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慈雲山天主教小學           學校通告 NO.028/19-20_APP 

有關有關有關有關「「「「課後課後課後課後活動活動活動活動」」」」事宜事宜事宜事宜    各位家長： 為讓同學善用餘暇，發揮不同潛能，學校將於星期一至五放學後舉辦多項訓練課程，供同學參加。為讓家長更清晰學校將會開辦的課程，作出適當的選擇，請家長細閱下列資料(活動活動活動活動詳情請參閱詳情請參閱詳情請參閱詳情請參閱 9999 月月月月 9999 日日日日派發的派發的派發的派發的相相相相關通告關通告關通告關通告)。因活動名額有限，取錄與否，會由學校作最後決定及個別通知。 
2012012012019999----2020202020202020 年度課後年度課後年度課後年度課後活動活動活動活動及輔導及輔導及輔導及輔導班總表班總表班總表班總表    

星期星期星期星期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活動名活動名活動名活動名稱稱稱稱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參加方法參加方法參加方法參加方法    負責老師負責老師負責老師負責老師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星 

期 

一 

3:25-4:25 數學輔導 P.2-6 50 人 由老師推薦， 收到通告後報名 洪佳琪 由本校數學科老師教授 小一輔導 P.1 10 人 由本校一年級老師教授 英語說話訓練 A P.6 (上學期) P.5 (下學期) 20 人 Andrew Chard 由本校外籍英語老師負責； 依英文科成績排優次並獲英文科老師推薦 20 人 高年級基督小先鋒 P.4-6 30 人 楊朝霞/曾  湉 舊組員優先 3:25-5:00  高年級 視藝優才訓練 P.4-6 15 人 黃嘉汶/彭美恩 由校外導師負責 足球校隊訓練 P.3-6 16 人 經選拔後， 收到通告後報名 梁兆邦 需進行選拔，成功入選校隊參加訓練，需自費購買球衣； 由校外導師負責 體育舞初階 P.1-4 16 人 收到家教會通告後報名 何卓欣 收費活動，由校外導師負責 3:25-5:30 羽毛球訓練 P.1-3 20 人 收到校友會通告後報名 朱秀芬 收費活動，由校外導師負責 
星 

期 

二 

3:25-4:25 
節奏樂訓練 P.1-3 30 人 由老師推薦， 收到通告後報名 黃藹華 需進行選拔，舊組員優先 英文輔導 P.2-6 50 人 洪佳琪 由本校英文科老師教授 小一輔導 P.1 10 人 由本校一年級老師教授 圖書館領袖生訓練 P.3-6 32 人 卓玉美 --- 領袖訓練 P.4 12 人 佟慧容 人才庫同學優先 學生大使訓練 P.6 12 人 曾  湉 人才庫同學優先 普通話集誦 P.3-4 42 人 經選拔後， 收到通告後報名 申  云/鄺淑晶 需進行選拔，舊組員優先 3:25-5:00 乒乓球校隊訓練 P.3-6 16 人 鄭耀文 舊隊員優先，成功入選校隊參加訓練，需支付部分學費及自費購買球衣；由校外導師負責 低年級 視藝優才訓練 P.1-3 15 人 由老師推薦， 收到通告後報名 黃嘉汶/彭美恩 由校外導師負責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1.1.1.    上述活動資料僅供參考上述活動資料僅供參考上述活動資料僅供參考上述活動資料僅供參考，，，，詳情請留意有關的課後訓練通告詳情請留意有關的課後訓練通告詳情請留意有關的課後訓練通告詳情請留意有關的課後訓練通告。。。。    2. 2. 2. 2. 星期六收費活動班詳情請閱星期六收費活動班詳情請閱星期六收費活動班詳情請閱星期六收費活動班詳情請閱    9999/9/1/9/1/9/1/9/19999((((一一一一))))派發之家教會通告派發之家教會通告派發之家教會通告派發之家教會通告 NO.002/1NO.002/1NO.002/1NO.002/19999----20202020 及校友會通告及校友會通告及校友會通告及校友會通告 NO.00NO.00NO.00NO.003333////19191919----20202020。。。。 

    
((((內容續背頁內容續背頁內容續背頁內容續背頁))))    

校長______________________謹啟 
 二零一九年九月六日                                                      黃綺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回  條                學校通告 NO.028/19-20_APP  
有關有關有關有關「「「「課後活動課後活動課後活動課後活動」」」」事宜事宜事宜事宜                                                                    <回條請交班主任>    

覆慈雲山天主教小學校長： 

本人已詳閱並知悉有關「課後課後課後課後活動活動活動活動」事宜。 

                     ______班學生:_______________(   )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__ 



星期星期星期星期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參加方法參加方法參加方法參加方法    負責老師負責老師負責老師負責老師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星 

期 

三 

2:35-4:15 奧數訓練 P.5    15 人    由老師推薦， 收到通告後報名 馬佩賢/蔡雪瑩 由校外導師負責 P.6    15 人    英語說話訓練 B P.6 (上學期) P.5 (下學期) 20 人 Andrew Chard 由本校外籍英語老師負責； 依英文科成績排優次並獲英文科老師推薦 手鈴隊訓練 P.4-5 15 人 駱詠詩 由校外導師負責 籃球校隊訓練 P.3-6 16 人 經選拔後， 收到通告後報名 方國樑 需進行選拔，成功入選校隊參加訓練，需自費購買球衣； 由校外導師負責 2:35-4:45 (上學期) 2:35-4:15 (下學期)    中國舞初級組 P.2-3 24 人 收到家教會通告後報名 朱秀芬 收費活動，由校外導師負責，如報名人數超出限額，需進行選拔 
星 

期 

四 

3:25-4:25 中文輔導 P.2-6 50 人 由老師推薦， 收到通告後報名 洪佳琪 由本校中文科老師教授 小一輔導 P.1 10 人 由本校一年級老師教授 奧數訓練 P.4 15 人 馬佩賢 由本校數學科老師教授 粵語集誦 P.1-2 42 人 經選拔後， 收到通告後報名 
楊少朋/梁皓欣 需進行選拔，舊組員優先 低年級基督小先鋒 P.1-3 30 人 王嘉偉 舊組員優先 

3:25-5:00 田徑校隊訓練 P.3-6 (上學期) P.2-6 (下學期) 70 人 梁兆邦/方國樑 鄭耀文/何卓欣 需進行選拔 乒乓球校隊訓練 P.3-6 16 人 鄭耀文 舊隊員優先，成功入選校隊參加訓練，需支付部分學費及自費購買球衣；由校外導師負責體育舞進階 P.2-6 14 人 收到家教會通告後報名 何卓欣 收費活動，由校外導師負責 
星 

期 

五 

3:25-4:25 低年級歌詠團 P.1-3 50 人 由老師推薦， 收到通告後報名 駱詠詩/彭芷昕/ 蘇文妮 舊組員優先 高年級歌詠團 P.4-6 50 人 黃藹華/施婷婷/ 蔡雪瑩 舊組員優先 高階思維訓練 P.5 12 人 馬佩賢 人才庫同學優先 英語布偶 P.4-6 14 人 梁莉雅 舊組員優先 英語話劇 P.3、P.5 40 人 陳曉君 由校外導師負責 英語集誦 P.1-3 42 人 經選拔後， 收到通告後報名 陳殿明/楊朝霞 需進行選拔，舊組員優先 3:25-5:00 欖球校隊訓練 P.4-6 24 人 方國樑 由校外導師負責 幼童軍 P.2-6 50 人 由老師推薦， 收到通告後報名 吳煒文 洪佳琪 隊員需自費購買制服， 舊組員優先 3:25-5:30 (上學期) 3:25-5:00 (下學期) 中國舞高級組 P.4-6 24 人 收到家教會通告後報名 李鳳貞 收費活動，由校外導師負責，如報名人數超出限額，需進行選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