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8.2022 梁文燕紀念中學(沙田) 2022-2023梁文燕紀念中學(沙田) 2022-2023梁文燕紀念中學(沙田) 2022-2023梁文燕紀念中學(沙田) 2022-2023 第一頁負責老師負責老師負責老師負責老師 學學學學 制制制制( Dep i/c,( Dep i/c,( Dep i/c,( Dep i/c, 費費費費 服服服服Assistant )Assistant )Assistant )Assistant ) 幹事幹事幹事幹事 基本基本基本基本 費費費費會員會員會員會員 會員會員會員會員 服 服 服 服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務 務 務 務 2.少年警訊2.少年警訊2.少年警訊2.少年警訊 陳若雩陳若雩陳若雩陳若雩  
中三或以上/中三或以上/中三或以上/中三或以上/服從性服從性服從性服從性 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 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 放學後/假期/周末放學後/假期/周末放學後/假期/周末放學後/假期/周末 203室203室203室203室(如有聚會)(如有聚會)(如有聚會)(如有聚會)3.紅十字會青少年團3.紅十字會青少年團3.紅十字會青少年團3.紅十字會青少年團 王君然王君然王君然王君然 伍志明  黃景釗伍志明  黃景釗伍志明  黃景釗伍志明  黃景釗   服從性服從性服從性服從性  隔周隔周隔周隔周 四四四四 放學後放學後放學後放學後 102室/104室/操場102室/104室/操場102室/104室/操場102室/104室/操場4.升旗隊4.升旗隊4.升旗隊4.升旗隊 曾彩嫻曾彩嫻曾彩嫻曾彩嫻 梁浩庭梁浩庭梁浩庭梁浩庭 每周每周每周每周 放學後/週會放學後/週會放學後/週會放學後/週會 禮堂/操場禮堂/操場禮堂/操場禮堂/操場5a5a5a5a體育學會體育學會體育學會體育學會：：：：籃球籃球籃球籃球 鄒美楠鄒美楠鄒美楠鄒美楠 馮嘉豪馮嘉豪馮嘉豪馮嘉豪 
自行詮選(只自行詮選(只自行詮選(只自行詮選(只限男同學)限男同學)限男同學)限男同學)  每周每周每周每周 三三三三、、、、六六六六 放學後放學後放學後放學後 顯田體育館/ 學校籃球場顯田體育館/ 學校籃球場顯田體育館/ 學校籃球場顯田體育館/ 學校籃球場體體體體 5b5b5b5b體育學會體育學會體育學會體育學會：：：：乒乓球乒乓球乒乓球乒乓球 張漢聰張漢聰張漢聰張漢聰 馮嘉豪馮嘉豪馮嘉豪馮嘉豪 
自行詮選(中自行詮選(中自行詮選(中自行詮選(中一至中六)一至中六)一至中六)一至中六)  每周每周每周每周 一一一一、、、、四四四四 放學後放學後放學後放學後 有蓋操場/禮堂有蓋操場/禮堂有蓋操場/禮堂有蓋操場/禮堂5c5c5c5c體育學會體育學會體育學會體育學會：：：：游泳(校隊)游泳(校隊)游泳(校隊)游泳(校隊) 鄒美楠鄒美楠鄒美楠鄒美楠 馮嘉豪馮嘉豪馮嘉豪馮嘉豪  自行詮選自行詮選自行詮選自行詮選  每周每周每周每周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放學後放學後放學後放學後 顯田泳池顯田泳池顯田泳池顯田泳池育育育育 5d5d5d5d體育學會體育學會體育學會體育學會：：：：羽毛球羽毛球羽毛球羽毛球 張漢聰張漢聰張漢聰張漢聰 馮嘉豪馮嘉豪馮嘉豪馮嘉豪 
自行詮選(中自行詮選(中自行詮選(中自行詮選(中一至中六)一至中六)一至中六)一至中六)  每周每周每周每周 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五五五五 放學後放學後放學後放學後 學校禮堂學校禮堂學校禮堂學校禮堂5e5e5e5e體育學會體育學會體育學會體育學會：：：：運動攀登運動攀登運動攀登運動攀登 張漢聰張漢聰張漢聰張漢聰 馮嘉豪馮嘉豪馮嘉豪馮嘉豪 
自行詮選(中自行詮選(中自行詮選(中自行詮選(中一至中六)一至中六)一至中六)一至中六)  每周每周每周每周 五五五五 放學後放學後放學後放學後 學校攀石場學校攀石場學校攀石場學校攀石場5f5f5f5f體育學會體育學會體育學會體育學會：：：：閃避球閃避球閃避球閃避球 鄒美楠鄒美楠鄒美楠鄒美楠 馮嘉豪馮嘉豪馮嘉豪馮嘉豪 
自行詮選(中自行詮選(中自行詮選(中自行詮選(中一至中六)一至中六)一至中六)一至中六)  每周每周每周每周 二二二二 放學後放學後放學後放學後 學校藍球場學校藍球場學校藍球場學校藍球場

5g體育學會體育學會體育學會體育學會：：：： 排球排球排球排球 鄒美楠鄒美楠鄒美楠鄒美楠 馮嘉豪馮嘉豪馮嘉豪馮嘉豪  
自行詮選(中自行詮選(中自行詮選(中自行詮選(中一至中六)一至中六)一至中六)一至中六)  每周每周每周每周 二二二二、、、、四四四四 放學後放學後放學後放學後 學校籃球場學校籃球場學校籃球場學校籃球場

5h體育學會體育學會體育學會體育學會：：：：田徑田徑田徑田徑 鄒美楠鄒美楠鄒美楠鄒美楠 馮嘉豪馮嘉豪馮嘉豪馮嘉豪 
自行詮選(中自行詮選(中自行詮選(中自行詮選(中一至中六)一至中六)一至中六)一至中六)  每周每周每周每周 一一一一、、、、四四四四 放學後放學後放學後放學後 學校/ 馬鞍山運動場學校/ 馬鞍山運動場學校/ 馬鞍山運動場學校/ 馬鞍山運動場

5i體育學會體育學會體育學會體育學會：：：：室內賽艇室內賽艇室內賽艇室內賽艇 劉淙裕劉淙裕劉淙裕劉淙裕 馮嘉豪馮嘉豪馮嘉豪馮嘉豪  中一至中六中一至中六中一至中六中一至中六  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 五五五五 放學後放學後放學後放學後 學校操場/禮堂學校操場/禮堂學校操場/禮堂學校操場/禮堂6. 劍擊6. 劍擊6. 劍擊6. 劍擊 曾憲江曾憲江曾憲江曾憲江 伍志明  馮嘉豪伍志明  馮嘉豪伍志明  馮嘉豪伍志明  馮嘉豪  中一至中五中一至中五中一至中五中一至中五  每周每周每周每周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放學後/周末放學後/周末放學後/周末放學後/周末 禮堂/601室/602室禮堂/601室/602室禮堂/601室/602室禮堂/601室/602室劉淙裕劉淙裕劉淙裕劉淙裕學學學學 張芷瑜張芷瑜張芷瑜張芷瑜梁美玉梁美玉梁美玉梁美玉 伍志明伍志明伍志明伍志明 只招收幹事只招收幹事只招收幹事只招收幹事 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 如有聚會如有聚會如有聚會如有聚會，，，，將安排於星期五將安排於星期五將安排於星期五將安排於星期五 放學後放學後放學後放學後 禮堂/403室禮堂/403室禮堂/403室禮堂/403室術術術術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9.數學學會9.數學學會9.數學學會9.數學學會 楊綺華楊綺華楊綺華楊綺華 梁頌晞  李競行梁頌晞  李競行梁頌晞  李競行梁頌晞  李競行  全校全校全校全校 只招收幹事只招收幹事只招收幹事只招收幹事 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 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10.科學學會10.科學學會10.科學學會10.科學學會 郭永珊郭永珊郭永珊郭永珊 曾彩嫻曾彩嫻曾彩嫻曾彩嫻   無(上限30人)無(上限30人)無(上限30人)無(上限30人) 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 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 放學後放學後放學後放學後 407/501/503室407/501/503室407/501/503室407/501/503室11.普通話學會11.普通話學會11.普通話學會11.普通話學會 黄黄黄黄佩玲佩玲佩玲佩玲   中二以上中二以上中二以上中二以上 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 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 午膳午膳午膳午膳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12.時事學會12.時事學會12.時事學會12.時事學會 陳耀陞陳耀陞陳耀陞陳耀陞 鄭穎珊鄭穎珊鄭穎珊鄭穎珊   無無無無 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 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 放學後放學後放學後放學後 206室206室206室206室13.閱讀學會13.閱讀學會13.閱讀學會13.閱讀學會 陳若雩陳若雩陳若雩陳若雩 張仲汶張仲汶張仲汶張仲汶   無無無無 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 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 放學後放學後放學後放學後 204室204室204室204室(如有聚會)(如有聚會)(如有聚會)(如有聚會)14.旅遊與款待學會14.旅遊與款待學會14.旅遊與款待學會14.旅遊與款待學會 麥淑芬麥淑芬麥淑芬麥淑芬  

中三(20位)及中三(20位)及中三(20位)及中三(20位)及中四至中六-中四至中六-中四至中六-中四至中六-自行詮選自行詮選自行詮選自行詮選 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有全日有全日有全日有全日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108C108C108C108C室(如有聚會)室(如有聚會)室(如有聚會)室(如有聚會)15.辯論學會15.辯論學會15.辯論學會15.辯論學會 李慧敏李慧敏李慧敏李慧敏 梁美玉梁美玉梁美玉梁美玉   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 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203室203室203室203室(如有聚會)(如有聚會)(如有聚會)(如有聚會)

 聚會資料 聚會資料 聚會資料 聚會資料別別別別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舉行日子 (例舉行日子 (例舉行日子 (例舉行日子 (例：：：：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一 )一 )一 )一 )類類類類 招招招招 收收收收 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 204室204室204室204室(如有聚會)(如有聚會)(如有聚會)(如有聚會)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 放學後/假期/周末放學後/假期/周末放學後/假期/周末放學後/假期/周末學會學會學會學會／／／／小組小組小組小組 總負責老師總負責老師總負責老師總負責老師(i/c)(i/c)(i/c)(i/c) 會員限制會員限制會員限制會員限制2022-20232022-20232022-20232022-2023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黃景釗黃景釗黃景釗黃景釗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公益少年團1.公益少年團1.公益少年團1.公益少年團   中三或以上中三或以上中三或以上中三或以上

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 放學後放學後放學後放學後 404室404室404室404室(如有聚會)(如有聚會)(如有聚會)(如有聚會)8.英文學會8.英文學會8.英文學會8.英文學會  全校全校全校全校7.中文學會7.中文學會7.中文學會7.中文學會 梁浩庭  蕭一偉梁浩庭  蕭一偉梁浩庭  蕭一偉梁浩庭  蕭一偉  全校全校全校全校 只招收幹事只招收幹事只招收幹事只招收幹事 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



第二頁負責老師負責老師負責老師負責老師 招招招招 收收收收 會員限制會員限制會員限制會員限制 學學學學 制制制制     聚會資料聚會資料聚會資料聚會資料( Dep i/c,( Dep i/c,( Dep i/c,( Dep i/c, 費費費費 服服服服Assistant )Assistant )Assistant )Assistant ) 幹事幹事幹事幹事 基本基本基本基本 費費費費 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星期星期星期星期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會員會員會員會員 會員會員會員會員16. 探藝會16. 探藝會16. 探藝會16. 探藝會 袁婉荷袁婉荷袁婉荷袁婉荷 麥淑芬麥淑芬麥淑芬麥淑芬  

中一至中六中一至中六中一至中六中一至中六，，，，另另另另將提供活動給全將提供活動給全將提供活動給全將提供活動給全校對藝術感興趣校對藝術感興趣校對藝術感興趣校對藝術感興趣之同學參與之同學參與之同學參與之同學參與 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 通常於星期一及二通常於星期一及二通常於星期一及二通常於星期一及二 午膳或放學後午膳或放學後午膳或放學後午膳或放學後 108室/108108室/108108室/108108室/108CCCC室/外出室/外出室/外出室/外出活動活動活動活動17a 17a 17a 17a 音樂學會音樂學會音樂學會音樂學會：：：：合唱團合唱團合唱團合唱團 王欣珩王欣珩王欣珩王欣珩 林芷彤林芷彤林芷彤林芷彤   自行詮選自行詮選自行詮選自行詮選 每周每周每周每周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放學後放學後放學後放學後 音樂室(107室)音樂室(107室)音樂室(107室)音樂室(107室)藝藝藝藝 17b17b17b17b音樂學會音樂學會音樂學會音樂學會：：：：獨唱組獨唱組獨唱組獨唱組 王欣珩王欣珩王欣珩王欣珩 林芷彤林芷彤林芷彤林芷彤   自行詮選自行詮選自行詮選自行詮選 每周每周每周每周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音樂室(107室) 音樂室(107室) 音樂室(107室) 音樂室(107室) /A42/A42/A42/A4217c17c17c17c音樂學會音樂學會音樂學會音樂學會：：：：中樂團中樂團中樂團中樂團 王欣珩王欣珩王欣珩王欣珩 林芷彤林芷彤林芷彤林芷彤   自行詮選自行詮選自行詮選自行詮選 每周每周每周每周 二二二二 放學後放學後放學後放學後 音樂室(107室)音樂室(107室)音樂室(107室)音樂室(107室)術術術術 17d17d17d17d音樂學會音樂學會音樂學會音樂學會：：：：中樂樂器中樂樂器中樂樂器中樂樂器訓練班訓練班訓練班訓練班 音樂室(107室)音樂室(107室)音樂室(107室)音樂室(107室)(如笛子(如笛子(如笛子(如笛子、、、、二胡二胡二胡二胡、、、、揚琴揚琴揚琴揚琴、、、、古古古古箏箏箏箏、、、、琵琶/柳琴)琵琶/柳琴)琵琶/柳琴)琵琶/柳琴) A42A42A42A42音樂室(107室)音樂室(107室)音樂室(107室)音樂室(107室)/禮堂/禮堂/禮堂/禮堂17f 17f 17f 17f 音樂學會音樂學會音樂學會音樂學會：：：：西樂樂西樂樂西樂樂西樂樂器訓練班(小提琴器訓練班(小提琴器訓練班(小提琴器訓練班(小提琴、、、、中中中中提琴提琴提琴提琴、、、、大提琴)大提琴)大提琴)大提琴) 王欣珩王欣珩王欣珩王欣珩 林芷彤林芷彤林芷彤林芷彤   自行詮選自行詮選自行詮選自行詮選 每周每周每周每周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午膳午膳午膳午膳 A42A42A42A4218.舞蹈學會18.舞蹈學會18.舞蹈學會18.舞蹈學會 李書佳李書佳李書佳李書佳 張芷瑜張芷瑜張芷瑜張芷瑜   無無無無 津津津津 每周每周每周每周 五五五五 放學後放學後放學後放學後 舞蹈室(602室)舞蹈室(602室)舞蹈室(602室)舞蹈室(602室)19.棋藝學會19.棋藝學會19.棋藝學會19.棋藝學會 黃百雄黃百雄黃百雄黃百雄 鍾永強鍾永強鍾永強鍾永強  自行詮選自行詮選自行詮選自行詮選 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午膳或放學後午膳或放學後午膳或放學後午膳或放學後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20.家政學會20.家政學會20.家政學會20.家政學會 江美珊江美珊江美珊江美珊 劉穎芝劉穎芝劉穎芝劉穎芝  中二至中四中二至中四中二至中四中二至中四 每月一次每月一次每月一次每月一次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放學後放學後放學後放學後 208室208室208室208室興興興興 21.創科學會21.創科學會21.創科學會21.創科學會 曾憲江曾憲江曾憲江曾憲江 陳嘉寶  鍾永強陳嘉寶  鍾永強陳嘉寶  鍾永強陳嘉寶  鍾永強馮麗儀馮麗儀馮麗儀馮麗儀  無無無無 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 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 放學後放學後放學後放學後 MMLCMMLCMMLCMMLC22.基督徒團契22.基督徒團契22.基督徒團契22.基督徒團契 李轉興李轉興李轉興李轉興 陳莉莉陳莉莉陳莉莉陳莉莉  無無無無 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放學後放學後放學後放學後 308室308室308室308室趣趣趣趣 23.攝影學會23.攝影學會23.攝影學會23.攝影學會 曾宇新曾宇新曾宇新曾宇新 伍志明伍志明伍志明伍志明 

中二至中六中二至中六中二至中六中二至中六，，，，須須須須填寫學會提供之填寫學會提供之填寫學會提供之填寫學會提供之GOOGLE FORMGOOGLE FORMGOOGLE FORMGOOGLE FORM(另需篩選)(另需篩選)(另需篩選)(另需篩選) 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 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 午膳或放學後午膳或放學後午膳或放學後午膳或放學後 304室304室304室304室24.青年探知學會24.青年探知學會24.青年探知學會24.青年探知學會 余佩欣余佩欣余佩欣余佩欣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需需需需户户户户外活動外活動外活動外活動 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 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 上課前/放學後上課前/放學後上課前/放學後上課前/放學後 第1次集會地點第1次集會地點第1次集會地點第1次集會地點106室106室106室106室25.動物生態學會25.動物生態學會25.動物生態學會25.動物生態學會 阮偉樑阮偉樑阮偉樑阮偉樑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無無無無 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 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 放學後放學後放學後放學後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26.戲劇學會26.戲劇學會26.戲劇學會26.戲劇學會 陳若雩陳若雩陳若雩陳若雩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無無無無 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 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 放學後放學後放學後放學後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27.校園農圃27.校園農圃27.校園農圃27.校園農圃 江美珊江美珊江美珊江美珊  無無無無 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 通常於周一通常於周一通常於周一通常於周一 放學後放學後放學後放學後 校園農圃校園農圃校園農圃校園農圃28.無人機學會28.無人機學會28.無人機學會28.無人機學會 梁頌晞梁頌晞梁頌晞梁頌晞 陳善行陳善行陳善行陳善行  無無無無 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29.模擬飛行學會29.模擬飛行學會29.模擬飛行學會29.模擬飛行學會 李競行李競行李競行李競行 林芷彤林芷彤林芷彤林芷彤  無無無無 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 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不定期 放學後放學後放學後放學後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2. 學會聚會如不定期舉行2. 學會聚會如不定期舉行2. 學會聚會如不定期舉行2. 學會聚會如不定期舉行，，，，將由負責老師另發家長信通知家長將由負責老師另發家長信通知家長將由負責老師另發家長信通知家長將由負責老師另發家長信通知家長。。。。聯課活動入會申請聯課活動入會申請聯課活動入會申請聯課活動入會申請：2022：2022：2022：2022年9 月7日前完成   聯課活動申請結果公佈年9 月7日前完成   聯課活動申請結果公佈年9 月7日前完成   聯課活動申請結果公佈年9 月7日前完成   聯課活動申請結果公佈：2022：2022：2022：2022年9 月26日年9 月26日年9 月26日年9 月26日1. 部分活動須收取費用1. 部分活動須收取費用1. 部分活動須收取費用1. 部分活動須收取費用，，，，將由負責老師另發家長信通知家長將由負責老師另發家長信通知家長將由負責老師另發家長信通知家長將由負責老師另發家長信通知家長。           。           。           。           

王欣珩王欣珩王欣珩王欣珩   自行詮選自行詮選自行詮選自行詮選
別別別別 總負責老師總負責老師總負責老師總負責老師(i/c)(i/c)(i/c)(i/c)2022-20232022-20232022-20232022-2023類類類類 學會學會學會學會／／／／小組小組小組小組

林芷彤林芷彤林芷彤林芷彤17e17e17e17e音樂學會音樂學會音樂學會音樂學會：：：：管弦樂管弦樂管弦樂管弦樂團團團團 王欣珩王欣珩王欣珩王欣珩   自行詮選自行詮選自行詮選自行詮選林芷彤林芷彤林芷彤林芷彤 三三三三 放學後放學後放學後放學後每周每周每周每周 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午膳午膳午膳午膳每周每周每周每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