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慈幼中學小學星期五課餘活動編排表 

活動項目  
上課 

地點 
上課時間 負責老師 

P3慈青沙維豪同樂會  
3A+聖若瑟修院+

華道角 
星期五   15:50-17:25 李幼儀 

P4慈青若望同樂會  
4C+聖若瑟修院+

華道角 
星期五   15:50-17:25 陳靜儀 

P5慈青鮑思高同樂會  
5B+聖若瑟修院+

華道角 
星期五   15:50-17:25 周靜儀 

P6慈青伯多祿同樂會  
6C+聖若瑟修院+

華道角 
星期五   15:50-17:25 陳思敏 

始事故人來  3C 星期五   15:50-17:25 陳小紅 

視覺藝術大全  6B 星期五   15:50-17:25 李溢慧 

話劇初班  4B 星期五   15:50-17:25 陳美蓮 

遊戲互動思考  6A 星期五   15:50-17:25 黃小梅 

走進舞蹈班  5A 星期五   15:50-17:25 梁詩慧 

P1慈青雷嗚道同樂會  
1A+聖若瑟修院+

華道角 
星期五   16:00-17:35 張麗雅 

P2慈青盧華同樂會  
1C+聖若瑟修院+

華道角 
星期五   16:00-17:35 譚小華 

紙筆學倉頡  2A 星期五   16:00-17:35 李漪君 

創意手工 DIY  2C 星期五   16:00-17:35 陳采妮 

智力遊樂場  2B 星期五   16:00-17:35 馮愛冰 

趣味科學  1B 星期五   16:00-17:35 温詠兒 

繪本共讀工作坊  2D 星期五   16:00-17:35 林志艷 

魔力橋初班  4A 星期五   16:00-17:35 江佩貞 

田徑培訓 D班  五樓活動空間 

星期一 16:30-18:00                          

星期三 16:30-18:00                                        

星期五 16:00-17:35 

姚彥至 

田徑培訓 C班  

五樓活動空間/

小學天台/ 

外借場地 

星期二 16:30-18:00                 

星期五 16:00-17:35                           

星期六 08:30-10:00    

盧梓維 

籃球培訓 D班  
小學天台/ 

中學操場 

星期三 16:45-18:30                   

星期五 16:45-18:30                                         

星期六 10:00-11:35 

莫敬輝 

足球培訓 C班  

中學操場/ 

小學天台/ 

外借場地 

星期二  16:45-18:15                                                                  

星期五  16:45-18:15 
嚴偉安   吳兆恆 

 

 

 



慈幼中學小學部星期六課餘活動編排表 

活動項目  
上課 

地點 
上課時間 負責老師 

小提琴 A 班  3D 星期六   08:10-09:45 協會導師 

校園小記者 A班  4D 星期六   08:10-09:45 羅兆峰 

素描 A班  5D 星期六   08:10-09:45 陳嘉敏 

葡文 A班  3C 星期六   08:10-09:45 陳嘉晴 

趣味珠心算 A班  2D 星期六   08:10-09:45 珠心算協會導師 

少兒街舞興趣 A 班  5A 星期六   08:10-09:45 協會導師 

足球興趣班  天台操場 星期六   08:10-09:45 嚴偉安 

兒童踢拳 A班  5C 星期六   08:10-09:45 協會導師 

武術 A班  五樓活動空間 星期六   08:10-09:45 李駿發 

跆拳道興趣 A班  6A 星期六   08:10-09:45 陳培穎 

劍擊 A班  五樓活動空間 星期六   08:10-09:45 區卓明 

籃球興趣班  天台操場 星期六   08:10-09:45 莫敬輝 

小提琴 B 班  3D 星期六   10:00-11:35 協會導師 

素描 B班  2C 星期六  10:00-11:35 陳海晴 

動手動腳學音樂  2B 星期六  10:00-11:35 程議毅 

趣味珠心算 B班  2D 星期六  10:00-11:35 珠心算協會導師 

魔力橋中班  4A 星期六  10:00-11:35 江佩貞 

乒乓球興趣班  五樓活動空間 星期六  10:00-11:35 李建達    陳浩麟 

校園小記者 B班  4D 星期六  10:00-11:35 羅兆峰 

葡文 B班  3C 星期六  10:00-11:35 陳嘉晴 

兒童踢拳 B班  5C 星期六  10:00-11:35 協會導師 

少兒街舞興趣 B 班  5A 星期六  10:00-11:35 協會導師 

武術 B班  五樓活動空間 星期六  10:00-11:35 李駿發 

跆拳道興趣 B班  6A 星期六  10:00-11:35 陳培穎 

劍擊 B班  五樓活動空間 星期六  10:00-11:35 區卓明 

乒乓球培訓班  五樓活動空間 

星期三  16:35-18:05                          

星期四  16:35-18:05                              

星期六  08:10-09:45 

李建達   陳浩麟 

歌詠訓練@小小歌唱

家 
 小學禮堂 

星期一、二 16:30-17:30              

星期六   08:15-10:15 
楊家瑩、何伯宏 

田徑培訓 C班  

五樓活動空間/

小學天台/ 

外借場地 

星期二  16:30-18:00                 

星期五  16:00-17:35                           

星期六  08:30-10:00      

盧梓維 

軟式排球班  
小學天台/中學

操場 

星期三  16:30-18:00                                                   

星期六  10:00-11:35 
盧梓維 

足球培訓 D班  
小學天台/中學

操場/外借場地 

星期一、四   16:45-18:15  

星期六   10:00-12:30 
嚴偉安、吳兆恆 

mailto:歌詠訓練@小小歌唱家
mailto:歌詠訓練@小小歌唱家


籃球培訓 D班  
小學天台/ 

中學操場 

星期三 16:45-18:30                   

星期五 16:45-18:30                                         

星期六 10:00-11:35 

莫敬輝 

花式跳繩班  
中學禮堂或 

小學禮堂 

星期一   16:30-18:00                

星期六   11:45-13:20 
羅倩儀、馮偉豪、郭淑儀 

創作特攻隊(電腦)  中學電腦室 星期六  11:45-13:20 鄭珮瑜 

話劇班  中學部課室 星期六 13:00-14:35 張迪奇 

童軍  
五樓活動空間/

天台操場 
星期六   14:00-16:00 薛嘉倫 

排球培訓 E班  天台/中學操場 
星期四  16:30-18:30                     

星期六  15:00-17:00  
何浚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