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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 
2007-08 年度 
「一生一體藝」 

活動資料： 
班別名稱 上課時間 上課地點 名額 學費 負責老師 備註 

1.小提琴初班 星期三放學後(3:20-4:20 / *2:15-3:15) 教學大樓二樓課室 20 人 $700(全年 28 課) 

2.小提琴中班 星期三放學後(4:20-5:20 / *3:15-4:15) 教學大樓二樓課室 20 人 $700(全年 28 課) 

3.小提琴高班 星期三放學後(5:20-6:20 / *4:15-5:15) 教學大樓二樓課室 10 人 $700(全年 28 課) 

4.中提琴初班 星期三放學後(3:20-4:20 / *2:15-3:15) 教學大樓二樓課室 10 人 $700(全年 28 課) 

5.中提琴中班 星期三放學後(4:20-5:20 / *3:15-4:15) 教學大樓二樓課室 10 人 $700(全年 28 課) 

6.大提琴高班 星期三放學後(3:20-4:20 / *2:15-3:15) 教學大樓二樓課室 10 人 $700(全年 28 課) 

7.大提琴中班 星期三放學後(4:20-5:20 / *3:15-4:15) 教學大樓二樓課室 10 人 $700(全年 28 課) 

8.大提琴高班 星期三放學後(5:20-6:20 / *4:15-5:15) 教學大樓二樓課室 10 人 $700(全年 28 課) 

9.長笛初班 星期三放學後(3:20-4:20 / *2:15-3:15) 樂福華堂三樓課室 20 人 $700(全年 28 課) 

10.長笛中班 星期三放學後(4:20-5:20 / *3:15-4:15) 樂福華堂三樓課室 20 人 $700(全年 28 課) 

11.長笛高班 星期三放學後(5:20-6:20 / *4:15-5:15) 樂福華堂三樓課室 10 人 $700(全年 28 課) 

12.單簧管初班 星期三放學後(3:20-4:20 / *2:15-3:15) 教學大樓二樓課室 12 人 $700(全年 28 課) 

13.單簧管中班 星期三放學後(4:20-5:20 / *3:15-4:15) 教學大樓二樓課室 12 人 $700(全年 28 課) 

14.單簧管高班 星期三放學後(5:20-6:20 / *4:15-5:15) 教學大樓二樓課室 10 人 $700(全年 28 課) 

15.雙簧管初班 星期三放學後(3:20-4:20 / *2:15-3:15) 樂福華堂二樓課室 4 人 $700(全年 28 課) 

16.雙簧管中班 星期三放學後(4:20-5:20 / *3:15-4:15) 樂福華堂二樓課室 4 人 $700(全年 28 課) 

17.色士風初班 星期三放學後(3:20-4:20 / *2:15-3:15) 教學大樓二樓課室 8 人 $700(全年 28 課) 

18.色士風中班 星期三放學後(4:20-5:20 / *3:15-4:15) 教學大樓二樓課室 6 人 $700(全年 28 課) 

19.法國號初班 星期三放學後(3:20-4:20 / *2:15-3:15) 樂福華堂二樓課室 8 人 $700(全年 28 課) 

20.法國號中班 星期三放學後(4:20-5:20 / *3:15-4:15) 樂福華堂二樓課室 8 人 $700(全年 28 課) 

21.小號初班 星期三放學後(3:20-4:20 / *2:15-3:15) 教學大樓地下實驗
室 

10 人 $700(全年 28 課) 

22.小號中班 星期三放學後(4:20-5:20 / *3:15-4:15) 教學大樓地下實驗
室 

8 人 $700(全年 28 課) 

 
王志榮老師 鄧慧明老師 
 
 
 
 
 
 
 
 

 
1. 樂器可向校方免費借用；樂
譜及樂器配件(例如簧片、松
香、肩托)須按導師要求自行
購買。 

 
 
2. 中班學生需已修習該樂器
一年。 

 
 
3. 高班學生需已修習該樂器
兩年。。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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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長號初班 星期三放學後(3:20-4:20 / *2:15-3:15) 樂福華堂二樓課室 10 人 $700(全年 28 課) 

24.長號中班 星期三放學後(4:20-5:20 / *3:15-4:15) 樂福華堂二樓課室 8 人 $700(全年 28 課) 

25.大號/上低音號班 星期三放學後(3:20-4:20 / *2:15-3:15) 樂福華堂二樓課室 8 人 $700(全年 28 課) 

26.敲擊樂初班 星期三放學後(3:20-4:20 / *2:15-3:15) 音樂組合屋 10 人 $700(全年 28 課) 

27.敲擊樂中班 星期三放學後(4:20-5:20 / *3:15-4:15) 音樂組合屋 10 人 $700(全年 28 課) 

28.合唱團 星期三放學後(3:20-4:30 / *2:15-3:30)及 
星期六上午(10:00-12:00) 

教學大樓二樓音樂
室 

30 人 全免 11 月 7 日開始練習。  

另外，修習樂器之同學可同時參加以下樂團︰ 

29.初級組管弦樂團 星期一放學後(4:30-6:15 / *3:30-5:15) 禮堂 不限 全免 已修習樂器一年。  

30.管弦樂團 星期六(上午 7:45-9:30) 禮堂 不限 全免 已修習樂器兩年。  

31.管樂團 星期六(上午 9:30-12:30) 禮堂 不限 全免 已修習樂器一年。  

 
班別名稱 上課時間 上課地點 名額 學費 負責老師 

 
備註 

 

32.書法、國畫班 星期三放學後(3:20-4:20 / *2:15-3:15) 教學大樓地下課室 20 人 $700(全年 28 課) 材料由學校提供。 

33.素描班 星期三放學後(3:20-4:20 / *2:15-3:15) 教學大樓地下課室 20 人 $700(全年 28 課) 材料由學校提供。 
 

34.漫畫班 星期三放學後(3:20-4:20 / *2:15-3:15) 教學大樓地下課室 20 人 $700(全年 28 課) 材料由學校提供。 

35.天才建築師 星期三放學後(3:20-4:20 / *2:15-3:15) 教學大樓地下課室 20 人 $700(全年 28 課) 材料由學校提供。 

36.多元藝術班 星期三放學後(3:20-4:20 / *2:15-3:15) 教學大樓地下課室 20 人 $700(全年 28 課) 

楊秀卓老師 
 
 

1.中二或以上學生選讀。 
2.材料由學校提供。 

36.現代舞班 星期三放學後(3:20-4:20 / *3:00-4:30) 禮堂 15 人 $700(全年 28 課) 江麗宜老師  

37.說 Fun祕笈(戲劇教育) 星期三放學後(3:20-4:20 / *2:15-3:15) 教學大樓三樓課室 25 人 $700(全年 28 課) 宋翠雲老師  

38.圍棋班(初班及進階班) 星期三放學後(3:20-4:20 / *2:15-3:15) 教學大樓三樓實驗室 40 人 $700(全年 28 課) 周錦勝老師 材料由學校提供。 

39.智能機械人製作 星期三放學後(3:20-4:20 / *2:15-3:15) 榮光堂電腦室 18 人 $700(全年 20 課) 何德賢老師 材料由學校提供。 

40.武術班 星期三放學後(3:20-4:20 / *2:15-3:15) 排球場 15 人 $700(全年 28 課)  

41.雜耍班 星期三放學後(3:20-4:20 / *2:15-3:15) 手球場 15 人 $700(全年 28 課) 

陳廣熙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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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名稱 上課時間 上課地點 名額 負責老師 學費及備註 
 

41.圖書館助理 星期三放學後(3:20-4:20 / *2:15-3:15) 心誠圖書館 不限 區麗芳老師 全免 
 

42.非凡義工 待定 待定 不限 敖卓綾老師 1.必須為中二或以上學生。 
2.免費 
3.必須作首選，才獲考慮面試。 
4.必須經面試甄選。 

 
團隊名稱 上課時間 上課地點 名額 負責老師 學費及備註 

 

43.童軍 星期三放學後(3:20-4:20 / *2:15-3:15) 學校花園 20 人 黎志榮副校長 學校提供隊員第一套基本制服。 
 

44.基督少年軍 星期三放學後(3:20-4:20 / *2:15-3:15) 學校花園 20 人 敖卓綾老師 學校提供隊員第一套基本制服。 
 

45.交通安全隊 星期三放學後(3:20-4:20 / *2:15-3:15) 學校花園 20 人 呂明德老師 學校提供隊員第一套基本制服。 

46.紅十字會 星期三放學後(3:20-4:20 / *2:15-3:15)及 
星期六 ( 下上 2:30-5:30 ) 

星期三：學校花園 
星期六：待定 

20 人 江麗宜老師 1. 學校提供隊員第一套基本制服。 
2.與北區中學的紅十字會會員一起上必修  
 步操訓練。選修課程因應不同課程而定。 

* 特別上課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