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19 年度特別通告 第 10 號 

觀塘官立小學 
各位家長： 

2018-19 年度【體育校隊訓練】事宜 
 

你的子女_________班____________________獲體育老師推薦參加以下體育校隊，參與定期有系統的練習。

透過校隊訓練，既能提升學生的運動技巧，亦同時增強溝通能力、自信心及成就感。請督導 貴子弟勤加練習，

全力參與訓練。 

獲選校隊（） 運動項目 
上課日子 

（每堂日期詳見附頁）
負責老師 

 乒乓球 星期二 湯致能主任 

 體育舞 星期四 李麗貞主任 

 籃球 星期四 陳欣怡老師 

 排球 星期五 關凱華老師 

 游泳 星期一、星期四 吳栢淳老師 

上課時間、日期及地點詳見附頁(請保留附頁直至課程完結)。 
 
注意事項： 
1. 體育校隊隊員須參與每一課訓練，不應半途而廢，中途退出，以免浪費名額及影響校隊整體表現。 

（健康理由除外） 
2. 各隊員須聽從教練及工作人員指導進行活動。 

3. 各隊員在課程進行時，如感到不適，應立即停止活動及通知教練。 

4. 各隊員能否參與下一輪訓練，需視乎其訓練表現。 

5. 排球、籃球和游泳校隊：由本校教師負責帶領學生前往訓練場地，交教練訓練學生。訓練完畢，由家長 

   自行接子女回家或學生自行回家。 

6. 請家長留意 貴子弟的體質是否適合參與體育校隊訓練。 

 
校長：                       

二零一八年九月十一日                                           （負責老師：關凱華老師、陳欣怡老師）

----------------------------------------------------------------------------------------------------------------------------------------------- 
 回條 （請詳閱後在適當的內加號及簽署，於九月十二日交回負責老師） 

謝校長： 
 

  本人已收到 2018-19 年度特別通告 第 10 號 有關【體育校隊訓練】事宜，經已知悉。本人 
 

□ 同意 我的子女參加校隊訓練，並確認我的子女體質適合參與體育校隊訓練。 
 

獲選校隊（） 運動項目 上課地點 
 排球 牛頭角道體育館

 籃球 牛頭角道體育館

 游泳 觀塘泳池 

活動後，我的子女將     
 由家長到上課地點接回。 

 
 由上課地點自行回家。 

 

獲選校隊（） 運動項目 
  乒乓球 
 體育舞 

活動後，我的子女將   
   
 由家長到本校接回。 

 
 自行回家。 

 

 乘搭第二輪校車(固定線)至_________站回家。

（如當天沒有第二輪校車服務，我的子女將 
由家長到本校接回 / 自行回家。） 

□ 不同意 我的子女參加校隊訓練。 

        班學生          (    )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 

 家長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一八年九月_____日 



 
                                                                                 附件一 

 

觀塘官立小學 

2018-19 年度「體育校隊訓練」上課詳情 
 

星期 活動 
名稱 

上課時間 上課地點 校隊隊員 上課日期 負責 
老師 

導師資歷 學費 

二 乒乓球 2:05-4:00 本校禮堂 
由導師及負責

老師挑選 

2/10, 9/10, 16/10, 23/10, 
30/10, 13/11, 20/11, 27/11, 
4/12, 11/12, 8/1, 22/1 

湯致能

主任 
由香港乒乓球總

會教練任教 
全數由學校資助 

四 體育舞 2:05-4:00 本校活動室
由導師及負責

老師挑選 

13/9, 20/9, 27/9, 4/10, 11/10, 
18/10, 25/10, 1/11, 15/11, 
22/11, 29/11, 6/12, 13/12, 3/1, 
17/1, 24/1 

李麗貞

主任 
由香港體育舞蹈

總會教練任教 
全數由學校資助 

四 籃球 2:05-4:00 
牛頭角道 
體育館 

由導師及負責

老師挑選 

27/9, 4/10, 11/10, 18/10, 
25/10, 1/11, 15/11, 22/11, 
29/11, 6/12, 13/12, 20/12, 3/1, 
17/1, 24/1 

陳欣怡

老師 
由香港籃球總會

教練任教 
全數由學校資助 

五 排球 
2:00-3:30 

(#約 1:35 離校) 
牛頭角道 
體育館 

由導師及負責

老師挑選 

28/9, 5/10, 12/10, 16/11, 
23/11, 30/11, 7/12, 14/12, 4/1, 
18/1, 25/1, 15/2 

關凱華

老師 
由香港排球總會

教練任教 
全數由學校資助 

一、四 游泳 3:00-5:00 觀塘泳池 
負責老師按 

水試成績挑選

17/9, 20/9, 27/9, 4/10, 8/10, 
11/10, 15/10, 18/10, 22/10, 
25/10, 29/10  

吳栢淳

老師 
由海狼體育會 
游泳教練任教 

全數由學校資助 

 
*備註﹕ 
 

○1  個別項目所學的內容、技能的要求亦較高，甚至要求隊員於校內、校外代表學校比賽或表演。 



附件二 
順風旅遊巴士有限公司 

TEL：2358 1468 / 9432 8886，FAX：2358 2216 
觀塘官立小學 

第二輪校車服務特別安排 

-第二輪校車免費(只限乘搭校車學生) 

-約 4:30p.m.開車， 

-只限以下站別，人數較多才考慮停車。 

＊與第一輪校車的站別有所不同，家長敬請留意！ 

煩請各家長於下列時間提早 5 至 10 分鐘於車站等候接送學童放學。 

1 街市橋底 (約)4:33 

2 淘大 Q座 (約)4:35 

3 彩盈村 盈順樓 (約)4:38 

4 樂雅苑對面,樂華村對面 (約)4:41 

5 協和街中國銀行 (約)4:46 

6 翠屏裕記巴士站 (約)4:49 

7 藍田綜合大樓 (約)4:51 

8 平真樓,平信樓 (約)4:54 

9 啟田商場門口 (約)4:55 

10 秀暉樓天橋 (約)5:02 

11 秀程樓 (約)5:03 

----------------------------------------------------------------------------------------- 
第二輪校車服務只限以下日子 

2018 年 9 月 24 日至 12 月 19 日(11 月 16 日、測驗、考試及學校假期除外) 

2019 年 1 月 2、3、4 及 18 日 

2019 年 2 月 18 日 至 5 月 30 日 (測驗、考試及學校假期除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