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 主 教 佑 華 小 學
2019-2020 年度
活動時間表
星期二課後活動
活動項目

時間

地點

日期
校隊

游泳校隊（A1）

足球校隊（A2）

女子足球校隊（A4）

星期二、四

觀塘游泳池室內

下列星期二(全學年共 11 次)：

下午 3:30-5:45

訓練池或主池

17/09、24/09、08/10、15/10、22/10、12/11、19/11、26/11、03/12、
10/12、17/12

星期二
下午 3:30-5:45
星期五
下 午 2:25– 5:45
(包括活動課時間)
*下午 3:30–
5:45(不包括活動課
時間)

觀塘遊樂場硬地
足球場／本校籃
球場／本校雨天
操場

下列星期二(共 27 次)：
上學期：10/09、17/09、24/09、08/10、15/10、22/10、05/11、12/11、
19/11、26/11、03/12、10/12、17/12
下學期：04/02、11/02、18/02、25/02、03/03、17/03、24/03、07/04、

星期二
下午 3:30-5:00
星期五
下午 2:25– 3:55

觀塘遊樂場硬地
足球場／本校籃
球場／本校雨天
操場

(活動課時間)

21/04、 28/04、05/05、12/05、19/05、26/05

下列星期二(全學年共 19 次)：
上學期：10/09、17/09、24/09、08/10、15/10、22/10、12/11、03/12
下學期：11/02、03/03、10/03、24/03、07/04、21/04、28/04、05/05、
12/05、19/05、26/05

舞蹈校隊(初小組)

下午 3:30-5:00

（A7）

一樓禮堂 / 601

下列星期二(全學年共 16 次)：

及 602 室

上學期：10/09、17/09、24/09、08/10、15/10、22/10、05/11、12/11、
19/11、26/11、03/12、10/12、17/12
下學期：04/02、11/02、18/02

IT-Kids 校隊（A8）

下午 3:30-4:30

3/F 學生電腦室

下列星期二(全學年共 10 次)：
上學期：15/10、26/11、10/12、17/12
下學期：11/02、18/02、24/03、28/04、12/05、16/06

手鐘校隊（A11）

星期二、四
下午 3:30-5:00

一樓禮堂 / 110
室

下列星期二(全學年共 25 次)：
上學期：10/09、17/09、24/09、08/10、15/10、22/10、05/11、12/11、
26/11、03/12、10/12、17/12
下學期：04/02、11/02、18/02、25/02、03/03、17/03、24/03、07/04、
21/04、28/04、12/05、19/05、16/06

非洲鼓校隊（A17）

下午 3:30-5:00

110 室/一樓禮堂

下列星期二(共 20 次)：
上學期: 08/10、15/10、29/10、12/11、19/11、26/11、03/12、10/12、
17/12、07/01
下學期: 18/02、25/02、24/03、21/04、28/04、12/05、19/05、26/05、
02/06、16/06

自費興趣活動
自費興趣活動─小型網
球（B4）

下午 3:30-5:00

本校雨天操場 /
籃球場 / 禮堂

下列星期二(全學年共 18 次)：
上學期: 08/10、15/10、05/11、12/11、19/11、26/11、03/12、10/12、
17/12
下學期: 11/02、18/02、25/02、17/03、24/03、07/04、21/04、28/04、
05/05

自費興趣活動─拉丁舞
（B6）

下午 3:30-5:00

一樓禮堂

下列星期二(全學年共 16 次)：
上學期: 08/10、15/10、05/11、12/11、19/11、26/11、03/12、10/12
下學期: 11/02、18/02、25/02、17/03、24/03、07/04、21/04、28/04

自費興趣活動─趣味英
語（B12）

下午 3:30-5:00

P.1：205 室
P.2：206 室

下列星期二(上學期共 8 次)：
上學期: 08/10、15/10、12/11、19/11、26/11、03/12、10/12、17/12

自費興趣活動─劍橋英

下午 3:30-5:00

P.3：501 室

下列星期二(上學期共 8 次)：

P.4：502 室
P.5：503 室

上學期: 08/10、15/10、12/11、19/11、26/11、03/12、10/12、17/12

405 室

下列星期二(上學期共 8 次)：
上學期: 08/10、15/10、12/11、19/11、26/11、03/12、10/12、17/12

語（B13）

自費興趣活動─小小科
學家(進階)（B18）

下午 3:30-5:00

自費興趣活動

下午 3:30-5:00

電腦室

下列星期二(上學期共 8 次)：

─CocoRobo 編程

上學期: 08/10、15/10、12/11、19/11、26/11、03/12、10/12、17/12

（B19）

課後輔導班/其他活動
新新小人類

星期一、二及四
下午 3:30– 5:00

204 室

下列星期二 (共 21 次)：
上學期: 15/10、22/10、12/11、19/11、26/11、03/12、10/12、17/12
下學期: 04/02、11/02、18/02、25/02、03/03、24/03、07/04、21/04、
28/04、05/05、12/05、19/05、26/05

小五成長的天空計劃

下午 3:30-5:00

601 室

下列星期二(上學期共 6 次)：
上學期: 19/09、26/09、10/10、17/10、24/10、12/12

中、小協作功課輔導計
劃

星期二、四
下午 3:25-5:00

203 室

下列星期二(共 10 次)：

我智 Fit 健體計劃

星期二、五
下午 3:30-5:00

籃球場 / 雨天操
場

上學期: 08/10、05/11、12/11、19/11、26/11

下列星期二(共 13 次)：
上學期: 17/09、24/09、08/10、15/10、22/10、12/11、19/11
下學期: 24/03、21/04、28/04、05/05、12/05、19/05

中、小協作功課輔導計
劃

星期二、四
下午 3:25-5:00

203 室

環保大使

下午 3:30-4:30

504 室

下列星期二(共 5 次)：
上學期: 08/10、05/11、12/11、19/11、26/11

下列星期二(上學期共 12 次)：
上學期: 24/09、08/10、22/10、12/11、03/12、17/12
下學期: 04/02、25/02、24/03、21/04、12/05、26/05

科學探索班

下午 3:30-5:00

404 室

下列星期二(上學期共 8 次)：
上學期: 22/10、12/11、19/11、26/11、03/12、10/12、17/12、07/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