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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體藝顯才華」及「一人一制服」編班安排 

 
本校一向鼓勵中一同學積極參與各類型聯課活動，以加強個人素質的培養。因此，本校

已於七月份進行上述活動之報名工作。現隨函附上有關編班安排，敬希 貴家長及子弟細閱，

並於九月十九日前填妥下列回條或電子通告回覆。如有任何疑問，可向致電 24927055 梁兆康

老師查詢。 

 

此致 

各家長 

 

校長何志宏謹啟 

二零一九年九月十六日 

*參加者須知及獲編配課程名單 

 

 -------------------------------------------------------------------------------------------------------------------  
2019-2020「體藝顯才華」及「一人一制服」編班安排 

 回   條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 貴校對小兒之安排。 

 

 此覆 

荃灣聖芳濟中學 

 
學生姓名：  班  別： ( ) 

簽署日期：  家長簽署：  

  

ST.FRANCIS XAVIER’S SCHOOL, TSUEN WAN 
60 – 64 Ham Tin Street 

Tsuen Wan, New Territories 
 

Tel: 24920226 
Fax: 26146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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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體藝顯才華」及「一人一制服」參加者須知 

（甲）參加者須知 

1. 需完成有關課程或訓練。 

2. 需依照導師／老師指示上課。 

3. 上課或訓練時，需遵守一切校規。如有干犯相關校規，一切轉交有關老師，以便予以跟

進。 

4. 學員應在每學期開始時，繳交導師費用或在指定日期前繳交。 

5. 所繳費用，一律不予發還。 

6. 如有缺席情況，校方將以電話短訊通知家長，如有缺席三次者，負責老師將以通告形式

知會家長，以了解原因。 

7. 如學員出席率未達 70%，校方可不記錄該項活動於其年終學生成績表。 

8. 如有資料錯誤，須於上課後三個上課天內，向負責老師提出，逾期恕不受理。 

 

（乙）各班開課最新資料 

項目 上課日 開課日期 負責老師 

保齡球 星期五 27/9 葉嘉威老師 

健 球 星期二 24/9 葉嘉威老師 

游 泳 星期五 27/9 葉嘉威老師 

魔術班 星期三 25/9 羅嘯明老師 

跆拳 星期五 4/10 潘玉玲老師 

空手道 星期六 5/10 潘玉玲老師 

漫畫及動畫課程 星期三 2/10 李慧芳老師 

素描課程 星期二 8/10 黃穎智老師 

電腦繪圖課程 星期二 8/10 黃穎智老師 

繪畫課程 星期三 2/10 黃穎智老師 

陶坭創作課程 星期二 15/10 李慧芳老師 

聖約翰救傷隊 星期六 28/9 梁兆康老師 

童軍 星期六 28/9 李家豪老師 

民安隊 星期六 6/11 葉嘉威老師 

 

於星期一至五舉行之課程，均安排在下課後舉行。 

 所有課程/訓練，均會個別通知參加者舉行地點及時間。 

 如有疑問，可直接向有關老師查詢。 

 



 

「體藝顯才華」及「一人一制服」參加者名單

1A01 龐世豪 空手道 童軍

1A02 陳俊希 游泳班 童軍

1A03 陳健濤 跆拳道 民安隊

1A04 陳霖 素描課程 民安隊

1A05 陳律謙 陶坭創作課程 童軍

1A06 陳諾言 漫畫及動畫課程 聖約翰救傷隊

1A07 陳承亨 陶坭創作課程 民安隊

1A08 陳振源 游泳班 聖約翰救傷隊

1A09 趙呈鿋 跆拳道 聖約翰救傷隊

1A10 何譜絎 空手道 民安隊

1A11 姜翔天 保齡球 民安隊

1A12 郭汶滔 陶坭創作課程 童軍

1A13 賴己由 魔術班 豁免

1A14 黎文軒 電腦繪圖課程 民安隊

1A15 林皓丞 電腦繪圖課程 民安隊

1A16 林華俊 繪畫課程 民安隊

1A17 林以諾 陶坭創作課程 童軍

1A18 劉崇熙 空手道 聖約翰救傷隊

1A19 劉子樂 健球 民安隊

1A20 梁長悅 游泳班 民安隊

1A21 林家振 電腦繪圖課程 聖約翰救傷隊

1A22 廖朗軒 繪畫課程 聖約翰救傷隊

1A23 沈浚銘 漫畫及動畫課程 民安隊

1A24 薛宇辰 魔術班 民安隊

1A25 戴耀謙 跆拳道 聖約翰救傷隊

1A26 譚傑禧 電腦繪圖課程 民安隊

1A27 田宇洋 游泳班 聖約翰救傷隊

1A28 杜梓鋒 漫畫及動畫課程 民安隊

1A29 謝永鍇 健球 童軍

1A30 王長熙 游泳班 民安隊

1A31 黃嘉煒 健球 民安隊

1A32 黃國彰 漫畫及動畫課程 民安隊

1A33 楊浩一 保齡球 聖約翰救傷隊

1A34 嚴敏 跆拳道 聖約翰救傷隊

1A35 嚴崇鳴 電腦繪圖課程 民安隊

1A36 余宗祐 游泳班 民安隊



 

  

「體藝顯才華」及「一人一制服」參加者名單

1B01 陳澤衛 保齡球 民安隊

1B02 鄭諾行 空手道 民安隊

1B03 張信彥 繪畫課程 童軍

1B04 張兆軒 健球 聖約翰救傷隊

1B05 趙啟鈞 游泳班 童軍

1B06 周靖斐 電腦繪圖課程 童軍

1B07 何子謙 健球 民安隊

1B08 郭家寶 游泳班 民安隊

1B09 林御榮 保齡球 民安隊

1B10 劉耀森 漫畫及動畫課程 民安隊

1B11 羅庭朗 保齡球 民安隊

1B12 李樂天 游泳班 聖約翰救傷隊

1B13 梁倬瑋 繪畫課程 民安隊

1B14 梁柏浩 跆拳道 民安隊

1B15 李彬 繪畫課程 童軍

1B16 羅溢軒 保齡球 民安隊

1B17 文鎮源 跆拳道 聖約翰救傷隊

1B18 吳家偉 保齡球 聖約翰救傷隊

1B19 胡啟業 保齡球 聖約翰救傷隊

1B20 邱智勛 素描課程 聖約翰救傷隊

1B21 沈嘉熙 魔術班 民安隊

1B22 沈哲賢 繪畫課程 民安隊

1B23 鄧皓天 素描課程 民安隊

1B24 曾駿熙 健球 民安隊

1B25 謝栢朗 素描課程 民安隊

1B26 謝德穎 跆拳道 民安隊

1B27 黃臻曦 魔術班 民安隊

1B28 黃科皓 空手道 民安隊

1B29 黃嘉謙 保齡球 聖約翰救傷隊

1B30 黃汶皓 健球 民安隊

1B31 黃敖賢 跆拳道 童軍

1B32 王柏賢 漫畫及動畫課程 聖約翰救傷隊

1B33 楊迦軒 游泳班 豁免

1B34 葉祈佑 空手道 聖約翰救傷隊



「體藝顯才華」及「一人一制服」參加者名單 

1C01 陳漢釗 健球 民安隊 

1C02 陳嘉豪 漫畫及動畫課程 民安隊 

1C03 鄭泓志 繪畫課程 豁免 

1C04 張樂賢 陶坭創作課程 童軍 

1C05 詹曉權 漫畫及動畫課程 民安隊 

1C06 蔡兆澤 電腦繪圖課程 民安隊 

1C07 莊卓峰 陶坭創作課程 聖約翰救傷隊 

1C08 鍾鎧懃 空手道 民安隊 

1C09 鄧旭航 魔術班 民安隊 

1C10 何子杰 魔術班 民安隊 

1C11 黃逸進 游泳班 童軍 

1C12 高啟銘 空手道 民安隊 

1C13 郭敬麒 素描課程 民安隊 

1C14 鄺梓賢 電腦繪圖課程 民安隊 

1C15 賴澄鋒 游泳班 聖約翰救傷隊 

1C16 李睿穎 健球 民安隊 

1C17 利凱程 跆拳道 民安隊 

1C18 梁浩綸 陶坭創作課程 聖約翰救傷隊 

1C19 李卓衡 魔術班 民安隊 

1C20 李凱鋒 空手道 民安隊 

1C21 盧煜華 健球 聖約翰救傷隊 

1C22 吳鐵郎 空手道 民安隊 

1C23 謝泓希 魔術班 民安隊 

1C24 徐智濤 健球 民安隊 

1C25 黃哲朗 漫畫及動畫課程 民安隊 

1C26 黃煒洛 魔術班 童軍 

1C27 楊啟樂 魔術班 童軍 

1C28 鄭俊廷 保齡球 童軍 

1C29 鍾浩楠 / / 

 

  



「體藝顯才華」及「一人一制服」參加者名單 

1D01 陳曉朗 跆拳道 民安隊 

1D02 陳思灝 游泳班 民安隊 

1D03 鄭丞言 跆拳道 聖約翰救傷隊 

1D04 張家良 電腦繪圖課程 聖約翰救傷隊 

1D05 張禹軒 魔術班 聖約翰救傷隊 

1D06 中浩華 跆拳道 民安隊 

1D07 何子聰 繪畫課程 聖約翰救傷隊 

1D08 霍乘優 魔術班 民安隊 

1D09 關雄民 魔術班 童軍 

1D10 李旻峰 空手道 民安隊 

1D11 李子謙 游泳班 民安隊 

1D12 梁俊希 電腦繪圖課程 民安隊 

1D13 梁學勤 保齡球 民安隊 

1D14 梁家豪 游泳班 童軍 

1D15 李啟樂 魔術班 民安隊 

1D16 麥宇澄 陶坭創作課程 民安隊 

1D17 吳嘉俊 健球 民安隊 

1D18 吳子維 跆拳道 聖約翰救傷隊 

1D19 伍宏希 游泳班 民安隊 

1D20 倪志宇 魔術班 民安隊 

1D21 潘昊禮 魔術班 童軍 

1D22 蘇俊謙 電腦繪圖課程 聖約翰救傷隊 

1D23 宋祥禎 魔術班 聖約翰救傷隊 

1D24 杜汶燁 漫畫及動畫課程 聖約翰救傷隊 

1D25 曾愷波 魔術班 童軍 

1D26 曾敬洛 跆拳道 民安隊 

1D27 蔡梓烽 保齡球 聖約翰救傷隊 

1D28 黃梓熙 電腦繪圖課程 童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