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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通告第 17 號 (2022/23) 

有關課外活動及學生人身意外保險事宜 

 
一、 課外活動 

 

本校每年均舉辦多項課外活動，藉以教導學生善用餘暇，培養多方面之興趣，而透過活動，學生可以

發揮才幹，展露潛能。雖然受疫情影響，本校仍會在安全的環境及情況下提供合適的活動予學生選擇。現

特將本年度各項課外活動之資料詳細列出（見附件，家長及學生亦可在學校內聯網查看所有課外活動資料

及學生個人參加紀錄），敬祈察閱。為配合高中學制，學校規定中一及中二學生每年最少參加一項課外活

動，請鼓勵  貴子弟踴躍參加。 

學生參加課外活動須知： 

1. 本年度各項課外活動將於9月19至23日公開招收會員，並於9月30日或以前公佈取錄名單。 

2. 所有課外活動均須按章報名參加，惟名額有限，報名者未必全部獲得取錄。 

3. 各課外活動開始集會之後，參加之學生將獲派發家長通知書(E06)，每項一份，列明該項活動之時間

及有關細則，請留心察看。 

4. 學生所參加之課外活動及在活動中的表現，均會紀錄在成績表及學籍表內。 

5. 為培養學生責任感，學生獲取錄後，不得無故缺席，若有因病或因事而未克出席者，須辦理告假手 

續，無故缺席需按校規處理。 

6. 因受疫情影響，各項活動會按情況編排實體或網上進行，同學須留意活動導師的宣佈及安排。 

若有疑問，須於活動舉行前兩天諮詢活動導師。 

 

二、 學生人身意外保險 

 

教育局一向已為學生提供綜合保險的保障(詳情可瀏覽教育局網頁)，本校為使學生得到額外保障，於

2022-23學年，為學生購買學生人身意外保險，若學生參加學校活動發生意外而就醫，家長可向保險公司

申請索償醫療費用(詳情可瀏覽學校網頁-家長及學生資訊-家長及學生支援)。惟有關索償須由家長自行向

保險公司申請，索償與否由家長決定，敬請留意。如有疑問，請向班主任查詢。 

 

上通告 

貴家長 

校長 

李立中 

2022年9月16日 
 

 

(請家長於9月21日前在GRWTH回覆通告，謝謝。)

https://www.edb.gov.hk/tc/sch-admin/admin/about-sch/sch-safety.html
http://www.holmglad.edu.hk/download/directLinkFile/202110120821405968342405459189.pdf?v=202209150515&nnnid=82


附件：2022-2023年度課外活動總表 

編 號 項 目 名 稱 集會日期 負責人 備註 

1 中文學會 星期二 封樂敏老師、林華榮老師 歡迎同學報名參加 

2 足球校隊(甲組) 星期三、五 吳浩昌老師 隊員由老師挑選 

3 足球校隊(乙組) 星期三、五 吳浩昌老師 隊員由老師挑選 

4 足球校隊(丙組) 星期三、五 吳浩昌老師 隊員由老師挑選 

5 數學學會 星期二 劉志良老師、何樹康老師 歡迎同學報名參加 

6 紅十字會 星期六 吳燁裕老師、梁國傑老師 歡迎同學報名，需穿著制服 

7 美術學會 星期四 周敏芝老師 歡迎同學報名參加 

8 女子甲組籃球校隊 星期二、四 王美玲老師 隊員由老師挑選 

9 女子乙組籃球校隊 星期二、四 王美玲老師 隊員由老師挑選 

10 女子丙組籃球校隊 星期二、四 王美玲老師 隊員由老師挑選 

11 女子甲組排球校隊 星期二、四 王美玲老師 隊員由老師挑選 

12 女子乙組排球校隊 星期二、四 王美玲老師 隊員由老師挑選 

13 女子丙組排球校隊 星期二、四 王美玲老師 隊員由老師挑選 

14 合唱團 星期四 章佩麗老師 團員由老師挑選 

15 手鈴隊 星期六 章佩麗老師 歡迎同學報名，須繳交學費 

16 粵語辯論隊 不定期 潘駿賢老師 歡迎同學報名參加 

17 義工服務組 星期四 梁嘉頴老師 歡迎同學報名參加 

18 數學競賽培訓班 星期六 盧建誠老師 隊員由老師挑選 

19 忠社職員會 不定期 張幗恩老師 同學自行籌組 

20 忠社啦啦隊 9 月至 10 月 張幗恩老師 歡迎忠社同學報名參加 

21 信社職員會 不定期 楊利雅老師 同學自行籌組 

22 信社啦啦隊 9 月至 10 月 楊利雅老師 歡迎信社同學報名參加 

23 仁社職員會 不定期 劉婉玲老師 同學自行籌組 

24 仁社啦啦隊 9 月至 10 月 劉婉玲老師 歡迎仁社同學報名參加 

25 愛社職員會 不定期 王錦琨老師 同學自行籌組 

26 愛社啦啦隊 9 月至 10 月 王錦琨老師 歡迎愛社同學報名參加 

27 風紀隊 星期六 倪頌恆老師 隊員由老師挑選 

28 結他班 星期二 劉婉玲老師 歡迎同學報名，須繳交學費 

29 英文辯論隊 星期六 葉嘉燕老師、陳景龍老師 隊員由老師挑選 

30 男子羽毛球校隊甲組 星期二、四、六 陳澤生老師   

31 男子羽毛球校隊乙組 星期二、四、六 陳澤生老師   

32 男子羽毛球校隊丙組 星期二、四、六 陳澤生老師 同學可向負責老師報名參加 

33 女子羽毛球校隊甲組 星期二、四、六 陳澤生老師   

34 女子羽毛球校隊乙組 星期二、四、六 陳澤生老師 須繳交學費 

35 女子羽毛球校隊丙組 星期二、四、六 陳澤生老師   

36 香港基督少年軍 281 分隊 星期五 陳澤生老師 歡迎同學報名，需穿著制服 

37 公教技藝體驗班 不定期 陳澤生老師 歡迎同學報名參加 

38 升旗隊 星期一 陳澤生老師 歡迎同學報名參加 



39 公民教育組 不定期 陳澤生老師 成員由老師挑選 

40 英文學會 星期四 陸文青老師 歡迎同學報名參加 

41 學校網頁製作組 星期亖 何智偉老師、王錦琨老師 歡迎同學報名參加 

42 迦密團 星期五 何樹康老師 歡迎中一至中二同學自由參加 

43 IT 領袖生 星期一至五 王錦琨老師、孫沛君老師 歡迎同學報名參加 

44 天文學會 不定期 林慧琛老師、孫沛君老師 歡迎同學報名參加 

45 加略團 星期五 陳穎雯老師、潘駿賢老師、楊子慧老師 歡迎中三至中六同學自由參加 

46 信徒領袖訓練計劃 星期三 陳穎雯老師、潘駿賢老師、楊子慧老師 歡迎同學報名參加遴選 

47 校園電視台 星期一、三 李栢倡老師、余健祥老師 歡迎同學報名參加 

48 科學學會 星期四(兩星期一次) 鳳樂庭老師 歡迎同學報名參加 

49 SCIENCE IS FUN 星期一 譚麗明老師 歡迎同學報名參加 

50 男子甲組籃球隊 星期一、三 倪頌恆老師 隊員由老師挑選 

51 男子乙組籃球隊 星期一、三 倪頌恆老師 隊員由老師挑選 

52 男子丙組籃球隊 星期一、三 倪頌恆老師 隊員由老師挑選 

53 男子甲組乒乓球隊 星期一、三 倪頌恆老師 隊員由老師挑選 

54 男子乙組乒乓球隊 星期一、三 倪頌恆老師 隊員由老師挑選 

55 男子丙組乒乓球隊 星期一、三 倪頌恆老師 隊員由老師挑選 

56 校園廣播組 不定期 任靜儀老師 隊員由老師挑選 

57 英詩朗誦 不定期 陸文青老師 參賽者由老師挑選 

58 圖書館學會 不定期 楊子慧老師、梁國傑老師 歡迎同學報名參加 

59 午膳紀律隊 不定期 林慧琛老師 組員由老師挑選 

60 生涯規劃小組 待定 林家燕老師 組員由老師挑選 

61 堅樂協奏 星期二 劉婉玲老師 組員由老師挑選 

62 輔導大使 不定期 談永亮老師、黃婉婷老師 歡迎同學報名參加 

63 中文朗誦 不定期 楊子慧老師 參賽者由老師挑選 

64 學生會 不定期 許雲秀老師、封樂敏老師 由同學選舉組成 

65 學生代表會 不定期 吳凱安老師 由各班班代表組成 

66 國際文化學會 星期二 陸文青老師 歡迎同學報名參加 

67 環保大使 不定期 任靜儀老師 歡迎同學報名參加 

68 歷史學會 星期二 學生自組 歡迎同學報名參加 

69 設計與科技學會 不定期 梁達明老師 歡迎同學報名參加  

70 Chromatic Band 不定期 學生自組 歡迎同學報名參加 

71 中文戲劇學會 星期四 李寶欣老師、陳景龍老師 歡迎同學報名參加 

72 花式跳繩 星期二/四 封樂敏老師 外聘導師，歡迎同學報名參加 

73 K-pop Funk 舞蹈班 星期二/四 許雲秀老師 外聘導師，歡迎同學報名參加 

74 雜耍班 星期二/四 封樂敏老師 外聘導師，歡迎同學報名參加 

75 少年葉問詠春班 星期二/四 許雲秀老師 外聘導師，歡迎同學報名參加 

 

[上述為正常時間安排，如受疫情或其他影響請留意學校的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