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联课活动处                                                                                                                             修订于  22/12/2017 

          2018 年学会团体活动简介 

学会活动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3:30p.m.~4:40p.m / 5:00p.m./5.30 

  星期六——2:20p.m.~4:30p.m.   

  

 

                                                                                                                                                                                    PG 1 

 

代号 项目 星期 活动内容 

(一) 学术团体  （14个学会） 

LA      华文学会  
LA1：书法     LA2：常识       LA8：口才演绎组(需付费)   

LA4：茶艺**茶艺组，只收初一至高一生[**只招收 40 人] 

LB 国文学会 
一 

 

Kesusasteraan Melayu, Tarian Melayu, Seni Kraf, 

Permainan Tradisional, Permainan Bahasa ,Masakan Melayu 

LC 英文学会  
English Interactive programmes,drama,public speaking,language 

games,department of English language activity facilitators. 

LD 
 

日文学会** 

一 
   至 5pm 

日文基础、日语会话、日本文化介绍 

分高初级，付费                             【 **只招收 100 人】 

LG 华文创作学会  基本写作认识及习作                                       【 **只招收 70 人】 

LH 地理学会  宇宙万象、世界旅游、户外考察                        

LI 历史学会** 
一 

 

古迹考察、模型制作、历史影片赏析、阅读会、历史剧场 

                                                                           【 **只招收 50 人】 

LJ 
 

法律知识学会** 
 

法律知识及剪报,分 A组（以英文授课）、B组（以中文授课） 

只收初三及高中学生                     【 **只招收 50 人】 

LK 
 

商科学会** 
 

商业知识、常识比赛、专题讲座、工厂参观 

只收初三及高中学生                     【 **只招收 150 人】 

LM 
 

英语辩论学会* 

二 

 

推广英文辩论，锻炼与栽培英辩人才   

                                                         【*初一及初二生须教师甄选】     

LN 华语辩论学会** 一/六 

培训思辨能力与辩论技巧 

星期一：全体会员；星期六：校队        【 **只招收 110 人】 

LO 基督团契 四 
探访老人院、孤儿院、社区服务； 

圣经故事、见证、灵修、敬拜赞美、证道、圣经常识比赛 

LP 佛学会 一 
佛学课程、电影欣赏、佛曲欣赏、团康、讲座、素食烹饪、 

社区服务                                                         【 **只招收 50 人】 

LR 培训队* 另安排 

LR1: 英语辩论培训队    LR2: 国语论坛培训队    

LR3: 国文作文培训队    LR4: 三语演讲培训队     

LR5: 时事常识培训队                                               【*教师推荐】 

LS 人文社科学会*/** 
一 

至 5pm 

专题演讲/活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地理学、历史学等 

各种人文社会相关课题）、参与校外演讲或展览、户外考察活动等                            

只收初二至高三学生                                            【*教师甄选】 

                                                                          【 **只招收 50 人】 

3:30pm / 2:20pm(六) 
点名（分小组） 
老师、教练签到 

 

 

老师、教练签到 

3:35pm / 2:25pm(六)后，记为迟到 
3:45pm / 2:35pm 后，记为旷课 
4:00pm 前交“会员缺席统计表“ 

5:00pm / 4:30pm(六)前 
交点名簿、打扫课室、 
关电源、锁课室 



                                                                                                                                                                                     

 
           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联课活动处     

 

代号 项目 星期 活动内容 

(二) 演艺团体  （12个学会） 

MA 合唱团* 

      二和四 

二至 5:30pm 

四至 5pm 

发声技巧、合唱练习（女声合唱、男声合唱、混声合唱）、 

乐理练习                                                                     

MB 管乐团 
五和六 

至 5:30pm 

室内演奏（木管、舞台花式操）、室外花式操、演奏会交流 

 

不收高中新会员 

MC 
 
 
 
 
 
 

华乐团* 

一和二 

 

至 5:30pm 

乐器独奏（二胡、琵琶、柳月琴、笛子、阮等）、大合奏、 

华乐欣赏、华乐讲座等                                             

                                                                                                         【*教师甄选】 

星期一：旧生   星期二：全体会员 

(不收高中新会员，欢迎已会弹奏华乐的高中学生) 

MD 舞蹈学会*/ ** 

二和四 

 

至 5:30pm 

基础 

训练（现代舞和芭蕾舞）、各民族舞蹈         

                                                                                    【*须面试】 

  (男女学生皆可参加) 付费                             【 **只招收 60 人】 

ME 吉他学会*/ ** 
三和五 

     至 5pm 

节奏练习、民谣和弦弹奏、古曲指法和乐理等    【*须面试】 

自备乐器，付费                                             【 **只招收 90 人】 

MF 口琴学会** 
二和四 

      至 5pm 

乐理、呼吸法、吹奏技巧、等级考试 

自备乐器，付费                                                【 **只招收 80 人】 

MG 

 
 

弦乐团*/** 

二和四 

     至 5:30pm 

乐理、音感、演奏技巧、等级考试           【*初一生须教师甄选】 

自备乐器，付费                                            【   **只招收 90 人  】 

MH 廿四节令鼓队*/** 
一和三 

      5:30pm 

 乐理、敲击法、体能训练、文化知识                     【*须面试】 

 付费 

                                       【**只招收 140 人  】   

MI 戏剧学会*/ ** 

一/三 

 

至 5:30pm 

学习戏剧理论及表演技巧                                        【*须面试】 

星期一：全体会员， 星期三：初三至高三学生  

付费                                                             【 **只招收 120 人】 

MJ 

 

校园歌曲创作学会

*/  ** 

 

二 

       至 5pm 

校园歌曲创作、由本地音乐人指导                        【*须面试】 

付费                                                                      【 **只招收 80 人】 

MK 

 
 

身心创意学会*/ ** 

一和五 

    至 5:30pm 

现代舞、舞蹈肢体训练、生活律动、创意空间      【*须面试】 

(男女学生皆可参加)                                        【 **只招收 70 人】 

ML  扯铃学会*/ ** 

五/六 

五至 5:30pm 

六至 4:30pm 

扯铃技术训练、培训舞台演艺能力                         【*教师甄选】    

星期五：全体会员；星期六：中级组和高级组 【 **只招收 80 人】                              

 

                             
                                                                                                                                                                                                                                            PG 2 
 
 



 
 

           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联课活动处 

 

代号 项目 星期 活动内容 

(三) 体育团体  （13个学会） 

PA1 篮球学会** 三/五 

填选一天      基本动作、体能训练、裁判法、球赛服务 

星期三、五：男生组；星期五：女生组 

只收初一至高一新会员                                   【 **只招收 120 人】 

PA2 排球学会** 二 基本动作、体能训练、裁判法                     【 **只招收 120 人】 

PA3 乒乓学会** 二/四 
填选一天      基本动作、体能训练、裁判法 【 **只招收 70 人】      

不收高中新会员                                                      

PA4 羽球学会*/ ** 
二/六 

二至 5:30pm 

基本动作、体能训练、裁判法、球赛服务          【*须面试】 
 
星期二：初二至高三学生 星期六：初一生和执委 
                                                                 【初一新生只招收 80 人】                                          

PA5 田径学会** 五 基本动作、体能训练、田径课程                     【 **只招收 100 人】 

PA6 足球学会*/ ** 三/五 
填选一天      基本动作、体能训练、裁判法、球赛服务  

【**只收初一至初三新会员】                            【 **只招收 80 人】 

 体育校队 另安排 
PA1A: 篮球校队*    PA2A: 排球校队*    PA3A: 乒乓校队*     

PA4A: 羽球校队*    PA5A: 田径校队*                 【*教师甄选】 

PB 武术学会 二和六 

 

二至 5:30pm 

六至 4:30pm 

PB1 武术组:  武术套路、散打、实战技巧、基本功、兵械等 

付费 

 

PP 醒狮团：学习敲打乐器（鼓、锣、钹）、 舞狮技巧                                                                             

                                                                                  【**只招收 50 人】 

 

PC 空手道学会** 三和四 

三至 5pm 

四至 5:30pm 

空手道课程、防身练习、等级考试                                            

 付费                                                                【**只招收 30 人】 

PD 跆拳道学会** 

二和五 

二至 5:30pm 

四至 5pm 

跆拳道 WTF 课程、等级考试                                             

付费                                                                                    【**只招收 50 人】 

PK 西洋剑术学会** 

二和六 

二至 5:00pm 

六至 4:30pm 

西洋剑术课程、等级考试    
 
付费；会员必须购买 mask和手套                      
 
只招收 10 人，（新生组 5 人为初一，5人为初二至高三学生） 
                                                                                   【** 只招收 40 人】                   

PL 啦啦队*/ ** 

三和四 

至 5:30pm 

 

舞蹈肢体训练、体操及韵律学习                                  【*须面试】 

付费                                                    【**只招收 35 人】 

PM 

 

瑜伽学会** 一 

 

瑜伽基础课程                                                                        

付费                                                                            【高二与高三生各限 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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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联课活动处 

 

代号 项目 星期 活动内容 

(四) 服务团体  （12个学会） 
 

PE1 

 

男学生警察团  
 
体能训练、步操、益智活动、露营及服务等 
 
星期三：旧生组   星期六：全体会员                      
 
凡身体健康的男女同学皆可参加                          

PE2 女学生警察团 三/六 

PG 童军团 

三至 5pm 

六至 4:30pm 

 

体能训练、步操、专章考试（绳结、小模型）、露营及服务等 
 
星期三：旧生组   星期六：全体会员 
 
凡身体健康的男女同学皆可参加 

PF 圣约翰救伤队 

三和六 

三至 5pm 

六至 4:30pm 

体能训练、护理常识、步操、救伤方法及校内外服务等           

  

PH 学长团* 四 
领袖培训、步操训练、团课及服务等                      【*教师推荐】 
 
服务团体及特定演艺团体的会员不受考虑，初一生除外 

LE 

 

辅导学会 
五 

至 5pm 

辅导活动、团康、步操训练、讲座会及服务等 

                                                                         【**只招收 100 人】 

LF 图书馆学会 

另安排 

协助图书馆工作（借书、还书手续，排书，复印等） 
                                                                    
                                                                         【**只招收 100 人】 

LL 校讯及语文刊物组* 

发刊校讯、撰稿、采访、摄影编辑                      【*教师推荐】 
 
LL1: 校刊    LL2: Bulletin    LL3: Samudera   
 
LL4: Newsletter     LL5: Journal      

LL6 校闻社*/ ** 五 

写作、拍摄、编辑、排版                                      【*教师甄选】 

只收初二至高二学生                                           【**只招收 30 人】 

LQ 广播学会 ** 五 

主持训练、发音训练、声音及影片剪接、新闻策划及制作、广播剧

制作                                                                            【*须面试】         

                                                                                    【**只招收 70 人】 

SJ 环保学会 五 认识环保、旧物再循环及利用等 

PI 义工团** 三 

筹划培训课程、相关的技能培训、步操训练、团康及服务等 

可增选                                                                        【**只招收 50 人】 

LL7 隆中映像 
五 

至 5:30pm  

摄影、录影、剪辑技巧                                                                                       

付费，须自备相机                                                        【*教师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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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联课活动处 

 

代号 项目 星期 活动内容 

(五) 数理团体  （10 个学会） 

SA 数学学会** 

四 

数学知识、益智游戏、参观访问                 【**只招收 100 人】 

SB 物理学会** 物理知识、实验                                           【**只招收 120 人】 

SC 

 

生物学会** 

生物知识、制作动物标本、解剖、收集图片、进行各种实验  

分为中医组和非中医组。 

                                                                     【**只招收 150 人】                                                       

SD 化学学会** 化学知识、实验 

只收初中及高中一学生                                【**只招收 100 人】 

SE 

 

电子学会** 

认识各种电子零件，设计电路图、亲手制作电子作品 

                                                                     【**只招收 40 人】 

SF 园艺学会** 植物繁殖、有机栽种、校园绿化                   【**只招收 60 人】 

SG 学术研究学会* 另安排 校外学术比赛训练                                               【*教师推荐】 

SH 电脑学会* / ** 三 
电脑知识、电脑组装                                            【*教师甄选】                                                            

                                                                        【**只招收 80 人】 

SI 发明与设计学会** 四 开发学生的创造力                                        【**只招收 60 人】 

SL 

  

机械人学会** 
四 

      至 5pm 

学习程序编写、机械组装、实物操作 

付费（专业教练指导）                                 【**只招收 60 人】 

(六) 技艺团体  （5个学会） 

TA 

 

 

摄影学会 ** 

 

三 

 

至 5pm 

解释相机构造、学习猎影；参与学校各活动的拍摄 

 

生活营、户外猎影、（studio）室内摄影棚、短片剪接、服务 

                                                                                                        【*须面试】 

                                                                【**只招收 100 人】 

TB 美术学会** 

三 

 

TB1、TB2:绘画组     TB3: 水墨画组    TB4:立体造型组  

TB5: 漫画(初级组)     TB6: 漫画(高级组)   TB7:设计组 

                                                                    【**只招收 150 人】 

TC 手工艺学会** 
饰品设计、不织布、绳结 

 

须付材料费                                                  【**只招收 150 人】 

TD 家政学会 ** 二/三 

烹饪、专人示范、专题讲座、会内烹饪比赛  

星期二：初二至高一 16 人，高二 5 人（21 人） 

星期三：初二至高一 20 人，高二 5 人（25 人） 

    

只收初二至高二生                                      【**只招收 64 人】 

TE 棋艺学会 三 

TE1:象棋组**【**只招收 90 人】【**初中组 50 人,高中组 40 人】 

TE2:西洋棋组*【**只招收 50 人】【**初中组 30 人,高中组 20 人】 

TE3:围棋组*【**只招收 50 人】【**初中组 30 人,高中组 20 人】 

付费                                                                            
                                                                                                                                                                                                                       PG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