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2017-2018年度課外/聯課活動簡介】 

一. 【學術組】                                                                                                                                

  學會名稱 顧問老師 舉行形式及日期 舉行活動地點 活動內容簡介 招募會員資

格 
招募會員人

數 會費 

1 
「中國文化知多

少」小組 

林梅珠*、吳巧嬋、林崢、

陳嘉愉、黃賢重、黃華英、

杜志強、何美珍、陳玉如 
聯課活動 (A) 420,414,413,412,

411,410,306,407 室
透過活動及影片，讓學生認識中國文化

並透過小組討論加以深化 中五 81 免費 

2 旅遊與款待學會 陳德威*、鍾捷紅 聯課活動 (A) 不定 旅遊業實務介紹 (烹飪培訓調配) 中四、中五 12 $40 

3 English Pop 
Culture Club 譚志基*、Oliver 聯課活動 (B) 424 室 

To expose students to a wide variety of 
English Pop culture to arouse their interest 
in English  

中二、中三、

中六 11 免費 

4 
日本動漫 
研究學會 謝增發*、梁文輝 聯課活動 (A) 511 室 

深度介紹日本幾套出色動漫歷史、 
劇情、人物分析和當中的特別意思 
(去年曾參與的同學優先考慮) 

中一至中六 8 免費 

5 
英語電影 
欣賞小組 劉瑞霞*、文翠芬 聯課活動 (A) 110 室 透過欣賞英語電影及活動認識西方文化 中一至中六 16 免費 

聯課活動 (A) – 固定形式，全年集會同一批學生參與       聯課活動 (B) – 轉換形式，全年集會每次不同學生參與 

 

 

二.【服務組】 

 學會名稱 顧問老師 舉行形式及日期 舉行活動地點 活動內容簡介 招募會員資格 招募會員人數 會費 

6 學生會 申玉超*、霍紹波、 
黃靜慧、陳嘉愉 課外活動：全年 學校 培養學生自治及領導能力、發展團體及 

民主精神 中一至中六 8-15 人 
學生會幹事 免費 

7 
圖書館管理員

培訓班 吳蕙芳 課外活動： 
上課天 圖書館 管理圖書館秩序及協助借還圖書 中一至中六 30 人 免費 

8 
少年警訊學會

(氣槍射擊) 陳憲潮*、何智星 聯課活動 (A) 律己樓 
天台 / 521 室 

實用射擊：學習使用及保養氣手槍，並且進

行不同的射靶練習 中一至中六 16 人 $30 

9 影音支援隊 鄭炳良*、郭婉恩 課外活動：不定 立人堂 指導學生設定校內影音設備，培訓學生參 有責任及有興 10 人 免費 



 學會名稱 顧問老師 舉行形式及日期 舉行活動地點 活動內容簡介 招募會員資格 招募會員人數 會費 
與比賽及協助學校攝影工作 趣的同學 

聯課活動 (A) 甄選 10 人 

10 
升學就業輔導

學生小組 譚志基 課外活動： 
每月一至兩次 304B 室 讓高年級同學接收最新的升學及就業資

訊，並將資訊帶給班中同學 中四至中六 11 人 免費 

11 UNICEF Club 劉冠亨 課外活動 
不定期 502 室 舉辦不同有關兒童權利的活動 全校 8 人 免費 

聯課活動 (A) – 固定形式，全年集會同一批學生參與       聯課活動 (B) – 轉換形式，全年集會每次不同學生參與 
 

三.【藝術組】 

 學會名稱 顧問老師 舉行形式及日期 舉行活動地點 活動內容簡介 招募會員資格 招募會員人數 會費 

12 生活小趣味班 陳明姬*、黃美明 聯課活動 (B) 家長資源中心 
/ 511 室 

帶領學生進行不同趣味活動、例如小食 
製作、手工藝、藝術創作及欣賞 中一至中三 8 人 免費 

13 戲劇組 鍾捷紅 課外活動： 
星期五 立人堂/123 室 參加戲劇節比賽，培養合作團隊精神 

戲劇及演出培訓、話劇排練 中一至中六 25 人 免費 

14 卡拉 OK 組 林仲華*、何國輝 聯課活動 (A) 123 室 唱歌減壓、娛樂為主 中四 8 人 免費 

15 皮革 DIY 小姐 黃靜慧*、黎慧敏 聯課活動 (A) 405 室 製作皮革用品及裝飾，藉此減壓及 
互相分享 中二至中四 8 人 免費 

16 工藝品製作班 胡裕星 聯課活動 (A) 006 室 透過活動令學生對工藝品加深興趣及認識 中一至中六 10 人 $20 

17 DIY 興趣班 甄靄齡*、胡卓欣 聯課活動 (B) 223 室 製作不同趣味 DIY 中一至中六 10 人 免費 

18 手作坊小組 梁惠霞*、潘潔華 聯課活動 (B) 508 室 DIY 製作小物品，增添生活趣味  中一至中六 15 人 $20 

19 
夏威夷小結他

體驗班 劉冠亨*、郭婉婷 聯課活動 (A) 504 室 透過音樂建立自信，促進身心健康和快樂，

培養與人合作精神，並最少學懂 3 首曲目
中一至中六 8 人 免費 

 
聯課活動 (A) – 固定形式，全年集會同一批學生參與       聯課活動 (B) – 轉換形式，全年集會每次不同學生參與 

 
 

四. 【體育組】 



 學會名稱 顧問老師 舉行形式及日期 舉行活動地點 活動內容簡介 招募會員資格 招募會員人數 會費 

20 壘球隊 何樹顯*、楊健文 
聯課活動 (B) 

操場 認識壘球基本技巧及參加比賽 
中一、中四、

中六 12 人 
免費 

課外活動：星期一 中一至中六 20 人 

21 田徑及越野隊 霍紹波 課外活動： 
星期六 

元朗大球場 
及大棠 訓練參加學界比賽 選拔 80 人 免費 

22 保齡球隊 霍紹波 課外活動： 
星期五 屯門保齡球場 訓練參加學界比賽 選拔 20 人 免費 

23 
足球隊 

(甲、乙、丙組) 盧日高*、胡裕星 課外活動：星期三 操場/球場 群體活動、發揮潛能、參加比賽 選拔 20 人 免費 

24 籃球隊 霍紹波*、林仲華 
聯課活動 (B) 

操場/室內場 籃球訓練及參加比賽 
中一至中六 10 人 

免費 課外活動： 
星期二、四、五 選拔 60 人 

25 游泳隊 霍紹波 課外活動：不定 屯門泳池 訓練參加學界比賽 選拔 20 人 免費 

26 羽毛球隊 霍紹波 
聯課活動 (B) 

立人堂 羽毛球訓練及參加比賽 
中一至中六 10 人 

免費 
課外活動：星期三 有學界 

比賽經驗 20 人 

27 運動攀登學會 申玉超 課外活動 
不定 

校內攀石場/ 
天水圍攀石場 介紹及培訓運動攀登及參加比賽 中一至中六 不限 免費 

28 空手道學會 黃靜慧 課外活動： 
逢星期五 123 室/屯門道場 介紹空手道及培訓學生參加比賽 中一至中六 不限 免費 

29 健體學會 申玉超 課外活動： 
逢星期一 健身室 介紹健體的知識，培養良好健體的習慣及

使用的器械的安全方法 中一至中六 20 人 免費 

聯課活動 (A) – 固定形式，全年集會同一批學生參與       聯課活動 (B) – 轉換形式，全年集會每次不同學生參與 
  



五.【興趣組】 

 學會名稱 顧問老師 舉行形式及日期 舉行活動地點 活動內容簡介 招募會員資格 招募 
會員人數 會費 

30 天文學會 楊健文 課外活動： 
不定 104 室 天文講座、觀星活動及舉辦天文營 對天文有興趣 20 人 免費 

31 創新科技學會 黃耀坤*、鄒志輝、

鄧智光 

聯課活動 (B) 
006 / 033 室 

透過參加科技比賽増強學生的自信心、舉辦科技

工作坊及參觀科技展覽會、操作激光機及 3D 打

印機 
中一至中六 

30 人 
免費 課外活動： 

逢星期五 30 人 

32 電腦圖像興趣班 鄒天祥*、李繼敏 聯課活動 (B) 311 室 應用 Flash 製作動畫、網頁製作、圖像視像編輯 中一至中三 15 人 免費 
33 科學電影興趣小組 劉世安*、夏興偉 聯課活動 (B) 302 室 透過電影欣賞，增加科學興趣及進行實驗 中一至中六 10 人 免費 

34 Board Game Club 趙壁鈿*、盧日高 聯課活動 (A) 202C 室 對「大富翁」和「scrabble」說「不」!，來體驗一

些新奇好玩及不一棣的桌上遊戲 中一至中六 10 人 免費 

35 食出新「主」意小組 黃吉耀、許潤生 聯課活動 (A) 暖笠笠天地 

一連 5 次的活動，期望透過食材的預備、烹飪過

程中，學習溝通、關心及了解美食的辛勞、製作

出美味的食品，來服事別人，同時又考驗自己的

烹飪的能力，發掘自己的潛能。 

全校 9 人 免費 

36 
水質、空氣及 

光污染監察小組 余曉敏*、李秉洪 聯課活動 (B) 校外 / 414 室 讓同學了解香港的水、空氣及光污染情況及學習

使用儀器量度各類數據 中三及中四  10 人 免費 

37 甜甜圈製作班 李巧恩*、吳蕙芳 聯課活動 (B) 221 室 製作可愛甜甜圈 中一至中三 9 人 免費 
38 拼圖樂 許皓琳*、譚淑貞 聯課活動 (B) 221 室 分享拼圖樂趣，增添生活趣味 全校 8 人 免費 

39 mBot 機械車 戚文鋒*、林駿封 聯課活動 (B) 402 室 運用 mBot 機械車及 ipad 學習編程(Coding)的基

本概念 中一至中四  12 人 免費 

40 看電影認識自己 張詠欣*、方慧聰 聯課活動 (A) 513 室 透過觀賞不同類型電影，以輕鬆方式認識自己 中四、中六 10 人 免費 
41 「智能長者」青少年

科技大使計劃 劉冠亨*、關海怡 聯課活動 (A) 校外 / 003 室 透過社區考察及長者探訪，了解長者需要，促進

跨代貧窮 全校 15 人 免費 

聯課活動 (A) – 固定形式，全年集會同一批學生參與       聯課活動 (B) – 轉換形式，全年集會每次不同學生參與 
聯課活動集會日期：3/11/2017(五) 第 5 節，12/1/2018(五)， 9/2/2018(五)， 20/4/2018(五)及 18/5/2018(五) 的第五節及第 6 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