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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南華中學 

f2012-13 年度試後及暑期活動 」 通告

敬是主者 : 2012-13 年度試後及暑期活動 已編排完成 ， 家長請與同 學按喜好 ， 從下表 r 2012-13 年

度試後及暑期活動一覽表」中選擇合適的試後及暑期活動，讓同學能善用餘暇，增廣見閣 。且

學請自行向有關活動的負責老師報名，活動家長通知書將個別派發。由於名額有限，請各同學

把握機會，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74 1 1174 聯絡聯謀活動 主任陳志明老師 或各活動 的 負 責老師 。

此致

各位家長

天主教南華中學校長

泛~吧!〉 林超強謹歐
二零一三年六月七日 

2012-13 年度試後及暑期活動一 覽表 ~

活動 日期內 時間J 一 地點 費為 對象(名額) 負責人 

香港迪士尼樂園 彭家在 、 
20日 奧運 日 暨奧運歡樂跑 2013/6/23( 日 ) 6:45-11 :30am

i度1~區
免 費 (50)

陳志明 

2013/6/24-26 (24/6)9am 出 發 S4-5 宗教科 李偉縈、
j奧門 宗教考察(三 日 兩夜) 

(一至三) (26/6)4pm 解散 
澳門 $200 按全 

(20) 張思敏

印花索繩袋 20日 /6/24(一) 9am-10:30am G01 10 (20)
林春艷

社工

印花盒製作 20 13/6/24(一 ) 11am-1pm G01 10 (20)
林春艷

在土工 

林春艷
DN 相 簿製作 20日 16/24(一 ) 2pm-4pm G01 10 (20)

社工

參觀勞工署青年就業起點 

中心及進行職業性向測試
2013 /6/24(一 ) 11 缸n-1pm 九龍朗豪坊 免費 S4-5(40) 鍾晚成

〈愛 . 無限犬隻義工計劃〉 2013/6/24(一 ) ， 香港犬隻訓練 免費 ， 

犬隻義工證書課程 26(三)， 7/5 (五)
10創n-lpm

總會 $ 1 0 0 按金
S3-5(10) 陳志明

鍾浩明社
大埔橫浦石洞 2013 /6/24(一 ) 9am-5pm 大埔橫浦石洞 免費 (10)

工 

English slogan and poster 2013 /6/24, 25
10:15am-12nn Computer Room Free

英語大使、英
果女!、玲、 

語學會會員 

Creation Class (Man &Tue) 
(20)

周恩薇

演藝舞動 日 2013/6/25(二) 9am-lO:30am 禮堂 免費 81-82 陳志明

中四生物料未埔考察 20l3 /6/25(二) 7 :45位n-2pm 米埔自然保護區 免費 S4 李文俊

林春艷社 

DIY 創 意皮革班 2013/6/25(二) 9:30am-1 :30pm N501 $20 (20) 工/林凱羔

社工

游泳訓練班 
2013/6/25, 7/2, 深水場公園

7/9 (二-)
9位n - 11am

游泳池
免費 (25) 李泳芯 

婚禮統籌入門証書課程 
20日/6126 (三) 1 0位研 l pm， 2-5pm 

GOl $30 (20)
林春艷 

2013/6/27, 28 (四，五) 2pm-5pm 社工 

林燕珊
DIY 氣球班 20日16/26(三) 10am-12nn 課室 免費 (10-12)

社工

-轉背頁-



活動

「 讀書無用 ? J 講座 

English ambassador 
Training Day Camp 
(Syn叮叮Education)

日期

20日1 6/2 6(三) 

20日而且 7(四 )

時間

1:45-3 :45pm

曰 : 3 0 -3 : 3 0 p m 

地點

禮堂

Hall

費用

免 費 

免費 

對象(名額)

S4

SI-S4(30)

盾已

負責人

許翰賢 、

黃雅娟 

徐麗娟 

參觀衡力化學廢料處理 中 

J\..;
20 日 16/2 7 ( 四 ) 2pm-5pm 青衣 免費 5B 黃美鉤 

許翰賢、
營藝白I I !味 201316/27(四 ) 2pm-5pm 兩天捧場 免費 S4(40)

黃雅媚

「中大X港聽」抗逆行動 2013/6/29, (29/6) 08:00 一
西貢灣仔摯地 按金$50 S4(30)

許翰賢、

大露營 30(六及 日 ) (30/6) 17:00 黃雅娟

初 中 生物及地理科米埔考 
20日1712(二) 7:45am-2pm 米埔自 然保護區 免費 SI-S3

沈浩賢、

察 李文俊

歷史料 、 旅遊

品文化、 賞盆菜、河上鄉 
20131712 (二) 10:30am-3pm 元朗河上鄉 按金$2 0

與款待料及師 彭海洋 、

文化考察之旅 兄師姐計劃優 馮皓林

先(50)

薩凡納學院暑期特別課程 2013 /7/2-5 
9位n-4pm 薩凡納學院

九龍倉起動 

84-5(2) 高頌雯 
(Graphic Design) (二至五) 計劃贊助

SWS shooting 鐘浩明 
槍隊領柚訓練 20日 1713 (三) 1:30pm-7pm 

workshop
$100 (30)

社工

海洋公園夏日進 20日/7月(四 ) 9紅n-5pm 海洋公園 $50 SI-5(200) 陳志明

李偉擇、 

張思敏、

福音營(兩日一夜宿苦) 
2013 /7/4-5 (417)9am 集合

長洲聖保祿中學 $50 按金 程福華、
(四及五) (517)6pm 解散

(30)
技氏助理

譚嘉盈

觀塘 DMC 鍾浩明
飛鏢活動 20131715(五) 10:30am-4pm

飛鏢場
$20 (10)

不土工

獨木舟遊樂日(一星證書
頓抽生、童 彭家在、 

20日1715 (五 ) 8am-4pm 西貢大環 免費 軍、野外定向 馬智恆、
課程)

隊俊先(3 2 ) 高偉釗

康樂緣繩下降 2013月19 (二) 9am-12nn 學校新翼 4 樓 免費 
S4-5 制

(30)
服團 隊

陳志明 

「莘」活文化﹒龍舟體驗 南丫島漁民
2013月几2 (五) 8am-5pm

文化村
免費 (12) 彭家在

活動

馬智恆、

水口村郊遊攝影樂 201317115(一 ) 13:00-17 :30 久嶼山水口村 $20 童軍及旅遊料 高偉釗、

陳志明

香港會議展覽 圖書館管理員

參觀 20 13香港書展 2013月几7(三) 10:30am-2:30pm
tf' 心 

免費
(50)

洗士樂 

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體育 201317118-21 (1 817) 07:30 集合 廣州體育職業 $2500(學 

訓練苦(四日三夜) (四至日) (2117) 17:00 解散 技術學院 技津貼) 
(12) 朱耀銘

apX Leadership Camp 2013 
CAMP 1:

香港青展協會中
九龍倉起 

起動計劃暑期領抽訓練營 
201317/15-1 9

09:00-16:30 動計劃贊 S1-3(7) 陳志明

(五日日苦，第四晚須過夜) 
CAMP2: 心(動j 魚浦 )

助
201317/22-26

義工服務:叮 +1一個都不 
2013/7/23 ,25,

能少" -英語拼音輔導計 30 , 8/1 , 6, 8, 10am-lpm 樂心令 免費 16 歲 以上(10) 陳志明

劃 
13,15,20,22, 

24 

~ 
- 7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