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屯門官立小學                   學校甲類通告(2014/2015)第 44 號 

 

有關開辦「暑期體藝班」事宜 

 

各位家長： 

 

為致力推動全方位學習，啟發學生多方面潛能，藉此建立學生的自信，讓學生有良好的身心發

展，學校將開辦暑期體藝班，讓學生有持續性的發展，有關詳情臚列如下： 

 

課程項目 上課日期 導師或機構 適合年級 備註 

暑期小型網球班 星期一、三  (上午) Fundamental Tennis  一至六年級 見附件一 

暑期足球班 星期二、三  (下午) 李向亮先生 一至六年級 見附件一 

暑期武術班 星期二、五  (上午) 趙民安師傅 一至六年級 見附件一 

暑期跳繩班 星期二、五  (上午) 專業跳繩訓練會社 一至六年級 見附件一 

暑期羽毛球班 星期一、四  (下午) 潘炳存先生 一至六年級 見甲類通告第 40 號 

暑期棒球班 星期五  (下午) 蔡冠封先生 一至六年級 見附件一 

暑期游泳興趣班 星期二、四、五、六、日 建美游泳會 一至六年級 見甲類通告第 45 號 

 

備註： 1.不參加者不用交回條。 

2.選擇項目時，請留意上課日期有否重複。 

3.  請於 5 月 28 日(星期四)小息時段，到地下詢問處把回條及學費交給負責老師。 

4.  一經報名，即自動獲確認參加資格；校方不會另行通知，並請依時出席。 

5.  如各體藝班的報名人數少於 10 人，將取消開辦，並會個別通知家長有關事宜。 

      6.  如各體藝班的報名人數超過限額， 將以抽籤決定；未能獲選者將會個別通知。 

         7.  練習完畢後，家長須自行安排接回方式。 

8.  如教育局宣佈停課，或天文台於當天發出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八號風球或以

上時將會停課，並不會另行補課。 

9.  此項目為可申請「課後學習支援計劃」津貼的項目。正在領取學生資助辦事處提供

的全額資助(全津)或正在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的學生可申請「課後學習

支援計劃」資助。 

10.  每名學生於每項活動的資助上限為港幣 300 元。 

        11.  若出席率少於 80%，需退回獲資助的款項。 

12.  如有查詢，請致電該項活動的負責老師(詳見附件)，電話 2465 1662 

13.  請保留此通告直至計劃完畢為止。家長可隨時瀏覽本校網頁，查閱有關資料。 

 

 

校長                       

                                                      易  嘉  怡 
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A0441415 



屯門官立小學                                    學校甲類通告(2014/2015)第 44 號 (附件一) 
有關「暑期體藝班」事宜 

 

各位家長：為致力推動全方位學習，啟發學生的體藝潛能，本校特邀請專業導師開辦暑期體藝班供學生參加，有關的詳情如下： 

項目 上課日期及時間 上課地點 學費 繳交方式 名額 導師 

暑期小網班 

(星期一、三) 

 小網班               (逢星期一、三)    (10:30a.m-12:00nn) 
7月：15，20，22，27，29 

8月： 3，5，10                     (共 8節課 / 共 12小時) 

雨天操場 $400 

現金或支票 

支票抬頭請寫上 

「Fundamental Tennis」 

30 人 
「Fundamental 

Tennis」 

暑期足球班

(星期二、三) 

A 班  (一至三年級)      (逢星期二)        (2:45pm-3:45pm)     

6月：*23，30                            *(3:00pm-4:00pm) 

7月： 7，14，21，28 

8月： 4，11，18，25               (共 10 節課 / 共 10 小時) 

足球場 

$280 

現金或支票 

支票抬頭請寫上 

「李向亮先生」 

30 人 李向亮先生 

足球隊                 (逢星期二)        (3:45pm-5:15pm) 
6月：*23，30                            *(4:00pm-5:30pm) 

7月： 7，14，21，28 

8月： 4，11，18，25               (共 10 節課 / 共 15 小時)   

$280 校隊隊員 李向亮先生 

B班  (四至六年級)      (逢星期三)      (2:15pm-3:15pm ) 
6月：*24               #(星期四)       *(3:00pm-4:00pm) 
7月：#2，8，15，22，29    

8月： 5，12，19，26               (共 10 節課 / 共 10 小時) 

$280 30 人 李向亮先生 

暑期武術班 

(星期二、五) 

 武術班         (逢星期二、五)         (10:00a.m-11:15 am)                    

7 月：14，17，21，24，31  

8 月： 4，7，11，14，18         (共 10 節課 /共 12 小時 30 分鐘) 

雨天操場 $400 

現金或支票 

支票抬頭請寫上 

「趙民安先生」 

30 人 趙民安先生 

暑期跳繩班 

(星期二、五) 

跳繩班         (逢星期二、五)         (10:30a.m-11:45am) 

7 月：14，17，21，24，28，31  

8 月： 4，7，11，14            (共 10 節課 / 共 12 小時 30 分鐘) 

雨天操場 $400 

現金或支票 

支票抬頭請寫上 

「專業跳繩訓練會社」 

30 人 
「專業跳繩訓練 

會社」教練 

暑期棒球班 

(星期五) 

 棒球班               (逢星期五)         (3:00pm-4:30pm) 
6月：26 

7月：3，10，17，24，31 

8月：7，14，21，28               (共 10節課 / 共 15小時) 

足球場 $600 

現金或支票 

支票抬頭請寫上 

「蔡冠封先生」 

18 人 蔡冠封先生 

備註： 1. 不參加者不用交回條。   2. 學費連同回條請於 5月 28日(星期四)到地下詢問處交予負責老師(鄧民寬老師/陳君儀老師)。     

                                                                   

                     校長                                                                                                                    

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易 嘉 怡                                                                                                   



屯門官立小學                                  學校甲類通告(2014/2015)第 44 號(附件一)《回條》 

易校長： 

本人明瞭學校甲類通告第 44 號的內容，並 * 同意 / 不同意  敝子弟參加暑期小型網球班。 

 # 本人   □ 不需要申請「課後學習支援計劃」資助，現附上課程費用$  400   

 □  需要申請「課後學習支援計劃」資助，現附上課程費用$  100  。 

# 原因﹕ □ 本人子女領取學生資助辦事處提供的全額資助（全津）。 

□ 本人正領取「綜合社署保障援助」（綜援）。 

每次訓練活動結束後，敝子弟將 * 自行放學 / 由家長接回。 本人聲明，敝子弟的健康及體能良好，適宜參加上述活動。 

備註：課堂間如有不適，請從速知會教練或負責老師。                
二零一五年五 月     日                                                  班學生                             
 
#請在適當□內加上    *請刪去不適用者                            家長簽署                                  

A0441415                                                         聯絡電話                                    
--------------------------------------------------------------------------------------------------------------------------------------- 

屯門官立小學                                  學校甲類通告(2014/2015)第 44 號(附件一)《回條》 

易校長： 

本人明瞭學校甲類通告第 44 號的內容，並 * 同意 / 不同意  敝子弟參加暑期*足球 A 班 / B 班  / 

足球校隊 (足球校隊隊員)。 

# 本人   □ 不需要申請「課後學習支援計劃」資助，現附上課程費用$  280   

 □ 需要申請「課後學習支援計劃」資助，將豁免全部費用。 

# 原因﹕ □ 本人子女領取學生資助辦事處提供的全額資助（全津）。 

□ 本人正領取「綜合社署保障援助」（綜援）。 

每次訓練活動結束後，敝子弟將 * 自行放學 / 由家長接回。 本人聲明，敝子弟的健康及體能良好，適宜參加上述活動。 

備註：課堂間如有不適，請從速知會教練或負責老師。                
二零一五年五 月     日                                                  班學生                             
 
#請在適當□內加上    *請刪去不適用者                            家長簽署                                  

A0441415                                                         聯絡電話                                    
--------------------------------------------------------------------------------------------------------------------------------------- 

屯門官立小學                                  學校甲類通告(2014/2015)第 44 號(附件一)《回條》 

易校長： 

本人明瞭學校甲類通告第 44 號的內容，並 * 同意 / 不同意  敝子弟參加暑期 *跳繩班 / 武術班      

# 本人      □ 不需要申請「課後學習支援計劃」資助，現附上課程費用$  400   

      □  需要申請「課後學習支援計劃」資助，現附上課程費用$  100  。 

# 原因﹕ □ 本人子女領取學生資助辦事處提供的全額資助（全津）。 

□ 本人正領取「綜合社署保障援助」（綜援）。 

每次訓練活動結束後，敝子弟將 * 自行放學 / 由家長接回。 本人聲明，敝子弟的健康及體能良好，適宜參加上述活動。 

備註：課堂間如有不適，請從速知會教練或負責老師。                
二零一五年五 月     日                                                  班學生                             
 
#請在適當□內加上    *請刪去不適用者                            家長簽署                                  

A0441415                                                         聯絡電話                                    
----------------------------------------------------------------------------------------------------------------------------------------- ------------------------- 

屯門官立小學                                  學校甲類通告(2014/2015)第 44 號(附件一)《回條》 

易校長： 

本人明瞭學校甲類通告第 44 號的內容，並   * 同意 / 不同意  敝子弟參加暑期棒球班。 

# 本人      □ 不需要申請「課後學習支援計劃」資助，現附上課程費用$  600   

      □  需要申請「課後學習支援計劃」資助，現附上課程費用$  300  。 

# 原因﹕ □ 本人子女領取學生資助辦事處提供的全額資助（全津）。 

□ 本人正領取「綜合社署保障援助」（綜援）。 

每次訓練活動結束後，敝子弟將 * 自行放學 / 由家長接回。 本人聲明，敝子弟的健康及體能良好，適宜參加上述活動。 

備註：課堂間如有不適，請從速知會教練或負責老師。                
二零一五年五 月     日                                                  班學生                             
 
#請在適當□內加上    *請刪去不適用者                            家長簽署                                  

A0441415                                                         聯絡電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