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慈雲山天主教小學 

有關有關有關有關「「「「2020202011119999----2020202020202020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上學期上學期上學期上學期放學後及星期六放學後及星期六放學後及星期六放學後及星期六收費收費收費收費活動班活動班活動班活動班」」」」事宜事宜事宜事宜        各位家長：  本校與家教會多年來不斷合作，舉辦多元化之活動班，讓同學能善用課餘，培養不同興趣及發揮潛能。  學校鼓勵同學因應時間及興趣，選擇合適之活動參與。現將活動班詳情臚列如下(課程內容詳見附件)，如  貴子弟有意參加活動班，請家長填妥報名表，着  貴子弟依時交予家教會之委員辦理。  1. 報名日期：9月 10 日（星期二）及 9月 11 日（星期三）上午 7:30–7:55  2. 報名地點：本校地下家長資源中心  3. 報名方法：3.1 填妥報名表格，於指定日期交回本校家長資源中心。 3.2 如成功獲得取錄，將會收到取錄取錄取錄取錄及繳費及繳費及繳費及繳費通知書通知書通知書通知書，學生須依時繳交費用；如未能獲得取錄，將退回報名表予學生。  4. 付款方式：4.1 請盡量以支票付款，支票抬頭需填上「慈雲山天主教小學法團校董會慈雲山天主教小學法團校董會慈雲山天主教小學法團校董會慈雲山天主教小學法團校董會」，支票背後亦需 寫上學生姓名、班別及電話號碼，以便跟進。。。。    4.2 凡交現金則不設找續凡交現金則不設找續凡交現金則不設找續凡交現金則不設找續，請把款項放入信封內(封面寫上學生姓名及班別)，連同繳費通知書一併交回。               5. 注意事項：5.1 因各活動班之名額有限，如參與人數過多，負責老師將以抽籤形式抽籤形式抽籤形式抽籤形式決定入選者，抽籤日期為 9月 13 日(五)之午膳時段。學校亦會按情況而考慮個別活動加班。 5.2 如活動班之參與人數不足，將有機會取消開班。  6.  補課事宜：如因天氣關係而取消上課，負責老師將另行通知學生有關補課事宜。  7.  請假事宜：7.1 病假─請家長於活動當日早上致電本校 2327-3332 向校務處職員請假。               7.2 事假─學生因私人理由請假，請家長預先填寫學生手冊向負責老師請假。  8.  校車安排：不設校車服務。  9.  其    他：9.1 學生如因私人理由退出活動班，將作自動棄權論，已繳交之學費不獲退回。 9.2 學生須於活動班開課前十分鐘到校開課前十分鐘到校開課前十分鐘到校開課前十分鐘到校報到(星期一至五除外)。 9.3 如天文台於活動當日((((星期一至五星期一至五星期一至五星期一至五))))中午 12:00 後仍然懸掛 3 號或以上颱風訊號，或發出紅色/黑色暴雨警告，或教育局宣佈全日制學校停課，該日活動將會取消而不再另行通知。學生會按平日放學時間及方式放學。 9.4 如天文台於活動當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早上6:30後仍懸掛 3號或以上颱風訊號，或發出紅色/ 黑色暴雨警告，或教育局宣佈全日制學校停課，該日上午及下午之活動將會取消而不再另行通知，學生不用回校。 9.5 請家長保留此通告至活動班完結為止，以便隨時查閱。   10. 活動津貼：10.1 學校將以「全方位學習津貼」津助每項活動 200 元。               10.2 獲學校審批符合「學生活動支援津貼」或「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津助資格的同學，每項活動可額外獲得最高 200 元津助。            11. 查    詢：何卓欣主任（電話：2327-3332）     校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謹啟        家長教師會主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謹啟                   黃綺霞                                                麥潘慧君   二零一九年九月九日         

家教會通告 N0.002/19-20 



                                                   
2020202011119999----2020202020202020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上學期上學期上學期上學期放學後及星期六收費活動班放學後及星期六收費活動班放學後及星期六收費活動班放學後及星期六收費活動班    

    

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每項活動須填寫獨立表格】 
    

班別：         學生姓名：                    (    )          
星期一至五，放學後上課 

□ 1.中國舞初級組 

     (P.2-3) 
□ 2.中國舞高級組 

     (P.4-6) 

□ 3.體育舞蹈初階 

     (P.1-4) 
□ 4.體育舞蹈進階 

     (P.2-6獲推薦) 

星期六上課 (每個時段只可選一項)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45454545    至至至至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1:11:11:11:15151515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1:11:11:11:30303030    至至至至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1:1:1:00000000    

□  6.Scrabble B 班 (P.3-5) □  5.Scrabble A 班 (P.1-2) 

□  7.Scrabble 進階班 (P.3-6) □  9.乒乓球興趣班 (A 班) (P.1-3) 

□  8.足球興趣班 (P.1-4) □  14.中國水墨彩畫(A 班) (P.1-3) 

□  10.乒乓球興趣班 (B 班) (P.4-6) □  16.黏土班(A 班) (P.1-3) 

□  11.小提琴班 (P.1-6)  

□  12.長笛班 (P.1-6)  

□  13.單簧管班 (P.1-6)  

□  15.中國水墨彩畫(B 班) (P.4-6)  

□  17.黏土班(B 班) (P.4-6)  

 

與課程相關經驗：□曾經參加( □本校 / □校外) 相關課程； 

□從沒有報讀相關課程。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___ 

家教會通告 N0.002/19-20(附件一) 

由本校職員填寫 

□□□□ 收生不足，未能開班。 

□□□□ 報名人數超出限額，經抽籤後未能入選。 



 

2012012012019999----2020202020202020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上學期上學期上學期上學期放學放學放學放學後後後後及星期六及星期六及星期六及星期六收費活動班收費活動班收費活動班收費活動班    （（（（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    

【星期一至五放學後活動】 上課日期 星期 活動組別 對象 上課時間 人數 全期費用 (已扣除全方位學習津貼) 申請 活動津貼 負責 老師 備註 9 月 25 日 10 月 2,9,16,23 日 11 月 6,13,27 日 12 月 4,18 日 1 月 15 日 (共 11 堂) 三三三三    1.中國舞   初級組 P.2-3 2:35-4:45 20-24 $570 $370 朱 秀 芬 主 任 1.本課程由張潔華舞蹈中心派員到校教授。如學員表現理想，導師會推薦代表學校參加校外比賽及校內慶典表演。 2.學員須自備舞蹈鞋上課。 3.上學期上課每堂 2 小時；下學期上課每堂 1.5 小時。 9 月 20,27 日 10 月 4,11,18,25 日 11 月 8,15,22,29 日 12 月 6日 1 月 3,17 日 (共 13 堂) 五五五五    2.中國舞   高級組 P.4-6 3:25-5:30 20-24 $710 $510 李 鳳 貞 老 師 9 月 23 日 10 月 14,21 日 11 月 11,18,25 日 12 月 9,16 日 (共 8 堂) 一一一一    3.體育舞蹈   初階 P.1-4 3:25-5:00 12-18 $360 $160 何 卓 欣 主 任 
1.本課程由 Viva Dance 派員到校教授。如學員全年表現出色，下年度可獲導師推薦參加體育舞蹈進階班。 2.曾參加校內或校外體育舞蹈訓練之同學會獲優先考慮 (請於報名表列明詳情)。 3.學員須自備舞蹈鞋上課。 9 月 26 日 10 月 3,10,17,24 日 11 月 7,14,21,28 日 12 月 5日 (共 10 堂) 四四四四    4.體育舞蹈   進階 P.2-6獲推薦之同學 3:25-5:00 12-14 $500 $300 1.本課程由 Viva Dance 派員到校教授。如學員表現理想，由導師推薦可代表學校參加校際舞蹈比賽。 2.學員須自備舞蹈鞋上課。 

    

    

    

    

    



 

    

2012012012019999----2020202020202020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上學期上學期上學期上學期放學後及星期六收費活動班放學後及星期六收費活動班放學後及星期六收費活動班放學後及星期六收費活動班        （（（（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    

 

【星期六活動】 

日期 活動組別 對象 
上課 

時間 
人數 

全期費用 (已扣除全方位學習津貼) 申請 活動津貼 負

責 

老

師 

備註 

10月 5,12,19,26日 

11 月 9,16 日 

12 月 14 日 

1 月 4 日 

(共 8 堂) 

5. Scrabble A 班 P.1-2 11:30-1:00 10-16 $200 全免 黃 嘉 敏 老 師 
1.本課程由 Hong Kong Scrabble 

Players Association 派員到校教授，Scrabble 用具由學校提供。 2.曾於去年參加 Scrabble 比賽的同學將獲優先取錄。 3.參加本課程的同學將有機會於19-20 年度獲推薦代表學校參加校外 Scrabble 比賽。 4.* Scrabble 進階班適合曾參加
Scrabble 興趣班或曾參加相關比賽之同學。 

6. Scrabble B 班 P.3-5 9:45-11:15 10-16 $200 全免 7. Scrabble 進階班 P.3-6* 9:45-11:15 10-16 $200 全免 

8. 足球興趣班 P.1-4 9:45-11:15 24-30 $24 全免 

梁兆邦老師 本課程由時代足球學校派員到校教授。如學員表現突出，將有機會獲教練推薦加入本校足球校隊。 
9. 乒乓球興趣班 

(A 班) 
P.1-3 11:30-1:00 14-20 $400 $200 鄭耀文主任 本課程由香港世運乒乓球訓練中心派員到校教授。如學員表現突出，將有機會獲教練推薦加入本校乒乓球校隊。 10. 乒乓球興趣班 

(B 班) 
P.4-6 9:45-11:15 14-20 $400 $200 

 

 

 

 



 

 

2012012012019999----2020202020202020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上學期上學期上學期上學期放學後及星期六收費活動班放學後及星期六收費活動班放學後及星期六收費活動班放學後及星期六收費活動班        （（（（附件四附件四附件四附件四））））    

 

【星期六活動】 

日期 
活動組別 對象 

上課 

時間 
人數 全期費用 (已扣除全方位學習津貼) 申請 活動津貼 負責 老師 備註 

10 月 5,12,19,26 日 

11 月 9,16 日 

12 月 14 日 

1 月 4 日 

(共 8 堂) 

11. 小提琴班 P.1-6 9:45-11:15 

6-7 $800 $600 黃藹華老師 
1.本課程由萬志(香港)有限公司派員到校教授。 2.學員可租借或自備樂器上課，詳情參閱附件五。 3.領取綜援及全額書簿津貼學生可獲「校本課後學習支援津貼」津助$200 購買樂器。 4.學費將視乎參加人數而定。 

8-10 $584 $384 

12. 長笛班 P.1-6 9:45-11:15 

6-7 $800 $600 8-10 $584 $384 

13. 單簧管班 P.1-6 9:45-11:15 

6-7 $800 $600 8-10 $584 $384 

14.中國水墨彩畫(A 班) P.1-3 11:15-12:45 10-15 $216 $16 黃嘉汶老師 1.本課程由校園小博士派員到校教授。 2.費用已包括所有材料費。 15.中國水墨彩畫(B 班) P.4-6 9:45-11:15 10-15 $216 $16 

16. 黏土班(A 班) P.1-3 11:15-12:45 10-15 $160 全免 

17. 黏土班(B 班) P.4-6 9:45-11:15 10-15 $160 全免 

 

 

 

 

 



 

(附件五) 

萬志(香港)有限公司 

樂器價目表 

 

(適用於小提琴班、長笛班、單簧管班) 

A. 購買或租借 

 

小提琴 

品牌 型號 售價 租金 + 按金 

Omebo 不適用 $550 不適用 

vif BV 200 $850 不適用 

 

長笛 

品牌 型號 售價 租金 + 按金 

VIF TF-48CN $1950 $500 + $900 

Yamaha YFL222 $3550 不適用 

 

單簧管 

品牌 型號 售價 租金 + 按金 

VIF CL-P01 $1950 $500 + $900 

Yamaha YCL255 $3850 不適用 

 

B. 津貼計劃 

(1) 購買樂器 

申請資格 資助額 

學生資助辦事處書簿津貼(半額) 可獲 10%減免 

學生資助辦事處書簿津貼(全額) 
可獲 20%減免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 

 

(2) 租借服務 

 

 

 

   

 

備註：以上津貼計劃只適用於由學生直接繳付費用給萬志(香港)有限公司的樂器班； 

      學生於繳費時需繳付全費，待收到證明文件及課程完結後會退還無息的資助額。 

 

 

查詢：黃藹華老師/駱詠詩老師(電話：2327 3332) 

申請資格 資助額 

學生資助辦事處書簿津貼(半額) 租借費用及按金 50%減免 

學生資助辦事處書簿津貼(全額) 
租借費用及按金全免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