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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有關「中一級參加課外活動」家長通告 
敬啟者：  

本校一向注重學生『全人教育』的發展，參加課外活動更是讓學生體驗『全人教育』重要的部份，而

學生仍可藉此學會善用餘暇，並發展他們的潛能。因此，本校要求中一至中三級初中學生，必須參加課外

活動。而中一級學生，必須參加最少一項『校隊』課外活動 及 一項『非校隊』課外活動，或 參加兩項或

以上『校隊』課外活動，以達到本校對中一級學生『1+1』參加課外活動模式的要求。有關『校隊』及『非

校隊』課外活動詳細資料及報名詳情如下： 
1. 『校隊』課外活動詳細資料及報名詳情： 

 有關『校隊』課外活動詳細資料，請參閱附件一。 
 報名方法：請填妥本通告的報名回條 

 
2. 『非校隊』課外活動詳細資料及報名詳情： 

 有關『校隊』課外活動詳細資料，請參閱另行派發的『非校隊』課外活動資料。 
 報名方法：請於 10 月 2 日的午膳時間下午 12:45 至 1:15 及 放學時間下午 3:45 至 4:30，自行到

地下紅磚地的攤位報名。 
敬希  台端留意上述通告並填妥下方回條於翌日交給科任老師為荷。如有查詢，請致電 3156-2500 與本

校聯絡。 

 

此致 
貴家長 

___________________ 謹啟 
          （黃秀蓮校長） 

 
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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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條】 
敬覆者： 

本人知悉 貴校對敝子女在參加課外活動上的要求，並於參加『校隊』課外活動上的選擇如下： 
(請於下列適當位置填上號，並填寫有關資料。) 
 
 小兒 / 小女 只選擇參加 一項『校隊』課外活動，其選擇意願如下： 
第一意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意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意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小兒 / 小女 選擇參加 多項 『校隊』課外活動，其選擇如下：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覆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校長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班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2015 年     月     日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2015-2016 年度 
『校隊』課外活動負責老師及集會時間表 

校隊項目： 

所有中一級學生必須參加以下最少一項校隊項目!!! 
文 藝 組 別 

樂器班 姚偉業老師 逢 A2 
(4:15pm – 5:15pm) 

合唱團 葉以琳老師 逢 A4 
(4:15pm – 5:15pm) 

手鐘隊 

 

葉以琳老師 逢 A2 
(4:15pm – 5:15pm) 

 

福 音 工 作 

基督少年軍 

宗教室 
江俊華老師 

逢 A4  
(4:15pm – 5:15pm) 

 

服 務 組 別 

紅十字會青年團 

學校操場 

李文玲老師、 

崔佩琦老師 

逢 A4 
(4:15pm – 5:15pm) 

聯幫會 

校外/校內 

陳創剛老師 逢 A4 
 

女童軍 

縫紉室 

張秀雲老師、 

曾婉盈老師 

逢 A4 
(4:15pm – 5:15pm) 

共融 teen 使 

 

何穎儀老師 逢 A4 

 

明愛長者服務 

304 室 

李知行老師 逢 A4 
(4:15pm – 5:15pm) 

青年獎勵計劃 蔡文珊老師 
不定期 

青協愛心義工隊 

404 室 

蕭偉發老師 逢 A4 
(4:15pm – 5:15pm) 

公益少年團 蔡文珊老師 
不定期 

一條龍大哥哥大姐姐 

校內/循小 

梁詠璇老師 逢 A4 
(4:15pm – 5:30pm) 

圖書館大使 

 

曾婉盈老師 不定期 

體 育 組 別 

學會名稱 負責老師 集會時間 學會名稱 負責老師 集會時間 

男女子田徑隊 李紹良老師 謝學文老師  

莊詠恩老師 張敏兒老師  

校友助教 

詳情請參閱

『運動校隊訓

練時間表』 

 

男子排球隊 謝學文老師  校外導

師 

詳情請參閱

『運動校隊訓

練時間表』 

 

男女子越野隊 謝學文老師 余敬強老師 

校友助教 

女子排球隊 莊詠恩老師 校外導師 

男子籃球隊 李紹良老師  校友助教 男女子羽毛球隊 及 

興趣班 

莊詠恩老師、校友助教 

女子籃球隊 李紹良老師  校友助教 男女子乒乓球隊 張敏兒老師、校友助教 

男子足球隊 李紹良老師  ALAN 哥 
男女子游泳隊   謝學文老師、 

張敏兒老師、校外導師   

男子手球隊 謝學文老師  校友助教 男女子壁球隊 蔡文珊老師 

女子手球隊 張敏兒老師  校友助教 男女子獨木舟及龍舟隊 蔡少燕老師、 

校外導師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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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 2015-2016 
運動校隊訓練時間表 

 

校隊名稱 訓練日期 訓練時間 訓練地點 校隊名稱 訓練日期 訓練時間 訓練地點 

 

短跑及跨欄 
逢星期一、五

及六 
一、五：

4:15pm-6:30pm 

六：2:00pm–4:00pm 

一、五：學校跑道 

六：天水圍運動場 

男子排球隊 逢星期三、五 4:15pm-6:30pm 學校籃球場 

擲項 逢星期一及六 
女子排球隊 

逢星期四 4:15pm-6:30pm 
學校籃球場 

越野及長跑 逢星期三及五 4:15pm-6:30pm 學校跑道 逢星期六 4:00pm-6:00pm 

跳項 逢星期三及六 
三：4:15pm-6:30pm 

六：2:00pm–4:00pm 
三：學校跑道 

六：天水圍運動場 

男子足球隊 逢星期四 4:15pm-6:30pm 學校手球場 

男子手球隊 逢星期三、五 4:15pm-6:30pm 學校手球場 

男女子羽毛球隊 
逢星期二及三 4:15pm-6:30pm 

學校禮堂 女子手球隊 
逢星期一 4:15pm-6:30pm 

學校手球場 
逢星期六 1:30pm-4:30pm 逢星期六 11:00am-1:00pm 

男女子羽毛球興趣班 逢星期四 4:15pm-6:30pm 學校禮堂 男女子壁球隊 逢星期四 4:15pm-6:30pm 天水圍體育館 

男女子乒乓球隊 逢星期一、四 5:00pm-7:00pm 校外體育館 男女子游泳隊 逢星期二、五 5:00pm-7:00pm 元朗泳池 

男子籃球隊(甲乙組) 
逢星期二 4:15pm-6:30pm 

學校籃球場 
#男女子獨木舟隊 逢星期日 9:00am-1:00pm 

沙田/西貢 逢星期六 4:30pm-6:30pm 
#男女子龍舟隊 

逢星期二 4:15pm-8:00pm 

男子籃球隊 (丙組) 逢星期二、四 4:15pm-6:30pm 學校籃球場 
逢星期日 9:00am-1:00pm 

 女子籃球隊(甲乙組) 逢星期一、五 4:15pm-6:30pm 學校籃球場 
女子籃球隊(丙組) 逢星期三 4:15pm-6:30pm 學校籃球場 

組別分類：  甲組：99 年或以前出生的同學 
            乙組：00-01 年出生的同學 
            丙組：2002 年或以後出生的同學  (*所有中一級超齡的同學，可選擇參與各項丙組的校隊訓練。) 
#參加男女子獨木舟隊及男女子龍舟隊同學 必須 學會游泳，並有能力在沒有輔助用品下完畢 50 米。 

男
女
子
田
徑
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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