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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通告 2014-2015 年度第 A013 號 

 

有關上學期部分收費活動班事宜有關上學期部分收費活動班事宜有關上學期部分收費活動班事宜有關上學期部分收費活動班事宜    
 

敬啟者： 

 

為充實同學的課餘時間，使學習生活更為多姿多采，本校上學期將舉辦多項收費活動班(詳情請參

閱下表)。  閣下可依  貴子弟的興趣選擇一項或多項之活動讓  貴子弟參加。 閣下需自行安排  貴

子弟之往返交通工具。 

本校設有「體藝潛能發展基金」為合資格的學生提供 100 元津貼，參加 2014-2015 年度上學期其

中一項收費活動班（須符合有關條件，已於回條上註明）。 

 

報名方法報名方法報名方法報名方法：：：：                                                      ( ( ( (報名前請填妥回條及備妥費用報名前請填妥回條及備妥費用報名前請填妥回條及備妥費用報名前請填妥回條及備妥費用)))) 

 報名日期 / 時間 報名地點 備註 

家長到校報名 
9 月 23 日(二)及 24 日(三) 

上午 7 時 30 分至 7 時 50 分 
本校地下傳達室 

學生自行報名 
9 月 23 日(二)及 24 日(三) 

(第一小息前的課堂時間) 

機構負責人 

到課室收取 

家長或學生交妥回條

及費用後，即日會於手

冊貼便條以作確認 

 
課程資料及收費表如下課程資料及收費表如下課程資料及收費表如下課程資料及收費表如下：：：：    

AAAA    逢星期二逢星期二逢星期二逢星期二    收費活動班課程收費活動班課程收費活動班課程收費活動班課程（（（（按上課日期編排按上課日期編排按上課日期編排按上課日期編排））））    
上課日期：7/10、14/10、21/10、28/10、11/11、18/11、25/11、2/12、9/12、16/12、6/1、20/1（共十二堂）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興趣班名稱興趣班名稱興趣班名稱興趣班名稱    上課上課上課上課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費費費費用用用用    

A1 拉丁舞高班 下午 3:15-4:30 P.4-6(男女均可) $500  

 

BBBB    逢星期五逢星期五逢星期五逢星期五    收費活動班課程收費活動班課程收費活動班課程收費活動班課程（（（（按上課日期編排按上課日期編排按上課日期編排按上課日期編排））））    
上課日期：10/10、17/10、24/10、31/10、7/11、14/11、28/11、5/12、12/12、2/1、9/1、16/1（共十二堂）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興趣班名稱興趣班名稱興趣班名稱興趣班名稱    上課上課上課上課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費費費費用用用用    

B1 拉丁舞初班 下午 3:30-4:45 P.1-3(男女均可) $500  

 

CCCC    逢星期六逢星期六逢星期六逢星期六    收費活動班課程收費活動班課程收費活動班課程收費活動班課程（（（（按上課日期編排按上課日期編排按上課日期編排按上課日期編排））））    

上課日期：11/10、18/10、25/10、1/11、15/11、22/11、29/11、6/12、13/12、20/12（共十堂）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興趣班名稱興趣班名稱興趣班名稱興趣班名稱    上課上課上課上課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費費費費用用用用    

C1 中文創意寫作-A 班    上午 11:30-12:30 P.1-2 

C2 中文創意寫作-B 班 下午 1:15-2:15 P.3-4 
$350        

C3 劍橋英語考試課程(Starters)  上午 10:15-11:15 P.1-2 

C4 劍橋英語考試課程(Movers) 上午 9:00-10:00 P.3-4 

C5 劍橋英語考試課程程(Flyers) 上午 11:30-12:30 P.5-6 

或相等

英語能

力學生

參加 

$550 (包括英國劍橋出版

社教冊價值$130，

可供上、下學期使

用) 

C6 英語小廚師 下午 1:15-2:15 P.1-3 $450 

C7 奧林匹克數學證書課程 P.1 上午 11:30-12:30 P.1 

C8 奧林匹克數學證書課程 P.2 上午 9:00-10:00 P.2 

C9 奧林匹克數學證書課程 P.3 上午 10:15-11:15 P.3 

C10 奧林匹克數學證書課程 P.4 下午 1:15-2:15 P.4 

C11 奧林匹克數學證書課程 P.5 P.5 

C12 奧林匹克數學證書課程 P.6 
下午 2:30-3:30 

P.6 

$420 

C13 輕黏土 DIY- A 班 (P.1-3) 下午 1:15-2:15 P.1-3 

C14 輕黏土 DIY- B 班 (P.4-6) 下午 2:30-3:30 P.4-6 
$420 

（（（（轉背頁轉背頁轉背頁轉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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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資料及收費表如下課程資料及收費表如下課程資料及收費表如下課程資料及收費表如下((((續續續續))))：：：：    

CCCC    逢星期六逢星期六逢星期六逢星期六    收費活動班課程收費活動班課程收費活動班課程收費活動班課程（（（（按上課日期編排按上課日期編排按上課日期編排按上課日期編排））））    

上課日期：11/10、18/10、25/10、1/11、15/11、22/11、29/11、6/12、13/12、20/12（共十堂） 

C15 兒童畫班 上午 11:00-12:15 P.1-6 
$700 
(自備 50 色裝的油粉彩) 
(新生必須購買畫袋$40) 

C16 魔術師 上午 9:00-10:00 P.1-6 $450  

C17 扭氣球樂 上午 10:15-11:15 P.3-6 $420  

C18 小小科學家-A 班 (P.1-3) 上午 9:00-10:00    P.1-4 $420 

C19 小小科學家-B 班 (P.4-6) 上午 10:15-11:15 P.4-6 $420 

C20 狄易達軍團 HIP HOP 班 上午 10:00-11:30 P.1-6 $650  

C21 花式跳繩 上午 10:15-11:15 P.1-6 $420  

C22 圍棋 下午 2:30-3:30 P.1-3 $380  

C23 中國象棋 下午 1:15-2:15 P.4-6 $380  

C24 EQ 遊戲坊 下午 2:30-3:30 P.1-3 $380  

C25 夏威夷小結他 上午 10:15-11:45 P.3-6 
$650  (新學員若全年參加夏威

夷小結他班將贈送小結

他乙部) 

C26 小提琴 A 班（新學員） 上午 9:00-10:00 P.3-6 

$900 (新學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

班班班班新新新班

部、譜譜譜譜譜新書譜

本) 

C27 小提琴 B 班（舊學員） 上午 10:00-11:00 P.3-6 $900  

C28 武術功夫 下午 2:30-3:30 P.4-6 $450 

C29 跆拳道 上午 11:15-12:15 P.1-6 $400 (新新新學生獲班道袍) 

C30 乒乓球 上午 9:00-10:30 P.1-6 $500 

    

DDDD    逢星期六逢星期六逢星期六逢星期六    收費活動班收費活動班收費活動班收費活動班課程課程課程課程（（（（按上課日期編排按上課日期編排按上課日期編排按上課日期編排））））    

上課日期：11/10、18/10、25/10、15/11、22/11、29/11、6/12、13/12、20/12、3/1（共十堂）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興趣班名稱興趣班名稱興趣班名稱興趣班名稱    上課上課上課上課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費費費費用用用用    

D1 籃球興趣班 上午 9:00-10:00 P.1-6(男女皆可) $360  

D2 
籃球進階班 
(己己己己己班己己己己己) 

上午 10:00-11:00 P.2-6(男女皆可) $360 

 

EEEE    逢星期六逢星期六逢星期六逢星期六    收費活動班課程收費活動班課程收費活動班課程收費活動班課程（（（（按上課日期編排按上課日期編排按上課日期編排按上課日期編排））））    

上課日期：11/10、18/10、25/10、1/11、15/11、22/11、29/11、6/12、13/12、3/1、（共十堂）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興趣班名稱興趣班名稱興趣班名稱興趣班名稱    上課上課上課上課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費費費費用用用用    

E1 古箏初班（新學員） 上午 9:00-10:00 P.2-6 
$800  (新學新新課新新新新

$100包包包包書、指指

譜一譜指指一一) 

E2 
古箏進階班（舊學員） 
(如新新如數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初班如如) 

上午 10:00-11:00 P.2-6 $800 

註︰學校已資助$200，並免新新供如如作上課之用，學生上學期如另付$100 租借如如回家練習     
 

FFFF    逢星期六逢星期六逢星期六逢星期六    收費活動班課程收費活動班課程收費活動班課程收費活動班課程（（（（按上課按上課按上課按上課日期編排日期編排日期編排日期編排））））    

上課日期：18/10、25/10、15/11、29/11、6/12、20/12、10/1（共七堂）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興趣班名稱興趣班名稱興趣班名稱興趣班名稱    上課上課上課上課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費費費費用用用用    

F1 陶藝創作班 上午 10:00-12:15 P.1-6 $800  

註：10/1 上課上上班上上上上 10:0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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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以上各項課程簡介已上載於本校網頁 (www.tcps.edu.hk)。 

2. 報名前請確保所選之活動班的時間沒有與其他活動相撞，並盡量以支票繳費。 

3. 所有活動班均不設褓姆車接送服務。 

4. 上述各項活動能否成功開辦，將視乎參加人數多寡而定。如因參加人數不足致活動

班未能開辦，已繳交之學費將全數退回。 

5. 活動班一經確定開辦，已繳費參加活動班的同學，必須依日期準時出席上課，繳費

後將不會退回學費。 

6. 請參加收費活動班之學生保留此通告，以作日後上課之參考。 

7. 家長或學生交妥回條及費用後，即日會於手冊貼便條以作確認。 

8. 逾期遞交回條及費用者將被列入後補名單。 

 
參加收費活動班守則 

 

1. 參加收費活動班之學生，回校上課必須穿着整齊校服或學校體育服裝。 

2. 如因病或要事請假，必須及早致電 2693 1898 通知學校(個人請假不會安排個別補

課)；遲到學生必須先往校務處報到。 

3. 排隊等候上課期間須保持隊伍整齊和安靜。 

4. 對導師要有禮貌，遵守課室規則。 

5. 上課期間，不可隨便離開課室。 

6. 下課後須列好隊伍，隨導師到地下傳達室，並按家長指定之放學方法解散。 

 

 

 

 

此致 

貴家長              

校長：     謹啟 

( 劉愛民 ) 

    

                 (負責老師：唐凱茵主任、陳姜堯老師、吳作城老師) 

 

 

 

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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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通告 2014-2015 年度第 A013 號      （請在 □ 內適當地加上�，可選多項） 

(負責老師：唐凱茵主任、陳姜堯老師、吳作城老師) 

2014-15 年度 上學期部分收費活動班上學期部分收費活動班上學期部分收費活動班上學期部分收費活動班《《《《    回回回回    條條條條    》》》》 

敬覆者：□敝子弟 擬參加下列課外學習活動  (若參加兩項或以上活動者，請留意上課時間是否重叠。)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A1A1A1A1□□□□    拉丁舞高班 (P.4-6) $500    C18C18C18C18□□□□ 小小科學家-A 班 (P.1-3) $420 

B1B1B1B1□□□□    拉丁舞初班 (P.1-3) $500    C19C19C19C19□□□□ 新新包學家-B 班 (P.4-6)    $420 

C1C1C1C1□□□□    中文創意寫作 (P.1-2)    $350     

    

C20C20C20C20□□□□ 狄易達 HIP HOP 舞班 (P.1-6) $650 

C2C2C2C2□□□□ 中文創意寫作 (P.3-4)    $350         C21C21C21C21□□□□ 花式跳繩 (P.1-6) $420 

C3C3C3C3□□□□ 劍橋英語考試課程(Starters)  $550(包教冊) C22C22C22C22□□□□ 圍棋(P.1-3) $380 

C4C4C4C4□□□□ 劍橋英語考試課程(Movers)  $550(包教冊) C23C23C23C23□□□□ 中國象棋 (P.4-6) $380 

C5C5C5C5□□□□ 劍橋英語考試課程程(Flyers) $550(包教冊) CCCC24242424□□□□ EQ 遊戲坊 (P.1-3) $380 

C6C6C6C6□□□□ 英語小廚師 (P.1-3) $450 C25C25C25C25□□□□ 夏威夷小結他 (P.3-6) $650 

C7C7C7C7□□□□ 奧林匹克數學證書課程 (P.1) $420 C26C26C26C26□□□□ 小提琴 A 班（新學員）(P.3-6) $900 

C8C8C8C8□□□□ 奧林匹克數學證書課程 (P.2) $420 C27C27C27C27□□□□ 小提琴 B 班（舊學員）(P.3-6) $900 

C9C9C9C9□□□□ 奧林匹克數學證書課程 (P.3) $420 C28C28C28C28□□□□ 武術功夫 (P.4-6) $450 

C10C10C10C10□□□□ 奧林匹克數學證書課程 (P.4) $420 C29C29C29C29□□□□ 跆拳道  (P.1-6) $400 

C11C11C11C11□□□□ 奧林匹克數學證書課程 (P.5) $420 C30C30C30C30□□□□ 乒乓球  (P.1-6) $500 

C12C12C12C12□□□□ 奧林匹克數學證書課程 (P.6) $420 D1D1D1D1□□□□    籃球興趣班 (P.1-6) $360 

C13C13C13C13□□□□ 輕黏土 DIY- A 班 (P.1-3) $420 D2D2D2D2□□□□ 籃球進階班 (P.2-6) $360 

C14C14C14C14□□□□ 輕黏土 DIY- B 班 (P.4-6) $420 E1E1E1E1□□□□ 古箏初班 （新學員） (P.2-6) $800 

C15C15C15C15□□□□    兒童畫班 $700 E2E2E2E2□□□□ 古箏進階班（舊學員）(P.2-6) $800 

C16C16C16C16□□□□ 魔術師 (P.1-6) $450  F1F1F1F1□□□□    陶藝創作班 (P.1-6) $800 

C17C17C17C17□□□□ 扭氣球樂 (P.3-6) $420  

    

      

 

  #  此方格內資料只供擬申請張煊昌學校「體藝潛能發展基金」津貼者填寫（若申請成功將一次性獲 

     100 元津貼），此基金只供以下兩類人士申請。(上學期只可申請一次) 

□ 本人現正領取社會福利署發放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 

□ 小兒 / 女現正領取學校書簿津貼全額資助。               

（本校會為上述資料保密，確保個人私隱） 

 

付款方法︰ □ 支票號碼 ︰      /總額：      (支票背面請寫上學生姓名及班別) 
（支票抬頭人︰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學校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學校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學校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學校法團校董會法團校董會法團校董會法團校董會）學校過數日期︰10/10  

                       留意勿漏寫此 5 字 

□ 現金總額 ︰       

※※※※如符合申請張煊昌學校如符合申請張煊昌學校如符合申請張煊昌學校如符合申請張煊昌學校「「「「體藝潛能發展基金體藝潛能發展基金體藝潛能發展基金體藝潛能發展基金」」」」津貼者津貼者津貼者津貼者，，，，請自動把報讀課程總額扣減請自動把報讀課程總額扣減請自動把報讀課程總額扣減請自動把報讀課程總額扣減 100100100100 元正元正元正元正    

    

活動後放學形式︰ □ 自行回家      □ 家長接送 

 

此覆 

劉校長              

         學生姓名：          班      別：          （   ） 

                   電     話︰         

         家長簽署：             日     期：2014 年        月        日 

報名回條請於報名回條請於報名回條請於報名回條請於 9999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或日或日或日或 24242424 日交回日交回日交回日交回。（。（。（。（逾期遞交回條及費用者將被列入後補名單逾期遞交回條及費用者將被列入後補名單逾期遞交回條及費用者將被列入後補名單逾期遞交回條及費用者將被列入後補名單））））    

(如新新者如新新者如新新者如新新者，，，，如用繳新此回條如用繳新此回條如用繳新此回條如用繳新此回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