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 

通告 2019018號 

有關「四至六年級課外活動課程」事宜 
 

 

敬啟者： 

為使學生在體藝及不同學習領域上得到多方面的發展，本校將繼續開設不同的課外活動課程

供學生參加，詳情如下： 
 

(一)上課日期：逢星期四 (全年共 23節，每週上課，考試週及期考前預考週課外活動課暫停。) 

(二)時    間：下午 2時 05分至 3時 15分 

(三)開課日期： 9月 26日(星期四) 

(四)課    程：本年度共開設 19組課外活動，有關課程內容詳見後頁。 

 (五)選取組別注意事項： 

1.校方已於 9月 5日舉行課外活動簡介會，讓同學了解各項課外活動的授課內容及特色， 

  家長可因應子女的興趣及能力協助他們選擇合適的課外活動，並於 9月 10 日(星期二)或   

  之前填妥回條交回班主任。 

2.參加的學生必須最少填寫其中 8項課程的意願。  

3.老師會根據學生的能力及意願作為參考編組，9月 10日仍未交通告的學生將會被隨機編 

  配入組。 

(六)其他事項: 

    1.所有費用將於 9月中旬完成編班後或開班後才收取，家長暫時無須繳交費用。 

    2.有關網球班(課程 O)事宜: 本課程上課時間為下午 2時 30分至 4時 30分，地點為粉嶺高     

      爾夫球場/上水網球場，校方將安排同學乘校巴到上課地點上課，下課後自行於上課地點 

散解。 

    3.有關高爾夫球班(課程 P)事宜: 本課程上課時間為下午 2時 30分至 4時正，地點為粉嶺 

      高爾夫球場，校方將安排同學乘校巴到粉嶺高爾夫球場上課，下課後自行於上課地點散解。  

    4. 有關健球班(課程 Q)事宜: 本課程上課時間為下午 1時 45分至 3時 10分，地點為週田 

       村籃球場，校方將安排職員帶領同學到週田村籃球場上課，下午 3時 15放學前回校。 

    5.有關空手道班(課程 K)事宜: 空手道教練姜立群先生已由剛柔流空手道正心館轉至香港空 

      手道尚志館，因此本年度的空手道考級試改由香港空手道尚志館主理。 

    6.如對上述內容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6740538與周燕如主任聯絡。 

 

    此致 

各位家長 
 

校長︰__________________ 

（朱國強） 

2019年 9月 5日 



課程資料: 

課程名稱 導師 年級 人數 活動課簡介 

A. 手鐘隊 

  

吳璟彤小姐 
(英國約克大

學音樂碩士) 

P4-6 12 手鐘是一種優美的合奏樂器。本組教授手鐘的演奏技

巧，訓練團隊合作精神。 

B. 創意藝術 陳倩兒小姐 P4-6 15 運用輕黏土及塑膠彩，結合不同物料元素，引導學生

創作具個人風格的藝術品，培養學生的藝術創意思

維。 

C. 恩典團契 
(須穿運動服回校) 

李依穎姑娘 P4-6 15 「經上記載說:要愛人如己。你們若全守這至尊的律

法，才是好的。」（雅 2:8）團契會透過詩歌、聖經故

事、遊戲、手工等活動，使學生從基督的生命中培養

正面的人生觀及品格。今年更帶領學生外出進行社會

服務，學習如何把「愛人如己」實踐在日常生活中。 

D. 毛筆書法班 郭世傑先生
(校外資深書

法導師) 

P4-6 12 認識中國傳統書法文化，學習書寫毛筆字。 

E. 西班牙結他 

   班 

 

黃勇康先生 
(專業結他演

奏家，曾於國

際結他比賽奪 

冠) 

P4-6 10 西班牙結他既澎湃激情，亦如歌細膩，本班將教授學

生結他基本彈撥和掃弦技巧，彈奏和欣賞西班牙結他

音樂，同時透過音樂，認識及了解西班牙的風土人

情。(同學需預備尼龍線結他上課，如有需要可借用學

校提供的結他，或透過學校代購，價錢約$350-$550) 

F. 創意工程師 
(需穿運動服回校) 

尹穎妍老師 

鄭  熙老師 

P4-6 15 運用圖形化編程及三維打印技術解決問題，設計並製

作獨一無二的個人作品。 

（參與此課程同學需繳交全年$50材料費） 

G. 少年領袖團 
(須穿運動服回校) 

甄惠玲老師 P4-6 15 藉軍旅及歷險訓練，鍛鍊學生的責任感、自信心、應

變能力、毅力及服務精神，使得以發展個人品格及領

導才能。如有需要，老師會帶領同學到學校範圍外的

周邊地方進行活動。(參與此課程同學須購買少年領袖

團制服，價錢約$110，已有團服的同學無須購買。) 

H. 博物調查隊 
(須穿運動服回校) 

關佩華小姐 P4-6 12 調查在校園出現的昆蟲、爬蟲、鳥類、野花野草的品

種，觀察它們有趣的生態習性，掌握微距攝影及查圖

鑑技巧，並學習使用紅外線相機拍攝校園周邊出現的

野生動物，製作「嶺英生物圖鑑」，宣揚生物保育價

值。(如有需要，老師會帶領同學到學校範圍外的周邊

地方進行活動。) 

I.  舞蹈班 
(須穿運動服回校) 

林泳伽小姐 
(畢業於香港

演藝學院，主 

修舞蹈) 

P4-6 16 課程揉合了爵士舞、現代舞、歌舞劇等不同風格的基

本技巧，培養同學的肢體語言和舞台表演技巧，提升

其自信心，經過訓練的同學可參與舞蹈表演。 

J.  魔術班 梁家寶先生 
(校外資深魔 

術導師) 

P4-6 15 由經驗導師教授學生近距離及舞台魔術，培養學生成

為有創意的魔術師。 

(參與此課程同學須購買魔術用品，全年費用$180) 

K. 空手道班 
(需穿運動服回校) 

姜立群教練 
(空手道一級

教練、黑帶四

段) 

P4-6 15 教授基本防身自衛術，除了強健身體外，還會鍛鍊紀

律，培養學生守誠、堅毅及積極的態度。(參與此課程

同學須購買道衣，價錢$340，已有道衣的無須購買。) 



 

課程資料(續): 

    

L. 籃球隊 
(須穿運動服回校) 

葉兆鋒老師 P4-6 20 教授籃球技術包括：傳接球、運球、投籃、攻防技

巧、走籃及比賽規則。 

M. 乒乓球班 
(須穿運動服回校) 

柳嘉靜教練 
(現役女子甲

組運動員) 

P4-6 16 教授乒乓球技術及知識，發掘及訓練有潛質的同學參

與校際比賽。 

N. 足球隊 
(須穿運動服回校)  

陳奕倫主任 

石錦新先生 

P4-6 18 教授足球技術及知識，增強團隊合作精神和應變能

力。 

O. 網球班 
(須穿運動服回校) 

香港網球總

會教練 

P4-6 15 教授網球技術及知識，發揮學生潛能、增強同學的自

尊及自信心。(曾參加過網球班的學生優先取錄，參與

此課程同學需繳交全年$300 交通費，分上、下學期兩

次收取，每期$150。) 

P. 高爾夫球班 
(須穿運動服回校) 

何冠輝教練 P4-6 6 學習高爾夫球禮儀、球具認知、基本揮桿原理，培養

學生自信心及個人品格。(曾於暑期報讀高爾夫球班同

學優先取錄，參與此課程同學需繳交全年$300交通

費，分上、下學期兩次收取，每期$150。) 

Q. 健球班 
(須穿運動服回校) 

鄭俊傑教練 P4-6 15 教授健球的比賽規則和對賽，透過健球訓練加強學生

的團隊合作、尊重和包容，培養學生發展個人興趣。 

(健球班的上課地點為週田村籃球場，由學校職員帶領

同學往返學校及上課地點。) 

R.STEM科學

精英班 
(須穿運動服回校) 

吳德強老師 P4-6 12 透過有趣的科學實驗認識各種科學概念，包括運用數

理、工程和科技的知識和技能，培養學生以科學思維

來處理現實生活中所面對的問題。 

S. 園藝班 温志清先生 P4-6 8 走訪嶺英校園，認識各種植物，學習栽種植物的技

巧，同時學習照顧嶺英的小動物，認識牠們的習性。 

 

備註﹕ 

手鐘隊、創意工程師、籃球隊、足球隊、STEM 科學精英班均屬校隊項目，希望訓練同學

參與校外比賽，老師會從「有填寫該項目在首三意願」的同學名單中挑選合適的同學入

組。 

 
 

 

                           

 

 

 

 

 

 

 

 

 
 
 



回      條 
 通告 2019018號 

 

有關「四至六年級課外活動課程」事宜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以上通告內容，敝子弟的選擇如下： 
 

課程代號 課程名稱 

A. 手鐘隊 

B. 創意藝術 

C. 恩典團契 

D. 毛筆書法班 

E. 西班牙結他 (需預備尼龍線結他上課，如有需要可借用學校提供的結 

            他，或透過學校代購，價錢約$350-$400) 

F. 創意工程師（參與此課程同學需繳交全年$50材料費） 

G. 少年領袖團 (參與此課程同學須購買少年領袖團制服，價錢約$110) 

H. 博物調查隊 

I. 舞蹈班 

J. 魔術班 (參與此課同學須購買魔術用品，全年費用$260，分兩期收取。) 

K. 空手道班 (參與此課程同學須購買道衣，價錢約$340) 

L. 籃球班 

M. 乒乓球班 

N. 足球隊  

O. 網球班 (此課程在粉嶺高爾夫球場進行，活動後學生自行解敟，交通費 

        為全年$300，分兩期收取。) 

P. 高爾夫球班 (此課程在粉嶺高爾夫球場進行，活動後學生自行解敟，交 

            通費為全年$300，分兩期收取。) 

Q. 健球班 (此課程在週田村籃球進行，由學校職員帶領同學往返學校及上 

        課地點。) 

R. STEM科學精英班 

S. 園藝班 

 

意願表:請在方格上填寫選取的課程代號(英文字母)，最少填寫第一至第八項意願。 
 

意願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第八 第九 第十 

課程

代號 

          

 

 

      此覆 

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朱國強校長 

 

(    班) 學生姓名:___________(  )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 

                                           2019年 9月 ____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