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保留此通告至活動完結】                                                                        1 

聖公會阮鄭夢芹小學 

2019-20 年度興趣班第一期招生簡介及報名表 
 
本校第一期之興趣班將於 2019 年 10月份至 2020 年 1 月份進行，各項活動詳情如

下： 

(一) 興趣班備忘： 

1. 本年度第一期興趣班有 11 堂，第二期有 9 堂，全年共 20 堂(部分除外)。 

2. 所有興趣班均安排於星期一至星期五放學後或星期六舉行，本校設立兩班校車

接載星期一至星期五興趣班校車隊學生於活動完結後到指定落車區，而星期六

興趣班完結後並無校車服務，家長需自行安排接送。 
 

(a) 課後活動校車時間安排：(每一時段提供一部車行走，需時大約一小時) 

 i. 星期一至星期四： 

第一輪 4:20pm 開出   第二輪 4:50pm 開出 

 ii. 星期五： 

第一輪 3:50pm 開出   第二輪 4:20pm 開出 

(b) 路線安排： 

 

 

新達廣場 ➔ 大埔社區中心 ➔ 怡雅苑 ➔ 大埔中心 ➔ 富亨邨 ➔ 

太和百佳 ➔ 舊墟直街 ➔ 寶雅苑 ➔ 帝欣苑 ➔ 太湖花園    
 

3. 若學生是校隊或制服團隊成員，必須以校隊訓練及制服團隊集會為優先。 

4. 所有回校進行活動之學生，必須穿着整齊校服/體育服。 

5. 活動開始前，學生必須到正門大堂/雨天操場等候，待有關導師帶到活動場地。 

6. 活動完結時，學生必須依照導師指示，經學校藍閘離開。(等待下一節活動的學

生亦需到大堂等候) 

7. 學生必須保留此招生簡介及機構所發之收據，直至課程完結，
機構將不另發上課通知。所有缺席或中途退出者，已繳之學費
一概不會發還。 

8. 所有興趣班的上課日期、時間及活動地點將會於 2019 年 10 月 2 日或之前上載

於本校網頁左上角的「夢芹行事曆」內。家長可登入 www.skhycmcps.edu.hk 查詢

有關資料。 

9. 學校鼓勵學生多參加比賽，吸收經驗。凡經學校推介參加之校外比賽會加分或

記優點嘉獎。然坊間比賽眾多，非學校推介之校外比賽(如興趣班導師推介或自

行報名)，校方將不會作任何跟進，如校內紀錄、加分或記優點等。 

 

http://www.skhycmcps.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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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惡劣天氣安排 

 

惡劣天氣-學生興趣班安排 

 

(A) 熱帶氣旋 (颱風)警告 

時段 天氣情況 活動課堂 

補堂 

會✓ 

否 
補堂日期 

上 

課 

前 

A. 懸掛 1號或 3號風球 照常  -- 

B. 天文台發出 8號預警 

(如：天文台將於下午1時懸掛8號風球) 
取消、全日停課 ✓ 另行通知 

C. 懸掛 8號風球或教育局宣佈停課 取消、全日停課 ✓ 另行通知 

D. 由 8號風球改掛 3號風球 取消、全日停課 ✓ 另行通知 

上 

課 

中 

A. 懸掛 1號或 3號風球 照常  -- 

B. 天文台發出 8號預警 

(如：天文台將於下午1時懸掛8號風球) 

1. 直至該課堂完結。 

2. 倘若家長須馬上接走同

學，由工友到課室帶同學

交予家長。 

3. 完結後導師帶領同學到

大堂安排放學。 

4. 同學應留在校舍內，並在

安全情況下才盡快回家。 

5. 或由家長接回家。 

 -- 

6. 其他未上的課堂取消、全

日停課。 ✓ 另行通知 

C. 懸掛 8號風球或教育局宣佈停課 
1. 停止該課堂。 

2. 導師馬上帶領同學到大

堂安排放學。 

3. 同學應留在校舍內，並在

安全情況下盡快回家。 

a. 由家長接回家。 

b. 電話問准家長，在安

全情況下自行盡快回

家。 

 -- 

c. 其他未上的課堂取

消、全日停課。 ✓ 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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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暴雨警告訊號(黃色、紅色、黑色) 

時段 天氣情況 活動課堂 

補堂 

會✓ 

否 
補堂日期 

上 

課 

前 

A. 黃雨 照常  -- 

B. 紅雨 取消、全日停課 ✓ 另行通知 

C. 黑雨 取消、全日停課 ✓ 另行通知 

D. 教育局宣佈小學停課 取消、全日停課 ✓ 另行通知 

1. 未離家上學的學生應留在家中； 

2. 上學途中的學生則應視乎路面情況決定是否繼續前進； 

3. 已抵校的學生則應留在學校，學校會保持校舍開放，並安排應急措施照顧已返校的學生，讓他們待至

情況安全方可回家。 

4. 學校會保持校舍開放，家長毋須急於到校接送子女。 

上 

課 

中 

A. 黃雨 照常  -- 

B. 紅雨 

C. 黑雨 

1. 直至該課堂完結。 

2. 完結後導師帶領同學到大

堂安排放學。 

3. 同學應留在校舍內，並在安

全情況下才回家： 

a. 由家長接回家。 

b. 電話問准家長，在安全

情況下自行盡快回家。 

 -- 

D. 由紅雨或黑雨 改為 黃雨 或 

取消所有暴雨警告(周一至周五) 

1. 下午 1 時前改發黃雨訊號

→照常  --  

2. 下午 1 時後改發黃雨訊號

→取消 
✓ 另行通知 

E. 由紅雨或黑雨 改為 黃雨 或 

取消所有暴雨警告(周六) 

1. 改發黃雨 3 小時前的課堂

→取消 

例如：如 10 時改發黃雨，1

時前的課堂將取消。 

✓ 另行通知 

2. 改發黃雨 3 小時後的課堂

→照常 

例如：如 10 時改發黃雨，1

時起的課堂將照常舉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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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報名方法： 

1. 請填妥報名表，連興趣班學費於 2019年 9 月 5 日(星期四)交  貴子弟帶回學校

直接交予機構職員辦理，機構會即時發回收據以確認收生程序。(每張報名表只

可填報一項興趣班，如報名表不足可自行複印) 

2. 校方鼓勵家長以支票形式繳付收費興趣班之費用，支票背後宜用原子筆寫上學生

姓名及班別，並與擬報名參加的興趣班報名表一併釘好。 

3. 家長請勿自行到校報名及交費。 

4. 若學生當天未能即時報名，請於 2019年 9 月 13 日(星期五)下午 5時或以前自行

聯絡有關機構負責人，校方不會代為辦理。 

5. 每個興趣班名額有限，若報名人數過多，將以抽籤決定。 

6. 若課程因參與人數過少而取消時，機構會個別通知已報名的學生家長並安排退

款。 

【請保留此通告至活動完結】 
【不參加者不用遞交報名表】 

(三) 興趣班課程簡介 

星期五興趣班 

興趣班( 1 )：跆拳道班 

課程簡介： 

1.升級課程、拳腳運用、自衛對拆、比賽技術、體能及紀律訓練。 

2.訓練學生參加 2019年全港小學跆拳道隊際賽/男子兒童賽/女子賽兒童賽。 

  (重點學習考試動作/晉升級別/練習表演動作) 

導    師： 
 跆拳道黑帶七段羅嘉輝師範 (香港跆拳道勵輝會館長) 

任國滔教練黑帶二段 (香港跆拳道協會註冊教練) 

查詢電話： 5112-1688 

參加資格： 一至六年級學生 

上課日期： 

(星期五) 

4/10、11/10、18/10、25/10、1/11、15/11、22/11、29/11、13/12、3/1/2020、17/1/2020 

(11堂) 

時    間： 下午 2 時 30 分至下午 4 時正 

上課地點：  禮堂 / 雨天操場 

費    用：   $715 (支票抬頭：ACTUAL  LTD. ) 

備    註： 

1) 制服：新生暫時無須購買(須穿學校運動服上課) 

2) 獎勵：學員之校內考試成績為全級之一﹑二﹑三名/全班之第一名者，均可得到

減免學費之獎勵，而紀律、品行或技術表現出色，經導師推薦，本會將按個別給

予獎勵。 
3) 成績優良之學員將被推薦參加公開比賽及選拔為香港代表隊運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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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班( 2 )：青少年武術隊 

課程簡介： 

--提昇自律及自信   --複習初級套路小念頭  --訓練身體肌肉協調及平衡力         

--拆解應用方法及拳理   --增強每個關節的柔軟度   --提昇反射動作的速度 

--散招練習如:膀手，耕手，拍手應用  

透過結合運動科學結合中國武術要點， 鍛鍊身體改善身體機能! 

教練擁有多項資格及獲獎無數，近年更專注結合運動科學原理對身體肌肉及關

節護理概念及結合中醫調色身體概念，加上運用武術要點改善脊椎手腕身體機

能，讓學童身體有更健康的發展。 

導    師： 

羅偉青--擁有高級詠春拳教練(中國武術協會第5 段位)、高級私人體適能教練

證書(亞洲運動及體適能專業學院)、香港詠春聯會教練及詠春體育會教練、香

港太極總會教練、武術活動演示技巧證書 (李暉武術文化中心) 等資格。 

曾於2009 年獲得詠春拳套路比賽第一名(香港葉問盃) 2012 年獲得國際詠春

拳套路比賽第三名(佛山葉問長信杯) 2018 年武術王者杯 - 詠春拳套路比賽

第一名棍術第一名, 刀術第一名2018 年 : 第十三屆香港國際武術比賽 - 最

隹教練榮譽證書 等獎項-多個教育中心及學校教授武術。 

查詢電話： 2651-1116 

參加資格：  小一至小六新舊學員 

上課日期： 

(星期五) 

4/10、11/10、18/10、25/10、1/11、15/11、22/11、29/11、13/12、3/1/2020、17/1/2020 

(11堂) 

時    間：  下午 2 時 30 分至 3 時 30 分 

上課地點： 雨天操場 

費    用：  $660  (支票抬頭：樂兒教育有限公司)  

備    註： 
導師會推介同學參加香港/世界詠春聯會-詠春武術段位評級 

貴校學生 與其指導下亦獲得多項銀牌*(林樂怡同學)及詠春隊團體賽冠軍等殊榮! 
 

興趣班( 3 )：智能家居 stem 課程 

課程簡介： 

透過製作和探究活動學習使用不同組件如:光控開關、 聲控開關、 熱能探測、 壓

力感應、震動感應、溫度感應、紅外線探測等電子零件，建立智能家居家居安防

系統、自動收衣服系統、煮食爐過熱保護系統、自動淋花系統、室內恆溫系統等

等… 學童有機會透過課程實質運用STEM原理建立智能家居系統。 

導    師： 樂兒教育中心導師 

查詢電話： 2651-1116 

參加資格： 小四至小六 

上課日期： 

(星期五) 

4/10、11/10、18/10、25/10、1/11、15/11、22/11、29/11、13/12、3/1/2020、

17/1/2020 (11 堂) 

上課時間：  下午 2時 30 分至下午 3時 30分 

上課地點： 本校課室 

費    用： $605  (支票抬頭：樂兒教育有限公司) (包括材料$100 --教材 4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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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班( 4 )：中文握筆及筆順班 

課程簡介： 

學童透過使用不同階段之握筆矯正器， 一步步改善學童握筆手勢，長遠改善學童

書寫習慣及提升字體美觀度及減低因錯誤握筆姿勢導致之手部疲勞。 

讓學童學懂筆劃及筆劃順序，亦會大大減低學生錯字機率，提升學童自信及書寫

之滿足感。課程將透過有趣的成語故事、聖經故事 、兒歌動畫提升學童對中文學

習的興趣。 

導    師： 樂兒教育中心導師 

查詢電話： 2651-1116 

參加資格： 小一至小二 

上課日期： 

(星期五) 

4/10、11/10、18/10、25/10、1/11、15/11、22/11、29/11、13/12、3/1/2020、

17/1/2020 (11 堂) 

上課時間： 下午 2 時 30 分至 3 時 30 分 

上課地點： 本校課室 

費    用： $385  (支票抬頭：樂兒教育有限公司)  

 

 
 

興趣班( 5 )：趣味數學(一年級)(二年級) (三年級)(四年級) 

課程簡介： 

趣味數學課程重點在於訓練學生的邏輯推理能力，透過各類有趣的數學思考題和活

動，讓學生動手、動腦解決數學難題，並以活動教學的形式，讓學生在遊戲中體驗

學習數學的樂趣，進而鞏固其數學基礎及提高學習興趣。並且透過不同的學習主題，

鞏固校內數學知識的掌握和運用，並提高對文字題的解答能力。 

導    師： 校園小博士教育機構導師（大學程度或以上，有教授兒童經驗） 

查詢電話： 2646-8366 / 2646-8360 

參加資格： 小一至小四學生 

上課日期： 

(星期五) 

4/10、11/10、18/10、25/10、1/11、15/11、22/11、29/11、13/12、3/1/2020、17/1/2020 

(11堂) 

時    間： 
下午 2時 30分至下午 3時 30分 

(請於報名表列明參加級別) 

上課地點： 本校課室 

費    用： $ 440  (支票抬頭：校園小博士教育機構有限公司) 

備    註： 
1) 學生將按年級分班上堂。 

2) 凡出席率達八成以上之學生，可獲頒發修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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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班( 6 )：素描班(低班)(高班) 

課程簡介： 

素描是學習一切繪畫的基礎入門。同學在課程中可以學到繪畫物體的立體感、質

感、量感、比例和構圖等。同學請在首堂帶備四開圖畫簿、素描鉛筆(HB、2B、

4B)各一支、白色橡皮膠一塊。 

導    師： 魯文琪---曾在不同小學及教育中心任職繪畫興趣班導師，主要教授素描繪畫。 

查詢電話： 2651-1116  

參加資格： (低班) 小一至小三學生     (高班) 小四至小六學生 

上課日期： 

(星期五) 

4/10、11/10、18/10、25/10、1/11、15/11、22/11、29/11、13/12、3/1/2020、

17/1/2020 (11 堂) 

上課時間： 
下午 2時 30分至下午 3時 30分 

(請於報名表列明參加組別低班或高班) 

上課地點： 本校課室 

費    用： $440 (支票抬頭：樂兒教育有限公司) 

 

興趣班( 7 )：圍棋(初班)(進階班) 

課程簡介： 

研習圍棋，可全面開發心智，提昇智力、情緒、逆境商數。培養孩子意志力、專

注力、決斷力和合群性；並孕育出謙厚、上進的品性，使 其能勇於面對挫敗，並

積極爭取成功。 

導    師： 

(初班)徐宇軒導師具 2-5 段棋力，屬高段資深圍棋老師，具多年授弈經驗，對啟

蒙及初中高級學生啟迪有方。富耐性及責任心，棋理清晰。 

(進階班) 古辛才導師--5 段，屬高段資深圍棋老師，具多年授弈經驗，對啟蒙及

初中高級學生啟迪有方。富耐性及責任心，棋理清晰。 

查詢電話： 2651-1116 

參加資格： 
 (初班) 小一至小六學生 初學或略知一、二學員 

(進階班) 小二至小六舊學員 

上課日期： 

(星期五) 

4/10、11/10、18/10、25/10、1/11、15/11、22/11、29/11、13/12、3/1/2020、

17/1/2020 (11堂) 

上課時間： 
下午 2時 30分至 3時 30分 

(請於報名表列明參加組別初班或進階班) 

上課地點： 本校課室 

費    用： $583  (支票抬頭：樂兒教育有限公司) 

備    註： 

1) 棋院經常舉辦或參加比賽，包括海外比賽。導師會推介同學參加比賽。 

2) 完成全期課程後，由導師個別予以評級並發授棋力証書。 

3) 收生名額 20 人。超過 16 位學生，則會委派兩位導師授課及輔導。 

4) 學生可繳交$180 購買棋具在家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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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興趣班 

 

興趣班( 8 )：英語會話課程(低班)(高班) 

課程簡介： 

透過英語兒歌，角色扮演讓學童投入英語環境，我們亦會透過特別為溝通技

巧而設的工作紙，讓學童分組互相發問及回答完成練習。同時我們亦會邀請

學生在家中錄音再傳送給我們，加大學童訓練機會從而進一步提升他們運用

英語之自信，課程內容將按年級程度改變，高年級學童亦會透過學習Mind 

mapping使說話內容更集中，不會偏離表達原意及主題。 

導    師： 樂兒教育中心導師(外籍老師教授) 

查詢電話： 2651-1116 

參加資格：  (低班) 小二至小三學生     (高班) 小四至小六學生 

上課日期： 

(星期六) 

12/10、19/10、26/10、2/11、16/11、23/11、30/11、7/12、21/12、4/1/2020、18/1/2020  

(11堂) 

上課時間： 
 (低班) 上午 11 時至 12 時     (高班) 上午 10 時至 11 時 

(請於報名表列明參加組別低班或高班) 

上課地點： 本校課室 

費    用： $583  (支票抬頭：樂兒教育有限公司) 
 
 
 

興趣班( 9 )：卡通人物繪畫課程(低班)(高班) 

課程簡介： 

卡通人物繪畫課程針對同學對卡通漫畫的濃厚興趣，利用同學較為熟悉的卡

通人物作入門，引起同學對繪畫的興趣。課程主要訓練同學基本的線條繪畫

技巧，提升同學的創造力。教授同學對比例、線條及造型能力的掌握，輔以

水彩、木顏色，麥克筆及粉彩等著色。加上背景創作訓練、人物繪畫及情節

安排等學習，提升同學的繪畫技巧。 

導  師： 拉斐爾美術學院專業導師 

查詢電話： 3460-2845 

參加資格： (低班) 小一至小三學生     (高班) 小四至小六學生 

上課日期： 

(星期六) 

12/10、19/10、26/10、2/11、16/11、23/11、30/11、7/12、21/12、4/1/2020、18/1/2020 

(11堂) 

時    間： 
(低班) 下午 1 時 5分至 2時 5分      (高班) 下午 12時至 1時 

(請於報名表列明參加組別低班或高班) 

上課地點： 學校課室 

費    用： $440 (支票抬頭：拉斐爾美術學院有限公司) 

備    註： 

1. 本院會提供課程所需之物料供同學使用。 

2. 同學如有需要，可自備圍裙及手袖。 

3. 出席率達八成者，可獲頒授課程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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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班( 10 )：小小工程師@初階能量學 (適合小一至小三學生) 

本課程為獨立單元，與 2018 至 2019 年度為不同單元 

課程簡介： 

課程會以小組教學方式，透過不同的活動及實驗，在過程中理解數理科學等概念。學生更

可以親手製作不同的機械動力裝置，讓所學的知識得以驗證。  

課程重點啟發學生創作力及邏輯思維發展，為日後在科學領域發展打穩基礎。透過專題研

習，提升解難能力，培養學生溝通技巧及團體精神。 

導    師： 創森教育有限公司資深導師 

機構網址： www.tronsum.com 

查詢電話： 3703 9257 (林先生) 

參加資格： 小一至小三學生 

上課日期： 

(星期六) 

12/10、19/10、26/10、2/11、16/11、23/11、30/11、7/12、21/12、4/1/2020、18/1/2020 

(11堂) 

時    間：  上午 8時 30分至 10時正 (共 90分鐘) 

上課地點：  本校課室 

費    用： $957  (支票抬頭：創森教育有限公司) 

 
 

興趣班( 11 )：百變視藝師 

課程簡介： 

課程透過不同視藝元素，從繪畫、黏土、紙藝、手工於生活中創作，從有趣的創作

過程中，啟發其無限的創意思維及觀察力。從欣賞不同形態、線條、顏料、質感、

對比的作品來啟發他們的多感官與創意空間。 

導    師： 持藝術設計證書之資深導師 

查詢電話： 2668-8114 

參加資格：  小一至小五學生 

上課日期： 

(星期六) 

12/10、19/10、26/10、2/11、16/11、23/11、30/11、7/12、21/12、4/1/2020、18/1/2020 

(11堂) 

時    間：  上午 11時 15 分至下午 12時 15分  

上課地點： 本校課室 

費    用： $550 (支票抬頭：六藝小狀元) 

備    註： 出席達 80%學員將頒發証書 

 
 
 
 
 
 

http://www.tronsu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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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班( 12 )：福爾摩斯 II-嫌疑人犯大追捕 II 

課程簡介： 

II 期 

特務/間諜人員訓練，學習拆解不同密碼系統: 包括摩斯密碼、書本密碼、圖形

密碼、船旗碼……並嘗試拆解及製作密碼信件。 

我們將重新佈置課室成為密碼及偵探訓練場，學員須透過細心觀察課室改變或提 

示，才能完成將對相關任務，成為精英。我們將會舉辦全校範圍之嫌疑人犯大追

捕或奪寶遊戲，讓學員實踐知識。 

-第一部分為課後派發之秘密信件，解密後以信函中指定時間，方法及途徑完成

任務。 

-第二部分為即時解密，我們將於特定電話群組發出whatsapp 訊息至每位學員指

定號碼。 

(I/II/III/IV 期) 課程包括全校範圍，嫌疑人犯大追捕或奪寶遊戲大型遊戲! 

II 期將會引入VR 元素，於虛擬實境中尋找線索破解謎題! 

III 我們將透過VR 及AR 技術進深研究密件密碼，進行反間諜及追緝疑兇活動，

從遊戲中提升學童專注力及解難能力 

導    師： Mr X 

查詢電話：  2651-1116  

參加資格： 小二至小六學生 

上課日期： 

(星期六) 

12/10、19/10、26/10、2/11、16/11、23/11、30/11、7/12、21/12、4/1/2020、

18/1/2020  (11堂) 

時    間：  下午 12時至 1時 

上課地點： 本校課室 

費    用：  學費$550 (支票抬頭：樂兒教育有限公司) (包括材料) 

備    註： 部分課堂學員須自備智能電話，以便完成個別任務! 

 

興趣班( 13 )：水彩畫工作坊(低班)(高班) 

課程簡介： 
本課程著重繪畫技巧訓練，認識水彩顏料的特性，水彩畫簡史。內容取材有：風景

畫、人物畫、花卉畫和靜物畫等及堂上示範和指導同學完成練習畫作。 

導    師： 
趙曉彤--曾在不同小學及教育中心任職繪畫興趣班導師，主要教授兒童水彩畫及油

粉彩畫。 

查詢電話：  2651-1116  

參加資格：  (低班)小一至小三學生     (高班) 小四至小六學生 

上課日期： 

(星期六) 

12/10、19/10、26/10、2/11、16/11、23/11、30/11、7/12、21/12、4/1/2020、

18/1/2020  (11堂) 

時    間： 
 (低班) 上午 9時正至 10時 15分     (高班) 上午 10時 30 分至 11時 45分 

(請於報名表列明參加組別低班或高班) 

上課地點： 本校課室 

費    用： 學費$495 (支票抬頭：樂兒教育有限公司) (包括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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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班( 14 )：Science Explorer 創意科學班(低班)(高班) 

課程簡介： 

本課程自 1985 年於加拿大成立以來，已於世界各地推行了三十多年，並且發展迅速，

至今已拓展至美國、英國、澳洲、荷蘭、新加坡、韓國及香港等超過 25 個國家和地區。

2004 年，香港開始設立公司開辦課程，並得到普遍認可。為了進一步配合本港學生的需

要，本機構對課程加以改良，並於 2006 年正式命名為 Science Explorer。Science 

Explorer 創辦以來，承蒙各界支持，曾與多間機構合辦不同類型之課程，這些機構包括： 

中學、小學，私人會所(如美國會等)、青少年中心及教學中心等。此外，我們亦曾參與

多項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科技委員會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所主辦的大型公

開活動，獲得高度讚賞，一致好評。 

導    師： 合資格之導師 

查詢電話： 2882-7915  

參加資格： (低班) 小一至小三學生   (高班) 小四至小六學生 

上課日期： 

(星期六) 

12/10、19/10、26/10、2/11、16/11、23/11、30/11、7/12、21/12、4/1/2020、18/1/2020 

(11堂) 

時    間： 
 (低班) 上午 10 時 10 分至 11時 10分      (高班) 上午 9時至 10 時 

(請於報名表列明參加組別低班或高班) 

上課地點：  本校課室 

費    用：  $880 (已包括所有材料及用具，支票抬頭：嘉瑪科學學會有限公司) 

備    註：  詳細的課程簡介，請參閱本公司的課程簡介 

 

 

興趣班( 15 )：最強大腦 

課程簡介： 

課程將會透過一連串視覺、聽覺、觸覺等記憶活動，訓練學員的專注力、觀

察力及記憶力，並掌握多元記憶方法和技巧，從而有效地儲存所學的知識，

增強在學習上的信心和興趣，透過有系統及規劃的活動內容，促進腦力激盪

潛能，以啟發學員能獨立思考、觀察、分析及解決困難等的能力。 

導    師： 資深啟發右腦導師 

查詢電話： 2668-8114 

參加資格： 一至三年級學生 

上課日期： 

(星期六) 

12/10、19/10、26/10、2/11、16/11、23/11、30/11、7/12、21/12、4/1/2020、18/1/2020 

(11堂) 

時    間： 上午 10 時正至上午 11時正 

上課地點： 本校課室 

費    用：  $495 (支票抬頭：六藝小狀元) 

備    註： 出席達 80%可獲頒發証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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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班( 16 )：花式跳繩班(低班)(高班) 

課程簡介： 

透過舉辦花式跳繩訓練，可以強身健體，更可提昇學員的紀律、團隊合作精

神及應變能力，改善學員害羞的性格，同時，有助訓練學員手、眼協調和頭

腦的靈活性。教授花式跳繩基本技術，針對不同能力的學生，設計簡單而有

欣賞價值的動作，再配合音樂，令花式跳繩跳出更高層次。 

    
導    師：  資深跳繩導師 

查詢電話：  2668-8114 

參加資格： 
(低班) 小一至小二學生 

 (高班) 小三至小六學生 

上課日期： 

(星期六) 

12/10、19/10、26/10、2/11、16/11、23/11、30/11、7/12、21/12、4/1/2020、18/1/2020 

(11堂) 

時    間： 

 (低班) 上午 9 時 45 分至 10 時 45分(每課節一小時) 

 (高班) 上午 8 時 10 分至 9時 40分(每課節一小時三十分鐘) 

(請於報名表列明參加組別低班或高班) 

上課地點：  本校活動室/禮堂 

費    用：  (低班)$528   (高班) $660   (支票抬頭：六藝小狀元) 

備    註： 
1. 出席達 80%學員將頒發証書 

2. 表現良好者，可代表學校參與表演及比賽 
 

興趣班( 17 )：閃避球班(A 班)(B 班) 

課程簡介： 
閃避球是有趣及刺激的運動，隊伍需利用安全的軟球擊中對手得分。兒童可在球場
上跑動、閃避及投球。在笑聲滿載的環境下進行有趣的活動課程。 

導    師： 資深閃避球導師 

查詢電話：  2668-8114 

參加資格：  三至六年級學生 

上課日期： 

(星期六) 

12/10、19/10、26/10、2/11、16/11、23/11、30/11、7/12、21/12、4/1/2020、18/1/2020 

(11堂) 

時    間： 
 (A班)上午 11 時至下午 12 時           (B班)下午 12 時 5 分至 1時 5分 

(請於報名表列明參加組別 A班或 B 班) 

上課地點：  學校籃球場/雨天操場 

費    用： $528  (支票抬頭：六藝小狀元) 

備    註： 

1) 出席達 80%學員將頒發証書 

2) 表現良好者，可代表學校參與比賽 

3) 如人數超出上限，將由主辦機構抽籤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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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班( 18 )：籃球興趣班(低班)(高班) 

課程簡介： 

籃球是一種講求團隊合作性同時亦注重個人技術的運動，課堂中包含與同學互動、

互相合作的練習，及個人能力提升的練習，可加強學員身體協調性、敏捷度、速度
和身體控制能力，從而使體能獲得良好的發展。透過練習及比賽，增強團隊合作精
神，提高技術，令學員得到滿足感與樂趣。在練習中，教練會用不同模式令學員學
到各種籃球基本知識，例如：個人技術：包括控球、傳球、射球、搶截、籃板球、
進攻及防守步法。團體戰術：則包括走位、單擋、切入及協防等技巧。 

導  師： 香港籃球總會資深導師 

查詢電話： 60988335 

參加資格：  (低班) 小一至小二學生     (高班) 小三至小六學生 

上課日期： 

(星期六) 

12/10、19/10、26/10、2/11、16/11、23/11、30/11、7/12、21/12、4/1/2020、18/1/2020 

(11堂) 

時    間： 
(低班) 上午 8時 30分至 9時 30分          (高班) 上午 9時 30分至 11時 

(請於報名表列明參加組別低班或高班) 

上課地點： 學校籃球場/雨天操場 

費    用： (低班) $330   (高班) $440   (支票抬頭：Joker production house) 

備    註： 

1) 學員必須穿著整齊運動服裝。 

2) 凡於興趣班表現出色之學員，有機會被推薦成為夢芹籃球校隊成員，接受一連串專業訓
練，更可代表學校參加多項公開比賽。 

 
 
 
 

星期二/五/六興趣班 

 

興趣班( 19 )：羽毛球興趣班 

課程簡介： 
提供有系統的羽毛球訓練班予有興趣於羽毛球運動的本校學生，提升學生的羽毛

球技術水平及建立學生的自信心和培養上進的精神。  

導    師： 黃泳珊教練 

查詢電話： 9511-6410 

參加資格： 小一至小六學生 

上課日期： 
8/10,15/10,29/10,5/11,19/11,26/11,3/12,10/12,17/12,7/1/2020,14/1/2020 

 (逢星期二 ,共 11 堂) 

時    間： 下午 3時至下午 5時 

上課地點： 大埔墟體育館 或 其他大埔區內之體育館 

費    用：  $1375 (支票抬頭：黃泳珊) 

備    註： 

1) 凡於興趣班表現出色之學員，可被推薦成為本校羽毛球校隊隊員，代表學校參

加多項羽毛球公開比賽。 

2) 參加者請穿體育服及帶備羽毛球拍，並自行安排訓練接送。 

3) 可另加費用，由專人到校帶領學生前往練習場地，詳情可致電黃泳珊教練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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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班( 20 )：狄易達舞動全城(低班)(高班) 

課程簡介： 

由香港歌手狄易達先生發起的舞蹈訓練計劃，為對舞蹈有興趣和熱誠的學員

提供公開演出機會。狄易達軍團之導師及學員曾參與不同的表演。課程透過

節奏強勁的流行音樂，利用創意的輕鬆活潑的舞步，讓學員學習舞蹈的風格、

簡單的舞步和技巧，將教授基本動作，如伸展運動、跑跳動作及舞步組合。 

 

 

【夢芹 HIP HOP 隊於 2019  

  年 7月參與第六屆全港 

  小學校際 HIP HOP 比 

  賽，榮獲甲級榮譽獎】 

 

 

導    師：  狄易達軍團跳舞學校導師(舞蹈總監狄易達會定期到校作檢視)  

查詢電話：  2668-8114 

參加資格： (低班) 小一至小二學生           (高班) 小三至小六學生 

上課日期： 

(低班：逢星期六，共 11 堂) 

12/10、19/10、26/10、2/11、16/11、23/11、30/11、7/12、21/12、4/1/2020、18/1/2020 

(高班：逢星期五，共 11 堂) 

4/10、11/10、18/10、25/10、1/11、15/11、22/11、29/11、13/12、3/1/2020、17/1/2020  

時    間： 

(低班) 逢星期六下午 1時至 2時 30分 

(高班) 逢星期五下午 2時 30分至 4時 

(請於報名表列明參加組別低班或高班) 

上課地點：  本校活動室 

費    用：  $825   (支票抬頭：六藝小狀元) 

備    註： 
1. 出席達 80%學員將頒發証書 

2. 表現良好者，可代表學校參與表演及比賽 

 

 

 

 

 

 

 

 

 

 



【請保留此通告至活動完結】                                                                        15 

 

 

興趣班( 21 )：足球興趣班(低班)(高班) 

課程簡介： 
增加學生對足球運動的興趣及培養良好體育精神。 

透過有系統的循序漸進式訓練，發掘有潛質的學員接受進一步培訓。 

導師： 

呂志興教練 或 香港足球總會資深導師 

 導師經驗 

 現職港職聯和富大埔中場球員，多年教授中、小學經驗 

查詢電話： 6097-5278（孔 SIR） 

參加資格： (低班) 小一至小二學生         (高班) 小三至小六學生 

上課日期： 

 (低班：逢星期六，共 11 堂) 

12/10、19/10、26/10、2/11、16/11、23/11、30/11、7/12、21/12、4/1/2020、18/1/2020 

 (高班：逢星期五，共 11 堂) 

4/10、11/10、18/10、25/10、1/11、15/11、22/11、29/11、13/12、3/1/2020、17/1/2020  

時    間： 

(低班) 逢星期六下午 1時 10分至 2時 40分 

(高班) 逢星期五下午 2時 30分至 4時 

(請於報名表列明參加組別低班或高班) 

上課地點：  本校籃球場/雨天操場 

費用： $660 (支票抬頭：六藝小狀元) 

備註： 

1)學員必須穿著整齊運動服裝。 

2)凡於興趣班表現出色之學員，可被推薦成為夢芹足球校隊成員，接受一連串專業訓練， 

更可代表學校參加多項公開比賽。 

3)出席達 80%學員將頒發証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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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班( 22 )：乒乓球興趣班(A 班)(B 班)(C 班) 

課程簡介： 
(1) 增加學生對乒乓球運動的興趣及培養良好體育精神。 

(2) 透過有系統的循序漸進式訓練，發掘有潛質的學員接受進一步培訓。 

導    師： 

黃俊彥教練 

2018-19年度：大埔區學界男子團體殿軍、女子團體亞軍、男子單打季軍 

2017-18年度：大埔區學界男子團體殿軍、女子團體殿軍、男子單打前 8名 

2016-17年度：大埔區學界男子團體亞軍、女子團體殿軍、男子單打季軍以及前 8名 

2015-16年度：大埔區學界男子團體冠軍、男子單打季軍 

查詢電話：  6303-9496（董行聯總教練）或 6137-9728 (黃俊彥教練) 

參加資格：  小一至小六學生 

上課日期： 

 (A 班：逢星期五，共 11 堂) 

4/10、11/10、18/10、25/10、1/11、15/11、22/11、29/11、13/12、3/1/2020、17/1/2020  

 (B 班及 C 班：逢星期六，共 11 堂) 

12/10、19/10、26/10、2/11、16/11、23/11、30/11、7/12、21/12、4/1/2020、18/1/2020 

時    間： 

(A 班)逢星期五下午 2 時 30 分至 4 時 30 分(2 小時) 

(B 班)逢星期六上午 8 時 30 分至 9 時 30 分(1 小時) 

(C 班)逢星期六上午 9 時 30 分至 10 時 30 分(1 小時) 

(請於報名表列明參加 A、B或 C班) 

上課地點： 本校展藝區/雨天操場 

費    用： (A 班)$825   (B、C 班)$440 (支票抬頭：乒乓匯智) 

備    註： 

1. 學生須穿整齊體育服及自備乒乓球拍進行練習。 

2. 凡於興趣班表現出色之學員，可被推薦成為夢芹乒乓球校隊成員，更可代表學校參

加多項公開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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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將支票與報名參加的興趣班報名表一併釘好(報名表在前) 

 

 興 趣 班 報 名 表  

【每張報名表只可報一項興趣班】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中文)                 學生班別： _____年級______班   

 

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名稱，e.g.,John)  班號： ______   

 

興趣班號碼：____   興趣班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課日期：逢星期(   ) 

 

活動完畢由學校返家之安排：（請在適當的 □ 加上   ） 

    □家長接送     □自行回家     □課後校車(只於星期一至星期五接載校車隊學生)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與學生之關係：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             緊急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 

 
 

------------------------------------------------------------------------------------------------------------------------- 

請將支票與報名參加的興趣班報名表一併釘好(報名表在前) 

 

 興 趣 班 報 名 表  

【每張報名表只可報一項興趣班】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中文)                 學生班別： _____年級______班   

 

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名稱，e.g.,John)  班號： ______   

 

興趣班號碼：____   興趣班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課日期：逢星期(   ) 

 

活動完畢由學校返家之安排：（請在適當的 □ 加上   ） 

    □家長接送     □自行回家     □課後校車(只於星期一至星期五接載校車隊學生)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與學生之關係：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             緊急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 

 
 

*如報名表不足可自行複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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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將支票與報名參加的興趣班報名表一併釘好(報名表在前) 

 

 興 趣 班 報 名 表  

【每張報名表只可報一項興趣班】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中文)                 學生班別： _____年級______班   

 

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名稱，e.g.,John)  班號： ______   

 

興趣班號碼：____   興趣班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課日期：逢星期(   ) 

 

活動完畢由學校返家之安排：（請在適當的 □ 加上   ） 

    □家長接送     □自行回家     □課後校車(只於星期一至星期五接載校車隊學生)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與學生之關係：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             緊急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 

 
 

------------------------------------------------------------------------------------------------------------------------- 

請將支票與報名參加的興趣班報名表一併釘好(報名表在前) 

 

 興 趣 班 報 名 表  

【每張報名表只可報一項興趣班】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中文)                 學生班別： _____年級______班   

 

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名稱，e.g.,John)  班號： ______   

 

興趣班號碼：____   興趣班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課日期：逢星期(   ) 

 

活動完畢由學校返家之安排：（請在適當的 □ 加上   ） 

    □家長接送     □自行回家     □課後校車(只於星期一至星期五接載校車隊學生)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與學生之關係：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             緊急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 

 
 

*如報名表不足可自行複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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