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項目 導師 活動地點 人數 收生條件 活 動 內 容 備註

手工類 1 不織布 吳惠蘭 本校 20 小學生 學習編製不織布等技術

手工類 2 穿珠仔小玩意 甘曉明 本校 20 小學生 學習基本穿珠技巧，並創作出各種作品

其他 3 桌上遊戲班(數學) 張麗雯 本校 20 小學生 透過桌上遊戲訓練學員的邏輯推理能力

其他 4 奧數班 衞德華 本校 20 小學生 認識數字、明白數值之間的關係

其他 5 劍球班 周嘉濠 本校 20 小學生 學習基本十式及初中階技術

音樂類 6 小提琴 Albert 本校 20 小學生 學習演奏小提琴的基本技巧

音樂類 7 小學歌詠團 黃詩穎、陳恆慧 本校 20 小學生 培訓小學生的歌唱技巧

音樂類 8 敲擊樂 林建基 本校 20 小學生 學習演奏敲擊樂的基本技巧

運動類 9 乒乓球 乒乓球總會 本校 20 小學生 學習握拍、步法等基本乒乓球技術 自備球拍、乒乓球

運動類 10 初小足球 劉柏銘 本校 20 小學生 學習基本足球知識

運動類 11 武術 高潔容 本校 20 小學生 武術基本勁、長拳、大極等

運動類 12 花式跳繩 陳嘉琪 本校 20 小學生 正確的單繩方法，並嘗試做出難度動作及合作技巧

運動類 13 高小足球 劉柏堅 本校 20 小學生 培養學生對足球的技術、戰術及興趣

運動類 14 軟式排球 陳凱琪 本校 20 小學生 教授排球運動的基本知識，並培養學生對排球的興趣

藝術類 15 書法班 陳沛棠 本校 20 小學生 學習書法技巧、並透過書法過程鍛鍊集中力 自備材料

藝術類 16 國畫 楊鏡生 本校 20 小學生 以創意方式利用實物描繪山水鳥獸及學習書法基本功

服務類 17 服務小天使A 陳麗媚 本校 20 小學生(初小) 透過參與義務工作，培養學生互助精神

其他 18 扭波班 何玉冰 本校 20 小學生(高小) 用氣球扭出簡單的造型

服務類 19 服務小天使B 吳惠芳 本校 20 小學生(高小) 透過參與義務工作，培養學生互助精神

手工類 20 馬賽克拼貼 林有金 本校 20 初、高中學生 透過雲石片、木板塊拼湊出畫像、藝術品等

手工類 21 麵粉花製作 馮麗清 本校 20 初、高中學生 樹脂黏土製作，如小型盆栽、迷你食品、水果、蛋糕等

其他 22 紅十字會利瑪竇急救隊 該校導師 本校 20 初、高中學生 急救證書課程、並於校外活動進行急救服務 為證書課程，需繳交身份證影印本

其他 23 國際象棋 國際象棋總會 本校 20 初、高中學生 國際象棋的基本知識和規則

其他 24 趣味科學小組 符沐甘 本校 20 初、高中學生 透過科學實驗，提高學習科學的興趣

音樂類 25 古箏 蘇靖 本校 20 初、高中學生 古箏彈奏

音樂類 26 烏克麗麗及結他初階 黃卓威 本校 20 初、高中學生 認識兩種結他的文化及音樂世界，享受自彈自唱和合奏的樂趣 必須自備烏克麗麗結他或自備結他

音樂類 27 電子琴 劉倩儀 本校 20 初、高中學生 基本琴鍵技巧、樂理及演奏簡單歌曲

運動類 28 健身班 梁家賢 本校 20 初、高中學生 肌力、肌耐力、帶氧訓練等

運動類 29 進階足球 容楚英 工人小型足球場 20 初、高中學生 足球各項技術加強訓練為主，比賽訓練 自備球鞋、球衣

運動類 30 進階排球 魏金雄 本校 20 初、高中學生 排球各項技術加強訓練為主，比賽訓練 自備球鞋、球衣

運動類 31 鄭子太極拳三十七式 湯漢樂 本校 20 初、高中學生 認識及體驗太極拳的樂趣

運動類 32 籃球 黃文皓 塔石體育館 20 初、高中學生 提高學生對籃球的興趣及對籃球運動的參與性 自備球鞋、球衣

電腦類 33 3D打印應用與設計 雷文威 本校 20 初、高中學生 學習使用 3D 打印機，掌握操作技巧並創作設計

電腦類 34 平面排版設計 陳毅聰 本校 20 初、高中學生 教授平面排版設計技術

電腦類 35 多媒體製作 勞艷冰 本校 20 初、高中學生 教導學生修改相片及影片後期製作技術

電腦類 36 媒體平台製作 吳國強 本校 20 初、高中學生 了解及能運用和種媒體平台

語言類 37 日語 早稻田/生產力 本校 20 初、高中學生 日語初階

語言類 38 法語 生產力 本校 20 初、高中學生 教授基本法語的會話及語法知識

語言類 39 英語繽FUN樂 錢詩韻 本校 20 初、高中學生 以互動方式，培養學生對英語的樂趣

語言類 40 葡文 語言推廣中心導師 本校 20 初、高中學生 葡語初階

語言類 41 韓語 生產力 本校 20 初、高中學生 教授基本韓語的會話及語法知識

藝術類 42 油畫班 郭麗慈 本校 20 初、高中學生 認識油畫藝術、學習繪畫及基本創作

藝術類 43 花藝 陳玉嬋 本校 20 初、高中學生 基本花藝插花技巧、襟花、手束花、動物造型花等製作

藝術類 44 舞蹈 唐甜 本校 20 初、高中學生 教授基礎舞姿，配合舞蹈訓練，培養出高尚情操

藝術類 45 擁抱自然．攝影全接觸 吳錦德 本校 20 初、高中學生 過用攝影記錄澳門生態面貌

藝術類 46 澳門世遺遊踪 陳偉智 本校 20 初、高中學生 透過學習和實地考察，了解澳門世遺的意義和價值

藝術類 47 戲劇 簡松盛 本校 20 初、高中學生 演技訓練、戲劇專題知識等

藝術類 48 攝影入門 篠田耀佳 本校 20 初、高中學生 學習相機基本操作，並透過實踐培養攝影興趣

其他 49 棈品咖啡 咖啡喜愛協會Maggie金龍中心十樓 20 高中學生 學習咖啡烘焙、冰沙製作等 為證書課程，需繳交身份證影印本

其他 50 廚房及餐廳職前培訓 旅遊學院 旅遊學院 20 高中學生 學習烹飪、調酒及有關酒店旅遊服務常識

其他 51 職前技能培訓課程 旅遊學院 旅遊學院 20 高中學生 面試技巧、會展業概述、餐卓禮儀等知識

運動類 52 羽毛球 潘詩蓓 校外場地 20 高中學生 步法、持拍、平推球、高遠球、殺球等技巧 自備球拍、羽毛球

運動類 53 保齡球 佳景導師 佳景樂園 20 高中學生 計分、控球技術、輸送球步法及技術、基本姿勢

藝術類 54 陶藝 劉桂炳 黑沙灣青年中心 20 高中學生 陶瓷制作、塑型、泥版、捲泥條、上色、窰燒

1.  中學部選科時間請班主任依下列時間帶領本班學生前往體育館選科  

9月21日(三)：高三級 2:00p.m.；高二級 2:15p.m.； 高一級 2:30p.m. 

                                初三級 2:45p.m.； 初二級 2:55p.m.； 初一級 3:10p.m.

2.    請聯課導師於選科當天交回已填寫好之《本班學生選科表》到體堂何偉恆先生枱

3.    上課日期：由2016年10月12日至2017年06月07日 

                   利瑪竇中學2016/2017學年聯課活動章程    

4.     逢星期三下午2時00分至3時30分
5.    選科方式：(1) 由高年級至低年級作先後次序

                                 (2) 每科有規定人數，額滿即止

6.    校外上課的學生自行到上課地點上課

7.    學生自備上課用品、材料，不需繳交課程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