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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年度 
下學期課後活動一覽表 

(一至六年級適用) 

全年活動(不需再報名) 
活動 詳情 負責老師 
HG4 單輪車班 

Unicycle 
 

內容：本課程由單輪車總會資深教練教授，透過學習獨輪車訓練他們
的協調及平衡，為日後參與各項運動，奠定良好基礎。 

對象：小二至小六                   名額：每班12人 
日期：A班：逢星期一 (全年活動) 
      B班：逢星期五 (全年活動) 
費用：80元 (下學期物資費) 

單輪車總會教
練 
 
聯絡老師： 
何俊賢老師 

A班日期：共11堂 
18/2,25/2,4/3,25/3, 
1/4,8/4,15/4,29/4, 
6/5,20/5,27/5 

B班日期：共10堂 
22/2,8/3,15/3,29/3, 
12/4,3/5,10/5, 
17/5,24/5,31/5 

HG5 詩歌班  
Sing For God 
 

內容：鼓勵初小的學生參與詩歌班，讓學生透過唱歌、學習簡單樂理
來增強音樂知識，並藉此認識基督教信仰。 

對象：小一至小三                     名額：30人 
日期：逢星期一  (全年活動) 
費用：80元 (下學期物資費) 

余潁沁老師 
吳羨彤老師 

日期：共11堂 
18/2,25/2,4/3,25/3,1/4,8/4,15/4,29/4,6/5,20/5,27/5 

HG6 花式跳繩班 

Fun Skipping 

 

內容：本課程讓學生學習正確跳繩基本技術以及不同的花式，包括個
人、雙人及大繩花式，以加強同學對跳繩運動的興趣，以備將
來參加比賽及在不同的場合作出表演。 

對象：小一至小三                    名額：20人 
日期：逢星期二(全年活動) 
費用：80元(下學期物資費) 

 香港花式跳
繩總會教練 
 
聯絡老師： 
蔡寵榮老師 

日期：共13堂 
19/2,26/2,5/3,12/3,26/3,2/4,9/4,16/4,30/4,7/5,14/5,21/5,28/5 

HG7 創藝狂想一族 
Creative Arts 
 

內容: 本課程透過與學生共同創作多元化的藝術作品，設計不同的畫
作，提升學生的創意。 
對象：小一至小三       名額：10 
日期：逢星期一(全年活動) 
      費用：690(下學期共11堂)(下學期教練及物資費用) 

極奇創作室導

師 

聯絡老師： 

余潁沁老師 
日期：共11堂 
18/2,25/2,4/3,25/3,1/4,8/4,15/4,29/4,6/5,20/5,27/5 

HG8 中國舞蹈班 
Chinese Dance 
 

內容：本課程讓學生學習中國舞蹈基本知識以及不同的動作，透過中
國舞蹈訓練學生身體協調及從中享受中國舞蹈的美感，以備將
來參加比賽及在不同的場合作出表演。 

葉導師 

聯絡老師： 

簡彤老師 
A班：逢星期一(全年活動)  
名額：20人 
對象：小一至小三 

B班：逢星期五(全年活動)  
名額：20人 
對象：小四至小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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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495元(下學期教練及物資
費用) 

下學期共11堂 
18/2,25/2,4/3,25/3, 
1/4,8/4,15/4,29/4, 
6/5,20/5,27/5 

費用：450元(下學期教練及物資費
用) 

下學期共10堂 
22/2,8/3,15/3,29/3,12/4, 
3/5,10/5,17/5,24/5,31/5 

 
 
 
下學期活動(需再報名) 
活動 詳情 負責老師 
HG9 桌上群英乒乓

球班 
Table tennis 
class 
 

內容：本課程讓學生學習正確乒乓球技術，內容包括握拍、正反手
發球、撃球及比賽規則，以加強同學對乒乓球運動的興趣和
強化基本功。 

對象：小一至小六               名額：每班各16人 
備註：學校提供球拍及發球機 

日期：A班：逢星期四(P2-P6) 
 B班： 逢星期五(P1-P3) 
上學期已參加同學優先 

費用：A班440元 (11堂)(下學期教練及物資費) 
      B班400元 (10堂)(下學期教練及物資費) 

香港乒乓球總會註冊教練 
 
聯絡老師： 
何俊賢老師 

A 班日期：共 11 堂 
21/2,7/3,14/3,28/3,4/4,11/4, 
2/5,9/5,16/5,23/5,30/5 

B班日期：共10堂 
22/2,8/3,15/3,29/3,12/4, 
3/5,10/5,17/5,24/5,31/5 

HG10 武術班 
Chinese Kung 
Fu 
 

內容：本課程讓學生學習詠春基本技術，內容包括手型、步型、拳
法、同時培養其尊師重道等中國傳統美德及，加強同學的自
律及守規精神。 

對象：小一至小六  (上學期已參加同學優先) 
             名額：每班20人  

陳頌天教練為前香港武術
代表隊成員 
聯絡老師： 
何俊賢老師 

日期：逢星期三(P1-3)共11堂 
20/2,6/3,13/3,27/3, 
3/4,10/4,17/4, 
8/5,15/5,22/5,29/5 
費用：440元 (下學期外聘教練及

物資費) 

B班日期：逢星期四(P4-6)共11堂 
21/2,7/3,14/3,28/3,4/4,11/4 
,2/5,9/5,16/5,23/5,30/5 費
用：480 元 (下學期外聘教練及
物資費) 

HG11 English Club  
 

內容：本課程由本校外籍英語老師設計及教授，以英語進行簡單而
有趣的遊戲及活動，讓學生在輕鬆愉快的環境中學習英語。 

對象：小四至小六                    名額：15人 
日期：逢星期四 
費用：80 元(下學期物資費) 

外籍英語老師 
Mr. Derik 

日期：共11堂 
21/2,7/3,14/3,28/3,4/4,11/4, 
2/5,9/5,16/5,23/5,30/5 

BB1 自煮 小廚師
(區本) 

內容: 本課程為與基督少年軍合辦的活動，讓學生在校內小廚房內
學習烹調簡單菜色，發掘自己不同的天份。 
對象：小四至小六       名額：10 
資格：領取綜援及獲取全津的學生優先取錄 
日期：逢星期三 
費用：全免 

區本計劃機構導師 

聯絡老師： 
邱晞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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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共11堂 
20/2,6/3,13/3,27/3,3/4,10/4,17/4,8/5,15/5,22/5,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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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2 手工藝班
(區本) 

內容: 本課程為與基督少年軍合辦的活動，讓學生接觸及學習不同的手工藝發掘自
己不同的天份及興趣。 
對象：小三至小四       名額：10 
資格：領取綜援及獲取全津的學生優先取錄 
日期：逢星期一 
費用：全免 

區本計劃機

構導師 

聯絡老師： 
何俊賢老師 

日期：共11堂 
18/2,25/2,4/3,25/3,1/4,8/4,15/4,29/4,6/5,20/5,27/5 

BB3 突破生命小

組 

內容詳情: 鼓勵高小學生參與突破生命小組 ，讓學生透過唱詩歌、桌遊、話劇、
歷奇活動、聖經故事來認識基督教信仰和親近主耶穌，並培訓他們成為有良好品行
的少年人。 
對象：小五至小六 
日期：逢星期四（全年活動)  
名額：15人 
費用全免 

負 責 導 師 : 
Ronald 
Leung (恩樂
堂 福 音 幹
事），蘇艶荷 
（恩樂堂義
務同工） 

日期：共11堂 
21/2,7/3,14/3,28/3,4/4,11/4, 
2/5,9/5,16/5,23/5,30/5 

HG12 閃避球 
Dodgeball 
 

內容：本課程讓學生學習正確閃避球基本技術，內容包括、傳球、投擲及閃避及比
賽規則，以加強同學對日運動的興趣和強化基本功 

對象：小四至小六                    名額：24人 
資格：領取綜援及獲取全津的學生優先取錄 

上學期已參加同學優先 
日期：逢星期三 
費用：220 (下學期教練及物資費用) 

閃避球聯會

教練 

聯絡老師： 
何俊賢老師 

日期：共11堂 
20/2,6/3,13/3,27/3,3/4,10/4,17/4,8/5,15/5,22/5,29/5 

BB4 
 

小結他班* 
Ukulele 
For Kids* 
(區本計劃) 
 

內容：此活動為與基督少年軍合辦的活動，教授學生小結他，讓學生從中培養對音
樂的興趣。 

對象：小四至小六              名額： 10人 
資格：領取綜援及獲取全津的學生優先取錄 

上學期已參加同學優先 
日期：逢星期三 
費用：全免 

區本計劃機

構導師 

聯絡老師： 

簡彤老師 

 

日期：共11堂 
20/2,6/3,13/3,27/3,3/4,10/4,17/4,8/5,15/5,22/5,29/5 

BB5 非洲鼓* 
African 
Drum * 
(區本計劃) 
 

內容：此活動為與基督少年軍合辦的活動，讓學生非洲鼓，訓練學生節拍，培養對
音樂的興趣 

對象：小一至小三              名額： 10人 
資格：領取綜援及獲取全津的學生優先取錄 

上學期已參加同學優先 
日期：逢星期三 
費用：全免 

區本計劃機

構導師 

聯絡老師： 

簡彤老師 

日期：共11堂 
20/2,6/3,13/3,27/3,3/4,10/4,17/4,8/5,15/5,22/5,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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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6 籃球班* 
NBA 
Dreamer 
(區本計劃) 
 

內容：此活動為與基督少年軍合辦的活動，本課程讓學生學習正確籃球基本技術，
內容包括運球、傳球、射球及比賽規則，以加強同學對籃運動的興趣和強化
基本功，以備將來參加學界比賽。 

對象：小一至小三                    名額：20人 
資格：領取綜援及獲取全津的學生優先取錄 

上學期已參加同學優先 
日期：逢星期二費用：全免 

區本計劃機

構導師 

聯絡老師： 

何俊賢老師 

日期：共13堂 
19/2,26/2,5/3,12/3,26/3,2/4,9/4,16/4,30/4,7/5,14/5,21/5,28/5 

BB7 功課輔導班
* 
Easy Job* 
(區本計劃) 

內容：此活動為與基督少年軍合辦的活動，為學生進行功課輔導、說話訓練及小組
討論，以鞏固學生的學習基礎。 

對象：小一至小六               名額：每組10人(共6組) 
資格：領取綜援及獲取全津的學生優先取錄 
 
日期：逢星期三： 

A班(P1-P2) 
               B班(P1-P2) 
               C班(P3-P4) 
               E班(P5-P6) 
        
      逢星期一 F班(P5-P6) 
      逢星期二 D班(P3-P4) 
        
費用：全免 

區本計劃機

構導師 

聯絡老師： 
A,B班 
龔凱玲老師 
C,D班 
吳羨彤老師 

E,F 班 

邱晞明老師 

逢星期一  
日期：共11堂 
18/2,25/2,4/3,25/3, 
1/4,8/4,15/4,29/4, 
6/5,20/5,27/5 

逢星期二 
日期：共13堂 
19/2,26/2,5/3,12/3,26/3, 
2/4,9/4,16/4,30/4, 
7/5,14/5,21/5,28/5 

逢星期三 
日期：共11堂 
20/2,6/3,13/3,27/3,3/4, 
10/4,17/4, 
8/5,15/5,22/5,29/5 

BB8 KINBALL( 區
本計劃) 

內容：此活動為與基督少年軍合辦的活動，KINBALL為新興運動，需要同學互相配合，
本課程訓練學生反應及敏捷，同時讓學生學習與人相處。 
對象：小四至小六                    名額：16人 
日期：逢星期五 
資格：領取綜援及獲取全津的學生優先取錄 

上學期已參加同學優先 
費用：全免 

區本計劃機

構導師 

聯絡老師： 

何俊賢老師 

日期：共10堂 
22/2,8/3,15/3,29/3,12/4,3/5,10/5,17/5,24/5,31/5 

BB9 躲避盤* 
Dodgebee 
(區本計劃) 
 

內容：此活動為與基督少年軍合辦的活動，閃避盤為新興運動，結合軟飛盤(飛碟)
及閃避球的運動，本課程讓學生學習正確閃避盤基本技術，內容包括、傳球、
投擲及閃避及比賽規則，以加強同學對日運動的興趣和強化基本功 

對象：小一至小三                   名額：24人 
資格：領取綜援及獲取全津的學生優先取錄 

上學期已參加同學優先 
日期：逢星期三 
費用：全免 

躲避盤聯會

教練 

聯絡老師： 

何俊賢老師 

日期：共11堂 
20/2,6/3,13/3,27/3,3/4,10/4,17/4,8/5,15/5,22/5,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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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G13 棒球班 
Baseball 
for Kids 
 

內容：本課程讓學生學習正確棒球技術，內容包括握棒、撃球及比賽規則，以加強
同學對棒球運動的興趣和強化基本功。 

對象：小一至小三               名額：15人 
備註：學校提供球棒及球 
資格：上學期參與學生優先取錄 
日期： 逢星期四 
費用：495元 (11堂)(上學期教練及物資費) 

棒球總會教

練 

 

聯絡老師： 

何俊賢老師 

日期：共11堂 
21/2,7/3,14/3,28/3,4/4,11/4,2/5,9/5,16/5,23/5,30/5 

HG14 玩轉數學 內容︰ 本課程由資深導師教授，利用數學智力遊戲及動手製作 
       個人智力玩具，提升學生對數學興趣，從互動中改善人際關係，訓練逆境

處理能力，分享增強人際溝通能力和 
       自信心。 
對象︰A班小五至小六        名額︰16 人 

B 班小一至小二        名額︰12人 
C 班小三至小三        名額︰12人 

日期︰逢星期四(11 堂) 
費用︰$350 

 
聯絡老師： 

何佩珊老師 

日期：共11堂 
21/2,7/3,14/3,28/3, 
4/4,11/4,2/5,9/5,16/5,23/5,30/5 

HG15 藝遊世界 簡介：本活動透過不同形式的藝術創作，讓學生發揮他們的創意的同時，亦能認識
世界文化，擴闊眼界，培養學生的世界觀。 
對象：小四至小六          人數：15人 
日期：逢星期四 
費用︰$80 
備註：部分內容會與上學期「五官遊世界」相近。 

蔡靜嫣老師 

李曉彤老師 

日期：共11堂 
21/2,7/3,14/3,28/3,4/4,11/4,2/5,9/5,16/5,23/5,30/5 

HG17 小小科學家 簡介：此活動讓學生動手做不同的小實驗和科學探索活動，提升學生對科學的興
趣，並培養學生對日常事物的觀察力和好奇心。 
對象：小二至小三          名額： 10 
日期：逢星期五 
費用︰$80 
備註：課程內容與上學期相同 

李曉彤老師 

日期：共10堂 
22/2,8/3,15/3,29/3,12/4,3/5,10/5,17/5,24/5,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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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G18 「零歷之路」

正向心理小組 

簡介：此活動讓學生透過小組活動，認識自我及培養正面樂觀的價
值觀。 
對 象:小五至小六學生          人 數:16 人 
日期：逢星期三                
費用：全免 

新福事工協會導師 

聯絡老師： 

歐陽麗萍老師 

日期：共11堂 
20/2,6/3,13/3,27/3,3/4,10/4,17/4,8/5,15/5,22/5,29/5 

BB10 校園小記者* 

(區本計劃) 

Reporter@HG2 

 

內容：此活動為與基督少年軍合辦的活動，訓練學生說話表達能力
及與人溝通的技巧，從而促進學生的創造力、自信及接納他
人的能力，提升學生的語文水平和培養其敏銳的觀察力、分
析力及對社會的使命感，希望他們日後貢獻學校及社會。 

對象：小四至小六               名額：10人 
資格：領取綜援及獲取全津的學生優先取錄 
日期：A班逢星期二 

B班逢星期五 
費用：全免 

區本計劃機構導師 

聯絡老師： 
余潁沁老師 

日期：共13堂 
19/2,26/2,5/3,12/3,26/3, 
2/4,9/4,16/4,30/4, 
7/5,14/5,21/5,28/5 

日期：共10堂 
22/2,8/3,15/3,29/3, 
12/4,3/5,10/5,17/5,24/5,31/5 

BB11 七色手鈴* 
Rainbow 
Handbells 
(區本計劃) 

內容: 此活動為與基督少年軍合辦的活動，本課程為與基督少年軍
合辦的活動，教技七色手鈴的技巧，提升學生對音樂的興趣，
培養學生合作精神，與其他同學共同演奏樂曲。 

對象：小一至小三       名額：10 人 
資格：領取綜援及獲取全津的學生優先取錄 
日期：逢星期二 
費用：全免 
 

區本計劃機構導師 

聯絡老師： 

簡彤老師 

日期：共13堂 
19/2,26/2,5/3,12/3,26/3,2/4,9/4,16/4,30/4, 
7/5,14/5,21/5,28/5 

BB12 3D立體打印* 
3D-Printing 
(區本計劃) 
 

內容: 此活動為與基督少年軍合辦的活動，本課程教授學生以3D-
Print的打印技術，讓學生發揮創意，創作獨一無二的立體模
型。 

對象：小四至小六       名額：10 
資格：領取綜援及獲取全津的學生優先取錄 
日期：逢星期三 
費用：全免 

區本計劃機構導師 

聯絡老師： 

余潁沁老師 

日期：共11堂 
20/2,6/3,13/3,27/3,3/4,10/4,17/4,8/5,15/5,22/5,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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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13 電腦機械人班
* 
I-robot 
(區本計劃) 

內容: 本課程為與基督少年軍合辦的活動，藉製作機械人，培養學
生解難能力，幫助學生提升自信，學習與同學分享。 
對象：小四至小六       名額：10 
資格：領取綜援及獲取全津的學生優先取錄 
日期：逢星期五 
費用：全免 

區本計劃機構導師 

聯絡老師： 

余潁沁老師 

日期：共10堂 
22/2,8/3,15/3,29/3,12/4,3/5,10/5,17/5,24/5,31/5 

BB14 變身耆兵義工

計劃(區本計

劃) 

內容: 本課程為與基督少年軍合辦的活動，透過體驗長者日常 
生活所面對的種種困難，從中學習體諒，多關心身邊人。 
對象：小四至小六       名額：10 
資格：領取綜援及獲取全津的學生優先取錄 
日期：逢星期一(全年活動) 
費用：全免 

區本計劃機構導師 

聯絡老師： 
龔凱玲老師 

日期：共9堂 
18/2,25/2,4/3,25/3,1/4,8/4,15/4,29/4,6/5 

HG20 英文民歌小組 我們會唱很多很好聽的英文歌，玩英文遊戲，唱唱歌，學英文！ 
對象：小四至小六          人數：20人 
日期：逢星期四 
費用︰$80 

鄭瑋婷老師 

張穎儀老師 

日期：共11堂 
21/2,7/3,14/3,28/3,4/4,11/4,2/5,9/5,16/5,23/5,30/5 

HG21 人生冒險王 內容:課程讓參加者參與不同歷奇活動，不單考驗體能，更考驗團
隊合作能力，更能讓學生學習如何在群體中有效與人溝通，互相合
作。 
對象：小六          人數：12人 
日期：逢星期四 
費用︰全免 

王凱儀老師 

日期：共8堂 
21/2,7/3,14/3,28/3,4/4,11/4,2/5,9/5 

HG23 藝術廚房 內容 : 藝術不限於在畫版或某種固定的形式上，它是存在於日常
生活中。而食物，是我們每天最基本的需要，就從食物作起
點，讓學生學習及體驗從基本生活態度𥚃與藝術溶合。這個
活動，包括煮嘢食及食物裝飾藝術(food art)的食物方面，
例如有：法國甜品、西式high tea 

聯絡老師： 

何俊賢老師 

象：小四至小六          人數：13人 
日期：逢星期四 
費用︰$250 
日期：共11堂 
21/2,7/3,14/3,28/3,4/4,11/4,2/5,9/5,16/5,23/5,30/5 

HG22 Enjoy 
Cooking 

內容：以體驗式與生活化的英語學習為主調，提升英語學習的實用
性，打開運用英語之門。本課程以食物為主題，連繫生活與
學習，並學習用膳禮儀及文化，感受以英語為溝通工具以外
的深層意義。 

對象：小五至小六       名額：15 
日期：逢星期二 
費用：$240 

山與海教室 

聯絡老師： 

何俊賢老師 

日期：共12堂 
19/2,26/2,5/3,12/3,26/3, 
2/4,9/4,16/4,30/4, 
7/5,14/5,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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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二、四、五課後活動時間為下午3:00-4:30，星期三為1:15-2:45(放學時間為3:00)。 校車公司

將會提供第二輪校車服務。星期一、二、四、五開出時間為下午4：30。星期三開出時間為下午3:00，

校車公司需另外收取每程$22，每月額外收費上限為$220。詳情可致電駿景校車公司2254 2223查詢。 

 

各學生需遵守導師之指示，如有破壞課堂之行為而屢勸不改，校方有權終止其參與該活動而不作退款。 

 

 

*備註： 課程為區本課後支援計劃，正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及獲取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 

        貼（全津）的學生將會優先取錄。 

        申請「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津貼」或「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同學參與付費活動而 

        達八成出席者會獲得部份費用減免。(實際減免金額視乎申請人數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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