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母院書院第十一號 B 通告 編號 NDC011B (2017-2018)

聖母院書院試後活動通告 (2017-2018 年度)
敬啟者：本學年試後活動將於六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十四日進行，活動安排詳列於下表，學生必須按注意事
項(*)所示，準時出席各項活動。
日期

活動

注意事項 (*)

制服隊伍訓練營
對象：制服隊伍成員 (自由參與)
地點：大潭童軍中心

詳情請參閱相關通告。

時間：25/6 15:30 –26/6 18:00
無伴奏合唱班
25/6(一)

對象：無伴奏合唱班同學(必須出席)
地點：禮堂
時間：16:00 –18:00
校慶戲劇組訓練
對象：校慶戲劇組同學(必須出席)
地點：視聽室
時間：16:00 –19:30

放學後，所有無伴奏合唱班同學穿著整
齊校服，準時於 16:00pm，到禮堂上
課。
放學後，所有校慶戲劇組同學穿著整齊
校服，準時於 16:00pm 回校，到視聽
室練習。

廸士尼工作體驗坊
對象：中五學生(必須出席)
地點：校外

詳情請參閱相關通告。

時間：09:00 –13:15
結他進階班

26/6(二)

對象：結他進階班同學(必須出席)

所有結他進階班同學穿著整齊校服，準

地點：403 室

時於 09:00am 回校，到 403 室上課。

時間：09:00 –10:30
青少年潮流舞蹈班
對象：青少年潮流舞蹈班同學(必須出席)
地點：雨天操場
時間：16:00 –18:30

所有青少年潮流舞蹈班同學穿著整齊校
服或體育服，準時於 16:00pm 回校，
換好舞衣，到雨天操場上課。

校慶戲劇組訓練
對象：校慶戲劇組同學(必須出席)

所有校慶戲劇組同學穿著整齊校服，準

地點：視聽室

時於 09:00am 回校，到視聽室練習。

時間：09:00 –13:00

合唱團成員必須穿著整齊校服，準時
於 10:00am 回校，到音樂室集合，然
畢業禮綵排
對象：學生代表(必須出席)
地點：學校禮堂
時間：09:00 –14:30

後到禮堂進行綵排。
所有無伴奏合唱班同學穿著整齊校
服，準時於 11:00am 回校，到禮堂進
行綵排。
其他需要綵排的學生必須穿著整齊校
服，按負責老師約定的時間，到禮堂
進行綵排。

參觀警犬訓練學校
對象：少年警訊會員(自由參與)
地點：校外

詳情請參閱相關通告。

時間：08:30 –13:00
青少年潮流舞蹈班
對象：青少年潮流舞蹈班同學(必須出席)
地點：雨天操場
時間：13:30 –16:00
跆拳道班
27/6(三)

對象：跆拳道班同學(必須出席)
地點：雨天操場
時間：10:00 –13:00
無伴奏合唱班
對象：無伴奏合唱班同學(必須出席)
地點：403 室
時間：11:00 –12:30
合唱團練習
對象：合唱團團員(必須出席)
地點：音樂室
時間：10:00 –11:00

所有青少年潮流舞蹈班同學穿著整齊校
服或體育服，準時於 13:30pm 回校，
換好舞衣，到雨天操場上課。
所有跆拳道班同學穿著整齊校服或體育
服，準時於 10:00am 回校，換好道
袍，到雨天操場上課。
所有無伴奏合唱班穿著整齊校服，準時
於 11:00am 回校，到禮堂綵排後再到
403 室上課。
所有合唱團團員穿著整齊校服，準時於
10:00am 回校，到禮堂綵排後再到音
樂室進行練習。

校慶化妝訓練班
對象：校慶化妝班成員(必須出席)

所有校慶化妝班成員穿著整齊校服，準

地點：401 室

時於 09:00am 回校，到 401 室練習。

時間：09:00 –12:00
校慶戲劇組訓練
對象：校慶戲劇組同學(必須出席)

所有校慶戲劇組同學穿著整齊校服，準

地點：視聽室

時於 09:00am 回校，到視聽室練習。

時間：09:00 –13:00

似顏繪工作坊講座暨化妝小組活動

所有中四學生必須穿著整齊校服，準

對象：所有中四學生 (必須出席)

時於 8:30a.m.到禮堂報到，進入禮堂

(已獲安排出席駐校藝術家陶藝課程的同學則豁

後，請依座位表告示入座。

免)
地點：學校禮堂
時間：08:30 –11:15
駐校藝術家陶藝課程
對象：所有中四視藝科學生 (必須出席)
地點：視藝室
時間：09:00 –13:00

獲視藝科老師甄選參加表演及實用化
妝 小 組 的 同 學 ， 於 9:30a.m.11:15a.m.到 302 室進行活動。
所有中四級修讀視藝科學生，必須穿著
整齊校服，準時於 9:00am 回校，到視
藝室上課。

行業參觀
對象：所有中三學生 (必須出席)
地點：校外

詳情請參閱相關通告。

時間：09:00 –12:30
28/6(四)

參觀氣像變化博物館
對象：所有中四、五地理科學生(必須出席)
地點：校外

詳情請參閱相關通告。

時間：14:00 –17:00
結他高班
對象：結他高班同學(必須出席)

所有結他高班同學穿著整齊校服，準時

地點：403 室

於 09:00am 回校，到 403 室上課。

時間：09:00 –10:00
結他進階班
對象：結他進階班同學(必須出席)

所有結他進階班同學穿著整齊校服，準

地點：402 室

時於 09:00am 回校，到 403 室上課。

時間：09:00 –10:00
校慶戲劇組訓練
對象：校慶戲劇組同學(必須出席)

所有校慶戲劇組同學穿著整齊校服，準

地點：視聽室

時於 09:00am 回校，到視聽室練習。

時間：09:00 –12:00
畢業禮表演

合唱團成員必須穿著整齊校服，準時

對象：學生代表(必須出席)

於 8:15am 回 校 ， 到 音 樂 室 進 行 練

地點：學校禮堂

習。所有無伴奏合唱班同學穿著整齊

時間：08:15 –12:30

校服，準時於 9:45am 回校，到禮堂
集合。

29/6(五)

校慶化妝訓練班
對象：校慶化妝班成員(必須出席)

所有校慶化妝班成員穿著整齊校服，準

地點：401 室

時於 09:00am 回校，到 401 室練習。

時間：09:00 –12:00
校慶戲劇組訓練
對象：校慶戲劇組同學(必須出席)

所有校慶戲劇組同學穿著整齊校服，準

地點：視聽室

時於 17:00pm 回校，到視聽室練習。

時間：17:00 –19:30

青少年潮流舞蹈班
對象：青少年潮流舞蹈班同學(必須出席)
地點：雨天操場
30/6(六)

時間：12:30 –16:00

所有青少年潮流舞蹈班同學穿著整齊校
服或體育服，準時於 12:30pm 回校，
換好舞衣，到雨天操場上課。

校慶戲劇組訓練
對象：校慶戲劇組同學(必須出席)

所有校慶戲劇組同學穿著整齊校服，準

地點：視聽室

時於 15:00pm 回校，到視聽室練習。

時間：15:00 –17:30
青少年潮流舞蹈班
2/7(一)

對象：青少年潮流舞蹈班同學(必須出席)
地點：雨天操場
時間：12:30 –15:00

所有青少年潮流舞蹈班同學穿著整齊校
服或體育服，準時於 12:30pm 回校，
換好舞衣，到雨天操場上課。

結他進階班
對象：結他進階班同學(必須出席)

所有結他進階班同學穿著整齊校服，準

地點：403 室

時於 10:30am 回校，到 403 室上課。

時間：10:30 –12:00
青少年潮流舞蹈班
對象：青少年潮流舞蹈班同學(必須出席)
地點：雨天操場
時間：16:00 –18:30
齊齊逛書局
對象：中四甲班同學(必須出席)
地點：校外
時間：11:00 –12:00
結他班表演綵排
對象：結他班表演同學(必須出席)
地點：403 室／402 室
時間：10:30 –12:00
3/7(二)

無伴奏合唱班
對象：無伴奏合唱班同學(必須出席)
地點：學校禮堂／音樂室
時間：10:30 –12:00

所有青少年潮流舞蹈班同學穿著整齊校
服或體育服，準時於 16:00pm 回校，
換好舞衣，到雨天操場上課。
所有中四甲班同學穿著整齊校服，準時
於 10:40am 尖沙咀美麗華廣場商務印
書局前集合。
所有結他進階班及高班同學穿著整齊校
服，準時於 10:15am 回校，到 403 室
／402 室上課。
所有無伴奏合唱班穿著整齊校服，準時
於 10:15am 回校，到學校禮堂綵排及
上課。

校慶匯演綵排(1)

所有表演同學穿著整齊校服，準時按照

對象：所有表演同學(必須出席)

下列練習時間表前回校，到禮堂集合。

地點：學校禮堂

8:15-9:00

集誦

時間：09:00 –16:30

9:00-9:45

鋼琴 solo

9:45-10:30

合唱團

10:30-11:15

結他

11:15-12:00

無伴奏合唱

12:00-12:45

中文二人對誦

12:45-13:30

午飯

13:30-14:15

花式跳繩

14:15-15:00

跆拳道

15:00-15:45

Fashion Show

15:45-16:30

跳舞

St. Lawrence Catholic Youth Drama
對象：中一全級及中二甲班學生(必須出席)
地點：學校禮堂
時間：09:30 –12:00
英文集誦練習
對象：中一及中二有關學生(必須出席)
地點：學校禮堂
時間：08:30 –09:30
參觀護士學校
對象：中四及中五修讀生物學生 (必須出席)
地點：聖德肋撒醫院
4/7(三)

所有中一全級及中二甲班同學須穿著整
齊校服，準時於 09:30am 回校，回班
房集合。

所有中一及中二有關學生須穿著整齊校
服，準時於 08:30am，到 203 室進行
練習。

所有中四及中五修讀生物學生穿著整齊
校服，準時於 10:00am 回學校禮堂集
合, 步行前往。

時間：10:00 –12:00
跆拳道班
對象：跆拳道班同學(必須出席)
地點：雨天操場
時間：10:00 –13:00

所有跆拳道班同學穿著整齊校服或體育
服，準時於 10:00am 回校，換好道
袍，到雨天操場上課。

校慶匯演綵排(2)
對象：所有後台同學(必須出席)

所有後台同學穿著整齊體育服，準時

地點：學校禮堂

於 14:00pm 回校，到禮堂集合。

時間：14:00 –17:30
結他初班
對象：結他初班同學(必須出席)

所有結他初班同學穿著整齊校服，準時

地點：403 室

於 14:00pm 回校，到 403 室上課。

時間：14:00 –15:30
校慶匯演綵排(3)
對象：所有表演及後台同學(必須出席)

所有表演及後台同學穿著整齊校服，

地點：學校禮堂

準時於 9:45am 回校，到禮堂集合。

時間：10:00 –13:30
結他初班
5/7(四)

對象：結他初班同學(必須出席)

所有結他初班同學穿著整齊校服，準時

地點：403 室

於 14:00pm 回校，到 403 室上課。

時間：14:00 –15:30
無伴奏合唱班
對象：無伴奏合唱班同學(必須出席)
地點：音樂室／402 室
時間：12:00 –13:00

所有無伴奏合唱班穿著整齊校服，準時
於 12:00am，到音樂室／402 室上
課。

結他班表演綵排
對象：結他班表演同學(必須出席)
地點：浸會大學會堂
時間：13:00 –14:00

所有結他進階班及高班同學穿著整齊校
服，準時於 12:45pm，到浸會大學會
堂上課。

校慶匯演綵排(4)

所有表演及後台同學穿著整齊校服，準

對象：所有表演及後台同學(必須出席)

時按照下列練習時間表前，到浸會大學

地點：浸會大學會堂

會堂集合。

時間：11:30 –19:00
6/7(五)

11:30-11:50

集誦

11:50-12:10

Fashion Show

12:10-12:30

跳舞

12:30-12:50

跆拳道

12:50-13:10

中文二人對誦

13:10-13:30

鋼琴 solo

13:30-13:50

結他

13:50-14:10

無伴奏合唱

14:10-14:30

合唱團

14:30-14:50

花式跳繩

15:00-18:00

Full Rehearsal

18:00-19:00

Fusion Band

校慶匯演綵排(5)
7/7(六)

對象：所有表演及後台同學(必須出席)

所有表演及後台同學穿著整齊校服，準

地點：浸會大學會堂

時於 9:00am，到浸會大學會堂集合。

時間：09:00 –12:00
體育領袖生訓練營
對象：體育領袖生成員 (自由參與)
地點：校外
11/7(三)

詳情請參閱相關通告。

時間：11/7 11:30 –12/7 18:00
山藝課程
對象：共融大使小組 (自由參與)

所有共融大使小組同學穿著整齊校服，

地點：302 室

準時於 15:15pm，到 302 室上課。

時間：15:30 –17:30

此致
貴家長/監護人
聖母院書院校長

謹啟
(唐嘉明)
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