

李建達 

譚家燊 

星期二 

16:30-18:00 

星期六 

8:15-9:50 

A12 魔力橋 江佩貞 

A25 英語作文班 施加惠 

A32 遊戲互動思考(P4) 黃小梅 

備註：(1) 部分項目按實際需要收取材料費。 

          (*趣味珠心算班，需購買珠心算工具包$210) 

          (*小提琴班同學需於第一堂向導師查詢購買小提琴事宜。) 

      (2) 以下項目，已被老師選入校隊或其他項目的同學才可填寫： 

          S01 足球培訓 D 班,  S02 足球興趣班,  S03 短跑隊,  S04 花式跳繩隊,  S14 籃球培訓 D 班,  

          A01 歌詠團,  A02 童軍,  A03 慈青若望同樂會,  A04 慈青沙維豪同樂會 



 

2019~2020 年度慈幼中學小學部餘暇活動班之項目及編排概況 

五至六年級之活動項目 
體育類 文娛康樂類 

編號 項目 負責老師 上課時間 編號 項目 負責老師 上課時間 編號 項目 負責老師 上課時間 

S15 乒乓球培訓班 
李建達 

譚家燊 

星期二 

16:30-18:00 

星期六 

8:15-9:50 

A05 
創作特攻隊 

(電腦) 
鄭珮瑜 星期六   

8:15 

- 

9:50 

A31 模型班 鄧振宇 

星期五 

16:00- 

17:35 

S16 武術 A班 李駿發 

星期六 

8:15-9:50 

A30 小提琴 A班 洪永健 S17 跆拳道興趣 A班 協會導師 

S18 少兒街舞興趣 A班 林穎怡 

S19 兒童拳擊 A班 蕭自康 

A29 話劇班 張迪奇 

星期六 

13:00- 

14:35 

A32 遊戲互動思考 黃小梅 

S20 劍擊 A班 區卓明 

備註：(1) 小提琴班同學需於第一堂向導師查詢購買小提琴事宜。 

      (2) 以下項目，已被老師選入校隊或其他項目的同學才可填寫： 

           S01 足球培訓 D 班,  S02 足球興趣班,  S03 短跑隊,  S04 花式跳繩隊,  S12 足球培訓 C 班, 

           S13 排球培訓 D 班,  S 14 籃球培訓 D 班 

           A01 歌詠團,  A02 童軍,  A27 慈青鮑思高同樂會,  A28 慈青伯多祿同樂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