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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家長通告 020/2021 

【第一學期活動課安排】 

 

敬啟者： 

為了讓學生有更全面的學習經歷，本校將安排學生於課後進行活動課，詳細日期與內容

請參閱「活動課時間表」。  

敬請督促 貴子女依時上課，不得無故缺席。若因病／事請假，須於當天致電學校請假，

並於翌日把家長信交班主任。若因天氣惡劣教育局宣佈停課，當天的活動課取消。學生於活

動課期間，須遵守學校規則，專心上課。如有查詢，歡迎致電 2342-2954與何穎文副校長或曾

慧思老師聯絡。 

此致 

貴家長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校長 

 

 

 

 

  李淦章博士 謹啟 

二零二一年九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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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9 /2021 (星期一)

21/ 9 /2021 (星期二)

23/ 9 /2021 (星期四) 宗教(傳恩堂) 空童軍(德) 排球隊(芳) 地理學會(麗) 視覺藝術(范) 跆拳道學會(梅) 足球隊(亮) 舞蹈學會(依) 合唱團(潔)

24/ 9 /2021 (星期五) 西洋劍隊(芳) 科學學會(趙) 女童軍(釧) 家政學會(恩) 羽毛球(蓮) 乒乓球(成) 舞台藝術(婉) 書法(賀) 創意科技(健) 電腦學會(志) 數學學會(滿) 樂隊(輝)

27/ 9 /2021 (星期一)

28/ 9 /2021 (星期二) 英文學會(伍) 演辯學會(顏) 舞台藝術(軒) 書法(賀) 數學學會(滿) 科學學會(趙) 歷史學會(鍾) 直笛隊(潔)

29/ 9 /2021 (星期三) 宗教(活水堂) 宗教(傳恩堂)

30/ 9 /2021 (星期四) 宗教(傳恩堂) 歷史學會(鍾) 國事學會(祺) 空童軍(德) 舞蹈學會(依) 合唱團(潔) 西洋劍隊(芳) 英文學會(伍) 視覺藝術(范)

4/ 10 /2021 (星期一)

5/ 10 /2021 (星期二) 直笛隊(潔) 家政學會(恩) 羽毛球(蓮) 公益少年團(莊) 歷史學會(鍾) 書法(賀) 女童軍(釧) 排球隊(芳)

6/ 10 /2021 (星期三) 普通話(斌) 宗教(活水堂) 宗教(傳恩堂)

7/ 10 /2021 (星期四) 宗教(傳恩堂) 直笛隊(潔) 視覺藝術(范) 跆拳道學會(梅) 足球隊(亮) 地理學會(麗) 家政學會(恩) 團契(文) 電腦學會(志)

8/ 10 /2021 (星期五) 普通話(斌) 宗教(傳恩堂) 舞台藝術(顏) 書法(賀) 團契(極) 科學學會(趙) 演辯學會(卓) 舞蹈學會(依) 英文學會(伍) 演辯學會(EU)

11/ 10 /2021 (星期一)

12/ 10 /2021 (星期二) 創意科技(健) 電腦學會(志) 數學學會(滿) 科學學會(趙) 欖球隊(賀) 少年警訊(呂) 家政學會(恩) 國事學會(祺)

13/ 10 /2021 (星期三) 宗教(活水堂) 宗教(傳恩堂) 欖球隊(賀) 公益少年團(莊) 直笛隊(潔) 空童軍(德) 女童軍(釧) 乒乓球(成) 跆拳道學會(梅) 足球隊(亮)

15/ 10 /2021 (星期五) 普通話(斌) 宗教(傳恩堂)

18/ 10 /2021 (星期一)

19/ 10 /2021 (星期二) 羽毛球(蓮) 乒乓球(成) 合唱團(潔) 電腦學會(志) 女童軍(釧) 排球隊(芳) 欖球隊(賀) 少年警訊(呂)

20/ 10 /2021 (星期三) 宗教(活水堂) 宗教(傳恩堂) 普通話(斌)

21/ 10 /2021 (星期四) 宗教(傳恩堂) 少年警訊(呂) 跆拳道學會(梅) 足球隊(亮) 公益少年團(莊) 英文學會(伍) 合唱團(潔) 創意科技(健) 舞蹈學會(依)

22/ 10 /2021 (星期五) 宗教(傳恩堂) 地理學會(麗) 籃球隊(亮) 欖球隊(賀) 排球隊(芳) 國事學會(祺) 創意科技(健) 歷史學會(鍾) 團契(王)

27/ 10 /2021 (星期三) 數學學會(滿) 籃球隊(亮) 樂隊(輝) 乒乓球(成) 舞台藝術(子) 國事學會(祺) 空童軍(德) 公益少年團(莊)

28/ 10 /2021 (星期四) 地理學會(麗) 少年警訊(呂) 團契(劉) 羽毛球(蓮) 西洋劍隊(芳) 樂隊(輝) 籃球隊(亮) 演辯學會(EU)

29/ 10 /2021 (星期五) 宗教(傳恩堂) 生涯規劃(張) 西洋劍隊(芳) 籃球隊(亮) 視覺藝術(范) 樂隊(輝)

3 / 11 /2021 (星期三) 生涯規劃(張)

4 / 11 /2021 (星期四) 生涯規劃(張)

5 / 11 /2021 (星期五) 生涯規劃(張)

中六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社會服務委員會活動

11月

9月

10月

社會服務委員會活動

生命教育委員會活動

生命教育委員會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