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19 年度 特別通告 第 75 號 

觀塘官立小學 
各位家長： 

2018-19 年度【課餘學藝班】下學期收費通知事宜 
 

你的子女   班           於下學期可繼續參加以下【課餘學藝班】。 
 

 所參與學藝班名稱 上課日期(星期) 
課程一   
課程二   
課程三   

 

 
上課時間、日期、地點及繳費方法詳見附頁一(請保留附頁直至課程完結)， 
另於 1 月 17 日(星期四)由學生帶備所需費用及回條，大約由八時起，各機構負責人會到 P1 課室收費，P2-6
依負責老師安排到禮堂，向【課餘學藝班】機構代表直接付款，家長不用到校交費。(請家長替孩子把不
同組別的款項分類，並寫上姓名、班別、參加組別的名稱，放入舊信封或透明膠袋內。) 
 

 註：1. 校方鼓勵學生參與全期課程，學習完整的課程內容；學生不應半途而廢，中途退出或轉組，以免
浪費名額及影響小組整體表現。 

 2. 所有已繳交的費用，不設退款。  
     3. 若參加人數不足，該課餘學藝班將予取消。 
     4. 如教育局宣佈停課，所有【課餘學藝班】將予取消，學生將照平時放學方法放學，校內【課餘學 
        藝班】補課安排將另行通知，敬希家長注意！ 
     5. 部份【課餘學藝班】為體育、舞蹈藝術等訓練活動，家長需因應子女的健康情況才決定是否參加。 
     6. 凡用支票付款，各機構的支票抬頭(見附件一)。*請於支票背面寫上學生姓名、班別、聯絡電話及

參加項目的名稱。 
7. 如必須退出，於 11/1(五)或以前書面通知李麗貞主任交代原因(因未曾完成全年的課程，將不會取 

得「全方位學習基金」的津貼)。  
 
 
         校長：                      

二零一九年一月八日                                          （負責老師：李麗貞主任）
--------------------------------------------------------------------------------------------------------------------------------------  

 回條 （請詳閱後簽署，於一月十七日帶同回條，繳費後，依老師指示把回條放入禮堂的收集箱） 
謝校長： 
 

2018-19 年度特別通告第 75  號有關【課餘學藝班】下學期收費通知事宜，本人已經知悉，現

為子女繳交以下課程的費用： 
 所參與學藝班名稱 繳交費用 
課程一   
課程二   
課程三   

 

(在適用的中加上號) 
1. □ 依照上學期課餘學藝班的放學方式 
2. □ 更新下學期課餘學藝班放學方法： □ 自行放學  □ 家長接送  

 □ 等兄姊： 班              (  ) 

               □ 乘搭校車 (請在站名前加上號) 
 

 街市橋底  協和街中國銀行  啟田商場門口 

 淘大 Q座  翠屏裕記巴士站  秀暉樓天橋(不入寶達) 

 彩盈村 盈順樓  藍田綜合大樓  秀程樓 

 樂雅苑對面，樂華村對面  平真樓,平信樓  

   班學生     (   )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一九年一月(     )日 



            



觀塘官立小學                                  附件一 

       2018-19年度下學期「課餘學藝班」詳情及繳費資料 

星

期 
活動名稱 上課時間 

上課 

地點 
學員 

每節費用 

 (上學期) 
上課日期 備註(2019年 1月 17日繳費) 學費 

一 

多元數學

思維培訓 

3:10- 

4:10 

(1小時) 

課室 P1-2 $4210 

(星期一) 
下學期 10節 

4/3 

11/3 

25/3 

1/4 

8/4 

15/4 

29/4 

6/5 

20/5 

27/5 

1. 費用已包括課本、筆記及小實驗用具 

2.支票抬頭請寫﹕高瞻教育機構有限公司 

$420 

跆拳道  禮堂 P4-6 $5010 

1. 新生需買道袍、白帶及會徽：$350 

  (於第一堂上課時向教練購買) 

2. 學生如達一定水平，可由教練推薦升級考試，考生需另

付考試費用﹕$350 

3. 支票抬頭請寫﹕薈心跆拳道 

$500 

長笛 課室 P1-3 $7511 

1. 學生需購買課本$50 

2. 新生需購買長笛一支（每枝$1550）  

3. 支票抬頭請寫﹕伍杏焮 

4.  第 11節會安排在表演前，日期容後通知 

$825 

 

中國舞 

高小組 

3:10- 

4:40 

(1小時30

分鐘) 

活動室 P4-6 $7810 

1. 不設校車服務 

2. 包表演或比賽日道具借用費(不連鞋、每學生一套) 

3. 跳舞鞋代訂﹕港幣 50元一雙 

4. 費用已包括比賽前加時訓練最少四節，日期容後通知 

5. 支票抬頭請寫﹕學研教育中心 

$780 

 

二 

圍棋 

3:10- 

4:10 

(1小時) 

課室 

P3-6 $4510 

(星期二) 
下學期 10節 

5/3 

12/3 

26/3 

2/4 

9/4 

30/4 

7/5 

14/5 

21/5 

28/5 

1. 包用具及材料 

2.支票抬頭請寫﹕ChessKIDS 

$450 

劍橋英語
(Movers) 

P3-4 
$3410 

1. 包劍橋英語筆記 

2. 可代辦報考劍橋英語試，考試費學生自付 

3. 支票抬頭請寫﹕校園小博士教育機構有限公司 

$340 
劍橋英語
(Flyers) 

P5-6 

舞台魔術 

表演班 
P4-6 $5010 

1. 包每位學生每節一件魔術道具 

2. 免費借用舞台表演道具(如有需要) 

3. 出席率達八成者可獲學習效能評估記錄  

4. 支票抬頭請寫﹕香港兒童魔法學院有限公司 

$500 

中國舞 

初小組 

3:10- 

4:40 

(1小時30

分鐘) 

活動

室 
P1-3 $7810 

1. 不設校車服務 

2. 包表演及比賽日道具借用(不連鞋、每學生一套) 

3. 跳舞鞋代訂﹕港幣 50元一雙 

4. 費用已包括比賽前加時訓練最少四節，日期容後通知 

5. 支票抬頭請寫﹕學研教育中心 

 

$780 



星

期 
活動名稱 上課時間 

上課 

地點 
學員 

每節費用 

 (上學期) 
上課日期 備註(2019年 1月 17日繳費) 學費 

三 

趣味英語 
3:10- 

4:10 

(1小時) 

課室 

P1 $2910 (星期三) 
下學期 10節 

27/2 

6/3 

13/3  

27/3 

3/4 

10/4 

8/5 

15/5 

22/5 

29/5 

 

 

1.包括筆記、個別評估報告及出席證書 

2.支票抬頭請寫﹕伴您同行計劃教育服務機構 
 

 

 

$290 

小小 

科學家 
P1-2 $3710 

1. 包括材料費 

2. 支票抬頭請寫﹕校園小博士教育機構有限公司 

 

$370 

奧數 

P3，P4 

P5，P6 
3:10- 

4:40 

(1小時30

分鐘) 

P3-6 $5510 

1.不設校車服務 

2.包括教材 

3.可安排參加校外比賽 

4.全年 2堂比賽前加時訓練，日期容後通知 
5.支票抬頭請寫﹕學研教育中心 

$550 

中國鼓令 
課室/ 

禮堂 
P2-6 $8210 

1. 不設校車服務 

2. 未有鼓板的學生需購買練習鼓板及鼓棍$145(一套) 

3. 支票抬頭請寫﹕柏茵音樂有限公司 
$820 

四 

跆拳道 

3:10- 

4:10 

(1小時) 

禮堂 P1-3 $5010 (星期四) 
下學期 10節 

28/2 

7/3 

14/3 

28/3 

4/4 

11/4 

2/5 

9/5 

16/5 

23/5 

1.新生需買道袍、白帶及會徽：$350 

  (於第一堂上課時向教練購買) 

2.學生如達一定水平，可由教練推薦升級考試，考生需 

另付考試費用﹕$350 

3.支票抬頭請寫﹕薈心跆拳道 

$500 

 

mBot  

編程機械

人課程             

課室 P4-6 $6010 
1. 支票抬頭請寫﹕天騰教育有限公司 

 

$600 

 

水墨畫 

 
視藝室 P3-6 $4010 

1. 包毛筆、宣紙及國畫顏料等用具 

2. 請自備(圍裙、手袖) 

3. 可安排校內作品展覽或成果分享活動 

4. 可安排參加相關校外比賽 

5. 出席率達八成者，可獲頒授課程證書及學習效能評估 

6. 支票抬頭請寫﹕拉斐爾美術學院有限公司 

$400 



星

期 
活動名稱 上課時間 

上課 

地點 
學員 

每節費用 

 (上學期) 
上課日期 備註(2019年 1月 17日繳費) 學費 

五 

 

演說技巧 

(中文) 

3:10- 

4:10 

(1小時) 

課室 P4-6 $3010 

(星期五) 
下學期 10節 

22/2 

1/3 

8/3 

15/3 

22/3 

29/3 

12/4 

10/5 

17/5 

24/5 

1. 包括材料費 

2. 支票抬頭請寫﹕校園小博士教育機構有限公司 
$300 

花式跳繩

練習班 

禮堂/ 

操場 
P3-6 $5010 

1.新生需買個人拍子繩($85 1條) 

2.支票抬頭請寫﹕學研教育中心 

$500 

 

小提琴 課室 P1-3 $7511 

1. 新生需買小提琴一部（每部$900） 

2. 學生需購買課本$60 

3. 舊生需於繳費日帶回舊小提琴讓教練評定，如大小尺寸

不合適，需重新購買，繳費當天請帶備$900支票 

4. 支票抬頭請寫﹕陳煒彬 

5. 第 11節會安排在表演前，日期容後通知 

$825 

花式跳繩

表演班 

 3:10- 

4:40 

(1小時

30分鐘) 

禮堂/ 

操場 
P3-6 $8010 

1. 包表演道具租借費 

2. 新生需買個人拍子繩($85 1條) 

3. 費用已包括表演前加時訓練最少四節 

4. 支票抬頭請寫﹕學研教育中心 

$800 

流行 

爵士舞 

 

活動室

/禮堂 

       
P3-6 $10110 

1. 不設校車服務 

2. 包表演及比賽日道具租借費 

3. 費用已包括比賽前加時訓練最少四節，日期容後通知 

4. 支票抬頭請寫﹕學研教育中心 

$1010 

 

① 以上課程分上、下學期繳費(以每學期的上課十節計算)，校方鼓勵學生參與全年課程，學習完整的課程內容。 

學生不應半途而廢，中途退出，以免浪費名額及影響小組整體表現。 

 

② 個別項目學費較昂貴，所學的內容、技能的要求亦較高，甚至要求學生於校內或校外代表學校表演或參加比賽。 

 
   

 

 



 

 

             觀塘官立小學 
         2018-19 年度下學期「課餘學藝班」導師資歷及課程簡介 

範疇 項目 機構/導師 機構/導師資歷 課程內容 

藝術/ 
音樂/ 
舞蹈 

流行 
爵士舞 

學研教育中心 

- 香港著名舞蹈總監Sunny Wong門下徒生 
- 已考取國際歐盟舞蹈證書 
- 曾擔任TVB及各演唱會舞蹈員 
- 兒童舞蹈組合「jelly beans 」導師 

流行舞主要以爵士舞、現代舞、街舞為主，是一種

極富動感，節奏明快的舞蹈，至今已發展出多種風

格，舞蹈動作由傳統含蓄至誇張奔放等不同演繹方

式，一應俱全。初級班以訓練節奏感及肢體協調為

主，適合初學者或對舞蹈有興趣的人。 

中國舞 學研教育中心 
- 香港演藝學院畢業 
- 北京舞蹈學院證書十三級成績 
- 香港舞蹈團排舞及中國舞考級導師 

教授中國舞的基本技巧，透過舞蹈訓練，讓學生了解

各民族的生活習性；提升身體協調能力和音樂感，培

養學生的合作精神和自信心，屬比賽及表演班。 

長笛 
 

伍杏焮 
 

- 長笛導師資料 : 

- 中文大學音樂系畢業(主修鋼琴) 

- 已考取英國倫敦聖三一音樂學院長笛演奏ATCL(優異) 

- 已考取英國倫敦聖三一音樂學院鋼琴演奏LTCL(優異) 

- 已考取英國倫敦聖三一音樂學院鋼琴演奏ATCL(優異) 

- 已考取英國皇家音樂學院長笛及鋼琴8級 

- 已考取英國皇家音樂學院8級及5級樂理 

- 已具有5年以上教學經驗, 曾任教多間小學及中學、各大

音樂學校 

介紹長笛演奏之基本技巧：口型、聲音控制、呼吸

配合及氣量控制 

由淺入深，多種節奏感訓練、針對講述不同品牌長

笛的特性、演奏、合奏訓練 

教授正確、有效、節省時間的練習方法配合多位長

笛大師的句子或歌曲作練習 

即興演奏、訓練安排參與長笛樂團及管弦樂團、演

奏與應試技巧、提供公開表演機會 

 

小提琴  
陳煒彬 

- 小提琴導師資料 

- 英國倫敦市政廳音樂及戲劇學院:碩士演奏 

- 中文大學音樂系畢業(主修提琴) 

- 香港城市室樂團及香港弦樂團的特約樂手 

- 室樂團「時。刻室樂」核心成員 

- 曾於法國五月藝術節和香港藝術節中演出及舉辦音樂工

作坊 

- 有多年教授小提琴和中提琴班的經驗，能提供英國皇家

音樂學院考試及校際音樂節比賽的訓練 

提琴結構及姿勢介紹、左右手配合、手指靈活及耐

力訓練、學習全、中和上半弓技法、音色及音準訓

練、指法/持弓認識、音階訓練及以不同的伴奏形式

練習 

多種指法、和弦理論及和弦的要訣，配合多位提琴

大師的句子或歌曲作練習、認識及學習世界著名提

琴家的演奏技巧，提琴保養知識、教授正確、有效、

節省時間的練習方法，安排參與提琴樂團及管弦樂

團，演奏與應試技巧 

中國鼓令 柏茵音樂有限公司 

-導師來自香港演藝學院的音樂系畢業生, 
-自2003年開始教授非洲鼓、木箱鼓、中國敲擊樂器 
-超過5年教學經驗 
-曾任教於各大社區會堂、音樂學校、各中小學及幼稚園 
-具有豐富教學經驗 
-對表演有豐富經驗 

各類中國鼓及姿勢介紹 
學習入門技巧，左右手分配 
學習拍子及音符、節奏感練習 
學習鼓樂、 
獨奏、合奏訓練 
演出時器材擺位、綜合本學年的學習組成歌曲 

附件二 



 
 
範疇 項目 機構/導師 機構/導師資歷 課程內容 

藝術 
態度 
技能 
表演 

跆拳道 
薈心跆拳 

黃漢明教練及 
拳會助教 

黃漢明教練是 
-世界跆拳道聯盟黑帶六段 
-世界跆拳道總部註冊教練 
-香港跆拳道協會黑帶六段 
-薈心跆拳道會館長及總教練 
-香港體育學院（教練培訓部）註冊教練 
-香港跆拳道協會一級裁判 
-香港跆拳道協會高級教練 
-康樂文化事務處註冊教練和 2002-2003 傑出教練 
-曾任 1993 年第十一屆世界賽香港代表隊隊長 
-1995 年第一屆亞洲跆拳道金杯賽香港代表隊 
-擁有香港紅十字會急救證書 
-完成社區體育會管理進階課程(康樂文化事務處) 
-2016 世界跆拳道破擊大賽(手刀破擊季軍) 
-2017 世界跆拳道破擊大賽(手刀破擊亞軍) 
-2017 第 15 屆日本大板公開賽(品勢亞軍)  
黃漢明教練經驗豐富，於 1991 年開始教練職務於多間

社區中心、中小學任教 

(1 級學員):破擊技巧、套拳（太極一型至太極八

型）、技擊技巧。 
(2 級學員):360 度踢腳技術、教授所屬套拳(太極五

型共二十式)。 
(3 級學員):跳後踢腳技術、教授所屬套拳(太極七型

共二十五式)。 
(4 級學員):跳側踢腳技術、教授所屬套拳(太極六型

共十九式)。 
(5 級學員):滑步踢腳技術、教授所屬套拳(太極五型

共二十式)。 
(6 級學員):跳橫踢腳技術、教授所屬套拳(太極四型

共二十式)。 
(7 級學員):下壓踢腳技術、教授所屬套拳(太極三型

共二十式)。 
（8 級學員）:跳前踢腳技術、教授所屬套拳 (太極

二型共十八式)。 
（9 級學員）前踢腳技術、教授所屬套拳 (太極一

型共十八式)。 
(10 級學員):跆拳道禮儀、學員應注意的事項(尊師

重道、尊重長輩、學習態度)、結帶、手部技術。 

花式跳繩 學研教育中心 

-香港跳繩代表隊李俊明先生 
-曾帶領學員參加康文署舉辦的全港比賽並獲獎 
-曾參與全國跳繩錦標賽 

-曾到中國的學校作表演 

-曾參與多間機構周年晚會表演 

跳繩運動可以強身健體，訓練手腳協調，增強心肺

耐力。本課程教授個人、雙人及集體花式跳繩，例

如﹕單腳跳、連鎖跳、十字跳、單車跳、車輪跳、

跨下跳等等花式。有助訓練個人的反應和耐力，達

到強身健體的目的。 

藝術 
視覺 
美學 

水墨畫 拉斐爾美術學院 
有限公司 

- 任教導師具大學/大專程度(主修美術或設計) 
- 已接受專業培訓，已修畢學院之駐校導師實習課程 
- 具不少於3年相關教學經驗。 

本課程以教授國畫的繪畫技巧，學習正確的執筆及

運筆方法，從繪畫過程中，認識中國文化藝術，從

學習的過程中，培養兒童的恆心和毅力。 

 
  



 
範疇 項目 機構/導師 機構/導師資歷 課程內容 

興趣 

圍棋 
小旗手 

Chess KIDs 
導師均有棋力5段位以上，教學耐心規範，經驗豐富。 

培訓學生圍棋技巧，培養學生意志力、專注力、

決斷力和合群性；並孕育出謙厚、上進的品格，

使其能勇於面對挫敗，積極爭取成功。 

舞台魔術 
表演班 

香港兒童魔法學院 

有限公司 

導師資歷 

- 任教導師具豐富的教授魔術課程經驗 

- 具駐校任教相關課程經驗 

- 具豐富帶領學生參加比賽及表演經驗 
 

課程包括：舞台魔術技巧、魔術道具的使用方法

等。課程不但讓同學了解魔術的原理，還要求同

學作出個人演繹、表演示範，從訓練及嘗試過程

中學習，增強同學的自信心及表達能力。 

學術 
中、英、數 

演說技巧 
校園小博士教育機構 

有限公司 

導師均具大專程度或以上 
- 富愛心、有責任感、態度認真 
- 已接受專業培訓，並達認可水平 
- 具相關教學經驗 

課程包括：如何處理緊張情緒、面對群眾前的準

備、如何安排演說內容、甚麼是清晰的表述、抓

住說話的重點、簡潔話語的標準、發音及語調訓

練、撰寫演說內容訓練、明白介紹的動機、與別

不同的介紹技巧、甚麼是具體生動描述、認識說

話時的忌諱、如何安排表述的次序、內容序列的

問題、轉述資訊的技巧等。 

趣味英語 
伴您同行計劃教育

服務機構 

- 本地導師，具大學程度或以上 

- 富愛心、有責任感、態度認真 

- 已接受專業培訓，並達認可水平 

- 具相關教學經驗 

整個課程採用主題式教學法，透過多元活動讓學

生在愉快的學習環境下多說多聽英語，從而加強

他們學習英語的動機。 

劍橋 
英語 

MOVER 
FLYER 

校園小博士教育機構 
有限公司 

- 本地導師，具大專程度或以上 

- 富愛心、有責任感、態度認真 

- 已接受專業培訓，並達認可水平 

- 具相關教學經驗 

課程圍繞考試所包括之閱讀與寫作（Reading & 

Writing）、聆聽（Listening）及會話（Speaking）

三部份而編制，旨在以輕鬆啟發之方式幫助學生

熟習考試模式。 

奧數 學研教育中心 - 持奧林匹克數學導師證書 

- 2009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個人銅獎 

通過數學培訓，旨在激發學生學習興趣，發現和

培養資賦優異學生，促進學生開發思維，增強分

析解難能力。 

奧數課程特色： 

- 以圖像及文字題為主，內容豐富有趣 

- 啟發數學潛能，鞏固邏輯思考  

- 增強數學知識及運用技巧，解決常見數學難題 

  



 
範疇 項目 機構/導師 機構/導師資歷 課程內容 

學術 
中、英、數 

 

多元數學

思維培訓 
高瞻教育機構 
有限公司 

-所有導師均持有中國奧數教研協會頒發認可之「奧數

教練證書」 

-所有導師均已通過考核 

-所有導師均具有認可的專業資格，提供優質的教學 

本課程設計了一系列的數學思維活動，加入更多

不同效能的數學實驗和集體活動，以趣味學習的

形式，靈活運用場地資源，帶動學生進入繽紛的

數學世界，讓學生投入不同的數學範疇，培養學

生學習數學的興趣。 

導師會引導學生運用不同的策略解決問題，鼓勵

學生擴闊自己的思維空間。 

科學科技 

小小科學

家培訓 
校園小博士教育機構 

有限公司 

導師均具大專程度或以上 
- 富愛心、有責任感、態度認真 
- 接受專業培訓，並達認可水平 
- 具相關教學經驗 

課程透過不同的學習主題，通過DIY製作完成不

同的實驗作品，讓同學在製作過程中不斷學習，

將抽象的科學原理真實地展現在實驗作品中，以

達致理論與實踐相互結合。 

mBot 編
程機械人 
課程 

天騰教育有限公司 

-導師均大學畢業，大部分出自工程學系或電腦資訊科

技學系 

-部分導師有五年以上經驗 

-曾在全港及國際賽中獲獎 

-有帶隊出賽經驗(青少年機械人世界盃、香港機械人

奧運會、ROEOFEST 機械人大賽) 

mBot 是由智能積木機械人 mBlock 專為教育設

計的，組裝硬件後，便可透過圖形化的 Scratch 

程式語言，自行撰寫程式控制 mBot 。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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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