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22 慈幼小學部星期五餘暇活動編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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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譚小華 

P4慈青若望同樂會  
4B+聖若瑟修院+

華道角 
星期五   15:50-17:25 李幼儀 

P5慈青鮑思高同樂會  
6A+聖若瑟修院+

華道角 
星期五   15:50-17:25 陳靜儀 

P6慈青伯多祿同樂會  
5C+聖若瑟修院+

華道角 
星期五   15:50-17:25 周靜儀 

視藝大全  4D 星期五   15:50-17:25 李溢慧 

棋藝班  4A 星期五   15:50-17:25 羅孝仁 

環遊世界  3D 星期五   15:50-17:25 梁詩慧 

小新聞大世界  5A 星期五   15:50-17:25 羅玉華 

中文朗誦班   4C 星期五   15:50-17:25 高霞 

紙卡創作  3C 星期五   15:50-17:25 李敏珊 

混筆書法班  5D 星期五   15:50-17:25 關翠瓊 

模型班  6D 星期五   15:50-17:25 鄧振宇 

繪畫班  6B 星期五   15:50-17:25 楊寶媚 

P1慈青雷鳴道同樂會  1C+華道角 星期五   16:00-17:35 程議毅 

P2慈青盧華同樂會  3B+華道角 星期五   16:00-17:35 張麗雅 

輕鬆繪畫學英語  2C 星期五   16:00-17:35 陳采妮 

英數基礎班  2A 星期五   16:00-17:35 吳幗鈴 

繪本天地  2B 星期五   16:00-17:35 林藹琪 

智力遊樂場 A班  2D 星期五   16:00-17:35 馮愛冰 

軟式排球 B班  小學天台操場 星期五   16:00-17:35 關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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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18:00                           

星期六 08:10-9:45    

盧梓維 

籃球培訓 D班  
小學天台/ 

中學操場 

星期二 16:45-18:30                   

星期五 16:00-18:00                                         

星期六 10:00-11:35 

莫敬輝 

乒乓球培訓班  五樓活動空間 

星期三  16:30-18:00                          

星期五  16:30-18:00                              

星期六  08:10-09:45 

李建達、李子豪 

 



21-22 慈幼小學部星期六餘暇活動編排表 

活動項目  
上課 

地點 
上課時間 負責老師 

趣味珠心算 A班  2C 星期六   08:10-09:45 陳麗華 

兒童街舞班  5A 星期六   08:10-09:45 協會導師 

手語興趣班  3C 星期六   08:10-09:45 協會導師 

跆拳道興趣 A班  6A 星期六   08:10-09:45 陳培穎 

兒童踢拳 A班  5D 星期六   08:10-09:45 澳門拳藝俱樂部導師 

劍擊 A班  五樓活動空間 星期六   08:10-09:45 區卓明 

中國武術 A班  五樓活動空間 星期六   08:10-09:45 李駿發 

籃球興趣班   小學天台操場 星期六   08:10-09:45 莫敬輝 

足球興趣班  小學天台操場 星期六   08:10-09:45 嚴偉安 

劍道體驗 A班  5C 星期六   08:10-09:45 何逸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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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流行街舞班  5A 星期六  10:00-11:35 協會導師 

跆拳道興趣 B班  6A 星期六  10:00-11:35 陳培穎 

兒童踢拳 B班  5D 星期六  10:00-11:35 澳門拳藝俱樂部 

劍擊 B班  五樓活動空間 星期六  10:00-11:35 區卓明 

中國武術 B班  五樓活動空間 星期六  10:00-11:35 李駿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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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力遊樂場 B班  2D 星期六  10:00-11:35 馮愛冰 

劍道體驗 B班  5C 星期六  10:00-11:35 何逸燊 

數學趣味遊戲  1C 星期六  10:00-11:35 陳遇安 

魔力橋初班  1B 星期六  10:00-11:35 江佩貞 

軟式排球 A班  小學天台 星期六  10:00-11:35 盧梓維 

創作特工隊  中學電腦室 星期六  11:45-13:20 鄭珮瑜 

戲劇班  中學禮堂/課室 星期六  13:00-14:35 梁瑞峰 張迪奇 

童軍  
五樓活動空間/

天台操場 
星期六  14:00-16:00 卓嘉濠 

乒乓球培訓班  五樓活動空間 

星期三  16:30-18:00                          

星期五  16:30-18:00                              

星期六  08:10-09:45 

李建達、李子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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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18:00                         

星期六  08:10-09:45 

盧梓維 

小小歌唱家  小學禮堂 
星期一、二 16:30-17:30 

星期六   08:10-10:10 
楊家瑩 何伯宏 

花式跳繩班  

中學禮堂/ 

小學禮堂/ 

五樓活動空間 

星期一   16:30-18:00   

星期六  10:10-11:45 
羅倩儀 曾潞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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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籃球培訓 D班  
小學天台/ 

中學操場 

星期二 16:30 - 18:30                     

星期五 16:00 - 18:00                      

星期六 10:00 - 11:35  

莫敬輝 

排球培訓班  
天台操/中學操

場 

星期四  16:30-18:30                     

星期六  15:00-17:00  
鄧楚軒 關嘉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