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E LA SALLE SECONDARY SCHOOL, N.T. 

KAM TSIN VILLAGE SHEUNG SHUI, N.T. 

Tel No.: 26700443 

    Fax : 26790161 

E-mail address: email@delasalle.edu.hk 

Web-site: www.delasalle.edu.hk 

學生參加活動注意事項 

各位家長： 

為了讓同學發揮所長、增強自信心及更投入校園生活，本校全年將舉辦多項不同類型的

活動。為使同學能安全地及愉快地參與各項活動，請特別留意下列各項： 
 

一般活動注意事項 

1) 所有於非上課日舉行或於校外舉行的活動，本校必會派發家長信通知參加者的家長，信

內會列明活動詳情及所需費用，家長請仔細閱讀並協助同學作出選擇，然後簽署回條交

回負責老師。如活動須收費，則請依信上所列費用連同回條交回負責老師。在未收到家

長簽署同意參加活動的回條前，本校不會讓同學參加活動。如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本

校查詢。 
 

2) 任何須收費的活動 (包括會社的會費、各類訓練班的學費、訂購制服的費用及活動的交通

費等) 必會以書面通知家長，在沒有書面通知的情況下，家長請勿把費用交給同學。 
 

3) 同學如因病或其他突發原因未能出席活動，請致電本校請假並於活動後補交家長信及醫

生紙。同學如無故缺席活動當曠課論，並會交由訓導組處理。 
 

4) 同學如因病或其他原因而全年不能參加劇烈運動或戶外活動，請於學期初派發的家長信

內註明。 
 

5) 如活動獲「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或「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津貼」資助，合資格

同學 (領取綜授或獲學生資助辦事處全額或半額津貼) 可免費或只須繳交部份費用，請留

意有關活動家長信的內容。 
 

學生參加會社活動注意事項 

1) 為使同學能更適應和投入本校生活，本校要求同學最少參加一項活動。(中六畢業班除外) 
 

2) 各位家長及同學可參閱「2015 – 2016 新界喇沙中學活動組織一覽」內各會社的簡介，然

後選定欲參加的會社，於學期初的班主任課內剔選。同學獲批准參加某些會社後，各會

社將分別發信通知家長收取會費。 
 

3) 為使同學能適當分配溫習及活動的時間，每位同學最多只可選三項活動，在三項活動中

每位同學只可擔任一個組織的主席/ 會長/ 隊長及另一個組織的幹事 (或兩組織的幹事)。 
 

4) 所有同學均為學生會會員，學生會幹事會於每年十一月改選，歡迎同學組閣參加競選，

根據會章規定，學生會會長及副會長必須為中五級同學。 
 

5) 學生會會長不能兼任其他會社任何幹事職位，學生會其他幹事則只可兼任一個其他會社

的主席或幹事職位。 
 

 

            新界喇沙中學謹啟 

 

二零一五年九月一日 

新 界 喇 沙 中 學 

新界上水金錢村 

電話:26700443 

傳真號碼: 26790161 

電郵地址: email@delasalle.edu.hk 

網址: www.delasalle.edu.hk 

 
學校通告 

14/1516 



活動資料 02 

2015 – 2016 新界喇沙中學活動組織一覽 (1) 

類別 組織名稱 負責老師 宗旨 活動 全年會費 集會時間 參加資格 

服 

務 

類 

喇沙青年會 吳于恬老師 
發揚喇沙精神及履行喇沙會的

使命 

喇沙會聯校交流、社會服務、暑

期宿營及球類比賽 
全免 不定 中四至中六同學 

童軍 
歐陽兆宗老師

賴達先生 

加強自我紀律、掌握野外技能、 

為學校及社會服務 

步操、野外技能訓練、遠足、 

露營、考取進度及專科的徽章 

須購買制服 

(約 $250) 

可申請津貼 

每週 1 次 

每次 

1.5小時 

十六歲或 

以下同學 

(男女生均可 

參加) 

紅十字會 黃詠怡老師 服務、救傷扶危、保障生命 
學習紅十字知識、步操、急救、

護理訓練及服務社群 

會費$20 

須購買制服 

(約 $250) 

每週 1 次 

每次 

2 小時 

本校同學 

(男女生均可 

參加) 

少年警訊 潘智聰老師 
充實課餘生活、增進警民溝通、

協助撲滅罪行 
講座、參觀、遊戲日、嘉年華會 全免 不定 本校同學 

公益少年團 黃兆偉老師 認識、關懷、服務社會 社會服務及賣旗 全免 不定 本校同學 

社會服務組 陳滿昌老師 
提高同學助人的精神及關愛 

社群的意識 

義工訓練、賣旗籌款、義賣及到

不同機構服務 
全免 不定 本校同學 

校園電視台 

學生製作小組 
余國倫老師 

發展以學生為本的校內視像製

作隊伍 

電視製作培訓班、製作、拍攝及

主持節目、協助校內大型活動的

拍攝工作 

全免 不定 

所有對電視台 

工作感興趣且 

具責任感的同學 

升學就業 

學生小組 
沈嘉禮老師 

協助學校推行各項升學就業輔

導活動 

升學及就業講座、資料搜集、  

參觀、展覽 
全免 不定 

中四至中六同學 

(不設幹事) 

聯課活動 

學生小組 
岑展基老師 協助學校推行各項大型活動 

舞台表演、歌唱比賽及學校大型

活動的台前和幕後工作，例如司

儀、音響、燈光和器材搬運等 

全免 不定 
本校同學 

(不設幹事) 

 



活動資料 02        2015 – 2016 新界喇沙中學活動組織一覽 (2) 

類別 組織名稱 負責老師 宗旨 活動 全年會費 集會時間 參加資格 

學 

術 

類 

 

 

中文學會 鄧趣英老師 

促進同學對中國語文及文化的學

習興趣、培養同學閱讀課外書的

習慣。 

作文比賽、硬筆書法比賽、語

文遊戲、展覽、書展、文化專

題講座、節慶活動及參觀 

$10 不定 本校同學 

英文學會 
Ms. McPhie 

湯小文老師 
啟發同學對英語的興趣、提高同

學的英語能力。 

英文歌曲播放、英語工作坊、

書法比賽、電影欣賞、話劇、

節慶活動 

全免 不定 本校同學 

數學學會 
曾倩如老師 

黃淑芬老師 

鍛鍊同學的邏輯推理思考力、增

加同學對數學的興趣和認識。 

動腦筋遊戲、數學比賽、魔力

橋比賽、數獨比賽 
$10 不定 本校同學 

科學學會 廖仙儀老師 提高同學探究科學的興趣。 

參觀科學館、米埔自然保護區

及發電廠；學術常識問答比賽、 

標本製作、動物解剖、水火箭  

製作比賽等。其他科學設計比

賽及會訊問答遊戲 

$10 不定 本校同學 

地理學會 余國倫老師 啟發同學研習地理的興趣。 

考察、參觀、講座、模擬城市

設計比賽、氣象站當值及問答

比賽 

$10 不定 本校同學 

經濟學會 柯文輝老師 
加強同學的公民意識、將資訊 

帶給所有同學。 

專題展覽及遊戲、經濟季刊、  

學術常識問答比賽、頭條新聞 
全免 不定 本校同學 

國史學會 麥兆輝老師 認識國史、關心國家 

城巿參觀、國內及香港考察、

歷史紀錄片播放、中國歷史演

講比賽、學術講座 

全免 不定 本校同學 

電腦學會 邱劍虹老師 
培養學生學習電腦知識的興趣，

增加對電腦的認識。 

一般軟件應用、倉頡輸入法、  

多媒體製作班、編程方法等 
全免 不定 本校同學 



活動資料 02 

2015 – 2016 新界喇沙中學活動組織一覽 (3) 

類別 組織名稱 負責老師 宗旨 活動 全年會費 集會時間 參加資格 

 

藝 

術 

類 

美術學會 張燕慧老師 
提 高 同 學 對 藝 術 的 認 識 及    

興趣，培養同學對美學的注重。 

磨砂玻璃杯、紙黏土、紮染及篆

刻等製作班，參與校外藝術工作

坊 

全免 不定 本校同學 

合唱團 吳于恬老師 
增加同學對歌唱興趣及 

教授正確的歌唱技巧。 

練習、到不同機構及場地巡迴演

出、參加不同類型的比賽 
全免 

每週 1 次 

每次 1 小時 
本校同學 

樂器班 吳于恬老師 

讓同學接觸不同的樂器，例如結

他及組合鼓等；增加同學的音樂

知識。 

學生可選擇學習木結他、電結

他、爵士鼓、古箏、長笛、色士

風、長號、小號、小提琴等。如

演出達一定水平，將出席不同類

型的演出，或到校外表演及參加

音樂會欣賞 

視乎樂器 

及人數 

每週 1 次 

每次 1 小時 
本校同學 

敲擊樂團 吳于恬老師 
增加團隊精神，訓練同學演奏器

樂技巧及合奏的演練。 

定期練習，到不同機構及場地作

巡迴演出，參加不同類型的比

賽。 

校友資助 

費用全免 

每週 2 次 

每次 1 小時 
本校同學 

英文民歌小組 潘文耀副校長 

培養同學對英文民歌興趣，享受

一同唱歌及彈結他的樂趣，藉唱

歌學英文。 

齊唱歌、音樂會、校內及校外的

表演 
全免 每週 1 次 本校同學 

舞蹈組 方燕蓉老師 

啓發同學對舞蹈的興趣及潛

能，透過舞蹈欣賞及活動，培養

藝術情操。 

舞蹈班、舞蹈欣賞、校內及校外

表演 

按每項活動

收費 

舞蹈班分上

下學期進行 
本校同學 

戲劇學會 鍾榮宇老師 
啟發同學對戲劇藝術的興趣， 

推廣戲劇欣賞及活動。 

舉辦戲劇訓練計劃，參與戲劇 

表演、推介適合同學欣賞的戲

劇。 

全免 不定 
本校同學 

(名額 20 人) 

 

 



活動資料 02         2015 – 2016 新界喇沙中學活動組織一覽 (4) 

類別 組織名稱 負責老師 宗旨 活動 全年會費 集會時間 參加資格 

興 

趣 

類 

棋牌學會  陳忠順老師 

推廣棋藝及橋牌活動，讓同學享

受邏輯分析的思考過程，並培養

EQ及訓練個人氣質、學習團隊精

神、增進溝通能力。 

校內象棋活動、康樂棋活動、  

選拔公開比賽代表、會員棋藝 

比賽及橋牌活動 

全免 不定 本校同學 

園藝學會 張德強先生 
提高學生對植物的認識、 

愛護植物、美化校園。 

栽培及護理校內植物、盆栽種

植、辨認校園內的樹木並替其命

名、參觀苗圃和花展 

全免 不定 本校同學 

設計與科技 

興趣小組 
鄧美成老師 提高同學對設計與科技的興趣 

工作坊學習、產品設計及製作、

電腦控制機械製作 
全免 不定 

本校同學 

(不設幹事) 

宗 

教 

類 

天主教同學會 麥大沛副校長 

培養同學對天主教信仰的 

認識，實踐愛主愛人的基督精

神。 

聖經、愛德生活分享；協助推行

全校性的祈禱聚會；協助推動售

賣明愛獎劵及四旬期運動；天主

教 (東北鐸區) 的義工服務 

全免 不定 

所有對天主教 

信仰有興趣同學 

(本身信仰不拘) 

體 

育 

類 

體育學會 楊港翹老師 
提倡體育、提高學生對體育與健

康的意識。 

興趣小組、各類球賽、裁判    

訓練、專題講座、戶外活動 
$10 不定 本校同學 

各類 

體育校隊 
體育老師 

訓練具潛質運動員，提升其運動

知識及技術。 
各類運動項目的學界比賽 全免 

每週1次 

每次 2 小時 

本校同學 

(留意宣佈以 

參加選拔) 

* 本校要求同學最少參加一項活動，以便能更適應及投入本校生活。(中六畢業班除外) 

* 每位同學最多可選三項活動，在三項活動中每位同學只可擔任一個組織的 主席 / 會長 / 隊長 及另一個組織的幹事 (或兩個組織的幹

事)。 

* 所有同學均為學生會會員，學生會幹事會於每年十一月改選，歡迎同學組閣參加競選，學生會會長及副會長必須為中五同學。 

* 學生會會長不能兼任其他組織任何幹事職位。(如同學於學生會選舉前擔任某組織的幹事，當選會長後必須辭去其他組織的幹事職位) 

* 學生會其他幹事可兼任一個組織的主席或幹事職位。 

* 同學若有經濟困難可申請「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及「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津貼，詳見各項活動家長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