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2017-2018 年度家長教師會通告(P001) 

 

 

各位家長： 

有關「一年級興趣班收費通知」事宜 
 

    本會與學校將於課餘時間協辦一系列的興趣班供同學參加。所有興趣班將會安排於週六進行。有關詳情，請參閱下

表。有興趣參加之同學，請填妥下列的家長收據及後頁的學校回條，於 9 月 29 日(星期五)上午 8:00 至 9:00 連同報名費

交回設於本校展覽廳之家長義工收費處(繳費後，請即取回已蓋會印及家長義工簽名之家長收據)。不參加之同學，只須

填妥後頁的學校回條，於 9 月 27 日(星期三)交回班主任。是次活動之報名截止日期為 10 月 4 日(星期三)，逾期報名，

恕不接受。 

上課日期：逢星期六 (18/11、25/11、2/12、9/12、16/12、13/1、20/1、27/1) 

上述詳情，希為知照。如有查詢，請聯絡興趣班統籌廖秀英老師或活動主任李淑儀老師。多謝各位。 
 

 
 

                                                        

 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王潔明校長                       蔣艾女士 

  (家長教師會主席) 

------------------------------------------------------ ( 家長收據 ) ----------------------------------------------------------- 

一年級興趣班     請在參加項目欄內加 
參加 

項目欄 
項目 班別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暫定) 

費用 
(上學期) 

 6 英文文法班 (P.1-2) 9:00-10:00 206 室 $280 

 18 
Scratch Programming STEM (P.1-2) (認識 scratch 賬戶、界面、用例

子來了解 scratch 角色、學習造型、用 scratch 學畫畫及動畫) 
9:00-10:00 電腦室 $480 

 12 英文寫作班 (P.1-2) 10:10-11:10 206 室 $280 

 2 圍棋班 (P.1-6) 11:20-12:20 206 室 $400 

 1 
棋藝班 (P.1-4) (棋類：形形色色、五目棋、眼明手快、七巧板、數字算式牌) 

(凡參加棋藝班之同學，均可獲贈至少 5 款棋類) 
12:30-1:30 206 室 $480 

 3 兒童畫班 (P.1-3) 12:30-2:00 (1.5 小時) 306 室 $480 

 35 英語拼音班 (P.1-2) (由外籍教師教授)  1:40-2:40 206 室 $480 

 25 
機械人模型班 (P.1-2) 
(簡單工具介紹、電流與動力、機械人世界、機械遊樂場、簡單模型製作) 

1:40-2:40 208 室 $480 

 4 水墨畫班 (P.1-6) 2:15-3:45 (1.5 小時) 306 室 $540 

 39 英文閱讀理解增進班 (P.1-2) 2:50-3:50 206 室 $360 

 45 英文聽說讀寫增強班 (P.1-2) (由外籍教師教授) 4:00-5:00 206 室 $480 

 

附註： 1. 如上課當天，出現下列情況，課堂將會取消︰ 

    課堂開始前兩小時，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仍然生效； 

    天文台預報即將發出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或 

    教育局宣布「上午校及全日制學校停課」或「下午校停課」。 

  所有因惡劣天氣影響下而取消之課堂，最多補堂一節，補堂日子由校方決定。 

 2. 學生出席活動時，必須穿著整齊校服或體育服、攜帶名牌及預先自行量度體溫。 

 3. 學生當日因病或事缺席課堂，請盡早寫手冊或致電通知校方，而校方不會為該生作出補堂或退款。 

 4. 如用支票付款，抬頭寫「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法團校董會」。 

 5. 星期六正午 12:00-下午 1:30 預計會舉辦空手道（高級組）課程，下午 1:30-3:00 預計會舉辦空手道（低級組）課程，    

家長為子女報名興趣班課程時，請多加留意。 
      

每名學生最多可報讀三項課程，已繳交之課程費用概不退還。如報名人數超額，則以抽籤作取錄；如人數不

足，則取消該課程並發還有關之報名費。 

 

 

        學生姓名:                  (   )         班別：          
 

學費資助：於 17-18 年度領取綜援或已成功獲批全額書津的家庭，凡報讀本通告內的課程，皆可獲教育局「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

劃」資助，將於上或下學期尾安排發放津貼金額 200 元給符合受助資格的學生( 不論參加課程數目 )。按資助計劃原則，綜援及全

津家庭為當然受助家庭，若資助計劃仍有餘額，則可酌情分配給提出申請而經濟有困難的家庭，唯家長先繳交全數學費，經核實受

助資格及  貴子女出席活動情況後，將在學期尾收到領取津貼通告到校領款。 
 

茲收到  貴子弟擬參加興趣班之  支票／現金 費用共：$              

 

 

                                                                              
         家教會會員簽名                                                   家教會蓋章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2017-2018 年度家長教師會通告(P002) 

 

各位家長： 

有關「二年級興趣班收費通知」事宜 
 

    本會與學校將於課餘時間協辦一系列的興趣班供同學參加。所有興趣班將會安排於週六進行。有關詳情，請參閱下

表。有興趣參加之同學，請填妥下列的家長收據及後頁的學校回條，於 9 月 29 日(星期五)上午 8:00 至 9:00 連同報名費

交回設於本校展覽廳之家長義工收費處(繳費後，請即取回已蓋會印及家長義工簽名之家長收據)。不參加之同學，只須

填妥後頁的學校回條，於 9 月 27 日(星期三)交回班主任。是次活動之報名截止日期為 10 月 4 日(星期三)，逾期報名，

恕不接受。 

上課日期：逢星期六 (18/11、25/11、2/12、9/12、16/12、13/1、20/1、27/1) 

上述詳情，希為知照。如有查詢，請聯絡興趣班統籌廖秀英老師或活動主任李淑儀老師。多謝各位。 
 

 
 

                                                        

 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王潔明校長                       蔣艾女士 

  (家長教師會主席) 

------------------------------------------------------------- ( 家長收據 ) ---------------------------------------------------- 

二年級興趣班     請在參加項目欄內加 
參加 

項目欄 
項目 班別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暫定) 

費用 
(上學期) 

 7 英文文法班 (P.1-2) 9:00-10:00 207 室 $280 

 19 Scratch Programming STEM (P.1-2) (認識 scratch 賬戶、界面、用例

子來了解 scratch 角色、學習造型、用 scratch 學畫畫及動畫) 9:00-10:00 電腦室 $480 

 13 英文寫作班 (P.1-2) 10:10-11:10 207 室 $280 

 2 圍棋班 (P.1-6) 11:20-12:20 206 室 $400 

 1 棋藝班 (P.1-4) (棋類：尋寶棋、波子棋、立體積木二、海盜尋寶遊戲、魯多

棋及其他) (凡參加棋藝班之同學，均可獲贈至少 5 款棋類) 12:30-1:30 206 室 $480 

 3 兒童畫班 (P.1-3) 12:30-2:00 (1.5 小時) 306 室 $480 

 36 英語拼音班 (P.1-2) (由外籍教師教授) 1:40-2:40 207 室 $480 

 26 機械人模型班 (P.1-2) (移動式機械介紹、簡單工具介紹、齒輪及震動 

移動式機械的辨別、簡單模型製作：機械甲蟲及小狗) 1:40-2:40 209 室 $480 

 4 水墨畫班 (P.1-6) 2:15-3:45 (1.5 小時) 306 室 $540 

 40 英文閱讀理解增進班 (P.1-2) 2:50-3:50 207 室 $360 

 46 英文聽說讀寫增強班 (P.1-2) (由外籍教師教授) 4:00-5:00 207 室 $480 
 

附註： 1. 如上課當天，出現下列情況，課堂將會取消︰ 

    課堂開始前兩小時，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仍然生效； 

    天文台預報即將發出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或 

    教育局宣布「上午校及全日制學校停課」或「下午校停課」。 

  所有因惡劣天氣影響下而取消之課堂，最多補堂一節，補堂日子由校方決定。 

 2. 學生出席活動時，必須穿著整齊校服或體育服、攜帶名牌及預先自行量度體溫。 

 3. 學生當日因病或事缺席課堂，請盡早寫手冊或致電通知校方，而校方不會為該生作出補堂或退款。 

 4. 如用支票付款，抬頭寫「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法團校董會」。 

 5. 星期六正午 12:00-下午 1:30 預計會舉辦空手道（高級組）課程，下午 1:30-3:00 預計會舉辦空手道（低級組）課程，    

家長為子女報名興趣班課程時，請多加留意。 
 

每名學生最多可報讀三項課程，已繳交之課程費用概不退還。如報名人數超額，則以抽籤作取錄；如人數不

足，則取消該課程並發還有關之報名費。 

 

        學生姓名:                  (   )         班別：          
 

學費資助：於 17-18 年度領取綜援或已成功獲批全額書津的家庭，凡報讀本通告內的課程，皆可獲教育局「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

劃」資助，將於上或下學期尾安排發放津貼金額 200 元給符合受助資格的學生( 不論參加課程數目 )。按資助計劃原則，綜援及全

津家庭為當然受助家庭，若資助計劃仍有餘額，則可酌情分配給提出申請而經濟有困難的家庭，唯家長先繳交全數學費，經核實受

助資格及  貴子女出席活動情況後，將安排在活動完結的學期尾收到領取津貼通告到校領款。 

 

茲收到  貴子弟擬參加興趣班之  支票／現金 費用共：$              
   

 

 

                                                                            
        家教會會員簽名                                                  家教會蓋章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2017-2018 年度家長教師會通告(P003) 
 

 

各位家長： 

有關「三年級興趣班收費通知」事宜 
 

    本會與學校將於課餘時間協辦一系列的興趣班供同學參加。所有興趣班將會安排於週六進行。有關詳情，請參閱下

表。有興趣參加之同學，請填妥下列的家長收據及後頁的學校回條，於 9 月 29 日(星期五)上午 8:00 至 9:00 連同報名費

交回設於本校展覽廳之家長義工收費處(繳費後，請即取回已蓋會印及家長義工簽名之家長收據)。不參加之同學，只須

填妥後頁的學校回條，於 9 月 27 日(星期三)交回班主任。是次活動之報名截止日期為 10 月 4 日(星期三)，逾期報名，

恕不接受。 

上課日期：逢星期六 (18/11、25/11、2/12、9/12、16/12、13/1、20/1、27/1) 

上述詳情，希為知照。如有查詢，請聯絡興趣班統籌廖秀英老師或活動主任李淑儀老師。多謝各位。 
 
 

 

                                                        

 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王潔明校長                       蔣艾女士 

  (家長教師會主席) 

------------------------------------------------------------------- ( 家長收據 ) --------------------------------------------------------- 

三年級興趣班        請在參加項目欄內加 
參加 

項目欄 
項目 班別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暫定) 

費用 
(上學期) 

 8 英文文法班 (P.3-4) 9:00-10:00 208 室 $280 

 14 英文寫作班 (P.3-4) 10:10-11:10 208 室 $280 

 20 
Scratch Programming and MBlock STEM (P.3-4) (認識 scratch 賬

戶、界面、用例子來了解 scratch 角色、學習造型、再用 scratch 學畫畫及動畫、編程、

認識 MBlock Basic 和 Deluxe Edition、並學習如何在平台上自學及分享) 
10:10-11:10 電腦室 $560 

 31 籃球 A 班 (P.3-6) 11:20-12:20 操場 $280 

 2 圍棋班 (P.1-6) 11:20-12:20 206 室 $400 

 32 籃球 B 班 (P.3-6) 12:30-1:30 操場 $280 

 33 乒乓球 A 班 (P.3-6) 12:30-1:30 天台 $280 

 1 
棋藝班 (P.1-4) (棋類：數學紙牌遊戲、英文故事遊戲、立體積木三、豆豆棋、

四連環) (凡參加棋藝班之同學，均可獲贈至少 5 款棋類) 
12:30-1:30 206 室 $480 

 3 兒童畫班 (P.1-3) 12:30-2:00 (1.5 小時) 306 室 $480 

 34 乒乓球 B 班 (P.3-6) 1:40-2:40 天台 $280 

 47 英文聽說讀寫增強班 (P.3-4) (由外籍教師教授) 1:40-2:40 301 室 $480 

 4 水墨畫班 (P.1-6) 2:15-3:45 (1.5 小時) 306 室 $540 

 24a 中文閱讀理解班 (P.3-4) 2:50-3:50 301 室 $280 

 27 機械人模型班 (P.3-4) (震動移動式機械介紹：工具介紹、電源、電流與電

路、電流與動力的關係、機械狐狸製作) 
2:50-3:50 208 室 $480 

 41 英文閱讀理解增進班 (P.3-4) 4:00-5:00 306 室 $360 
 

附註： 1. 如上課當天，出現下列情況，課堂將會取消︰ 

    課堂開始前兩小時，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仍然生效； 

    天文台預報即將發出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或 

    教育局宣布「上午校及全日制學校停課」或「下午校停課」。 

  所有因惡劣天氣影響下而取消之課堂，最多補堂一節，補堂日子由校方決定。 

 2. 學生出席活動時，必須穿著整齊校服或體育服、攜帶名牌及預先自行量度體溫。 

 3. 學生當日因病或事缺席課堂，請盡早寫手冊或致電通知校方，而校方不會為該生作出補堂或退款。 

 4. 如用支票付款，抬頭寫「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法團校董會」。 

 5. 星期六正午 12:00-下午 1:30 預計會舉辦空手道（高級組）課程，下午 1:30-3:00 預計會舉辦空手道（低級組）課程，    

家長為子女報名興趣班課程時，請多加留意。 
 

每名學生最多可報讀三項課程，已繳交之課程費用概不退還。如報名人數超額，則以抽籤作取錄；如人數不

足，則取消該課程並發還有關之報名費。 
  

        學生姓名:                  (   )         班別：          
 

學費資助：於 17-18 年度領取綜援或已成功獲批全額書津的家庭，凡報讀本通告內的課程，皆可獲教育局「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

劃」資助，將於上或下學期尾安排發放津貼金額 200 元給符合受助資格的學生( 不論參加課程數目 )。按資助計劃原則，綜援及全

津家庭為當然受助家庭，若資助計劃仍有餘額，則可酌情分配給提出申請而經濟有困難的家庭，唯家長先繳交全數學費，經核實受

助資格及  貴子女出席活動情況後，將安排在活動完結的學期尾收到領取津貼通告到校領款。 
 

茲收到  貴子弟擬參加興趣班之  支票／現金 費用共：$              
 

 

                                                                              
         家教會會員簽名                                                   家教會蓋章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2017-2018 年度家長教師會通告(P004) 

 
 

各位家長： 

有關「四年級興趣班收費通知」事宜 
 

    本會與學校將於課餘時間協辦一系列的興趣班供同學參加。所有興趣班將會安排於週六進行。有關詳情，請參閱下

表。有興趣參加之同學，請填妥下列的家長收據及後頁的學校回條，於 9 月 29 日(星期五)上午 8:00 至 9:00 連同報名費

交回設於本校展覽廳之家長義工收費處(繳費後，請即取回已蓋會印及家長義工簽名之家長收據)。不參加之同學，只須

填妥後頁的學校回條，於 9 月 27 日(星期三)交回班主任。是次活動之報名截止日期為 10 月 4 日(星期三)，逾期報名，

恕不接受。 

上課日期：逢星期六 (18/11、25/11、2/12、9/12、16/12、13/1、20/1、27/1) 

上述詳情，希為知照。如有查詢，請聯絡興趣班統籌廖秀英老師或活動主任李淑儀老師。多謝各位。 
 
 

 

                                                        

 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王潔明校長                       蔣艾女士 

  (家長教師會主席) 

-------------------------------------------------------------- ( 家長收據 ) ------------------------------------------------------------- 

四年級興趣班         請在參加項目欄內加 
參加 

項目欄 
項目 班別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暫定) 

費用 
(上學期) 

 9 英文文法班 (P.3-4) 9:00-10:00 209 室 $280 

 15 英文寫作班 (P.3-4) 10:10-11:10 209 室 $280 

 21 
Scratch Programming and MBlock STEM (P.3-4) (認識 scratch 賬

戶、界面、用例子來了解 scratch 角色、學習造型、再用 scratch 學畫畫及動畫、編程、

認識 MBlock Basic 和 Deluxe Edition、並學習如何在平台上自學及分享) 
10:10-11:10 電腦室 $560 

 31 籃球 A 班 (P.3-6) 11:20-12:20 操場 $280 

 5 素描班 (P.4-6) 11:20-12:20 306 室 $320 

 2 圍棋班 (P.1-6) 11:20-12:20 206 室 $400 

 32 籃球 B 班 (P.3-6) 12:30-1:30 操場 $280 

 33 乒乓球 A 班 (P.3-6) 12:30-1:30 天台 $280 

 1 
棋藝班 (P.1-4) (棋類：中國軍棋、邏輯遊戲、海軍對戰遊戲、中級英文串字棋、

立體積木四) (凡參加棋藝班之同學，均可獲贈至少 5 款棋類) 
12:30-1:30 206 室 $480 

 34 乒乓球 B 班 (P.3-6) 1:40-2:40 天台 $280 

 48 英文聽說讀寫增強班 (P.3-4) (由外籍教師教授) 1:40-2:40 302 室 $480 

 4 水墨畫班 (P.1-6) 2:15-3:45 (1.5 小時) 306 室 $540 

 24a 中文閱讀理解班 (P.3-4) 2:50-3:50 301 室 $280 

 28 
機械人模型班 (P.3-4) (齒輪移動式機械介紹、工具介紹(一)、齒輪的認識及

使用、齒輪與動力的關係(一)、機械豬製作) 
2:50-3:50 209 室 $480 

 38 英語會話班 (P.4-6) (由外籍教師教授) 2:50-3:50 302 室 $480 

 42 英文閱讀理解增進班 (P.3-4) 4:00-5:00 307 室 $360 
 

附註： 1. 如上課當天，出現下列情況，課堂將會取消︰ 

    課堂開始前兩小時，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仍然生效； 

    天文台預報即將發出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或 

    教育局宣布「上午校及全日制學校停課」或「下午校停課」。 

  所有因惡劣天氣影響下而取消之課堂，最多補堂一節，補堂日子由校方決定。 

 2. 學生出席活動時，必須穿著整齊校服或體育服、攜帶名牌及預先自行量度體溫。 

 3. 學生當日因病或事缺席課堂，請盡早寫手冊或致電通知校方，而校方不會為該生作出補堂或退款。 

 4. 如用支票付款，抬頭寫「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法團校董會」。 

 5. 星期六正午 12:00-下午 1:30 預計會舉辦空手道（高級組）課程，下午 1:30-3:00 預計會舉辦空手道（低級組）課程，    

家長為子女報名興趣班課程時，請多加留意。 
 

每名學生最多可報讀三項課程，已繳交之課程費用概不退還。如報名人數超額，則以抽籤作取錄；如人數不

足，則取消該課程並發還有關之報名費。 
 

        學生姓名:                  (   )         班別：          
 

學費資助：於 17-18 年度領取綜援或已成功獲批全額書津的家庭，凡報讀本通告內的課程，皆可獲教育局「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

劃」資助，將於上或下學期尾安排發放津貼金額 200 元給符合受助資格的學生( 不論參加課程數目 )。按資助計劃原則，綜援及全

津家庭為當然受助家庭，若資助計劃仍有餘額，則可酌情分配給提出申請而經濟有困難的家庭，唯家長先繳交全數學費，經核實受

助資格及  貴子女出席活動情況後，將安排在活動完結的學期尾收到領取津貼通告到校領款。 
 

茲收到  貴子弟擬參加興趣班之  支票／現金 費用共：$              
 

                                                                             
        家教會會員簽名                                                   家教會蓋章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2017-2018 年度家長教師會通告(P005) 
 

各位家長： 

有關「五年級興趣班收費通知」事宜 
 

    本會與學校將於課餘時間協辦一系列的興趣班供同學參加。所有興趣班將會安排於週六進行。有關詳情，請參閱下

表。有興趣參加之同學，請填妥下列的家長收據及後頁的學校回條，於 9 月 29 日(星期五)上午 8:00 至 9:00 連同報名費

交回設於本校展覽廳之家長義工收費處(繳費後，請即取回已蓋會印及家長義工簽名之家長收據)。不參加之同學，只須

填妥後頁的學校回條，於 9 月 27 日(星期三)交回班主任。是次活動之報名截止日期為 10 月 4 日(星期三)，逾期報名，

恕不接受。 

上課日期：逢星期六 (18/11、25/11、2/12、9/12、16/12、13/1、20/1、27/1) 

上述詳情，希為知照。如有查詢，請聯絡興趣班統籌廖秀英老師或活動主任李淑儀老師。多謝各位。 
 

 
 

                                                        

 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王潔明校長                        蔣艾女士 

  (家長教師會主席) 

--------------------------------------------------------------- ( 家長收據 ) ----------------------------------------------------------- 

五年級興趣班      請在參加項目欄內加 

參加 
項目欄 

項目 班別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暫定) 
費用 

(上學期) 

 10 英文文法班 (P.5-6) 9:00-10:00 306 室 $280 

 16 英文寫作班 (P.5-6) 10:10-11:10 306 室 $280 

 31 籃球 A 班 (P.3-6) 11:20-12:20 操場 $280 

 5 素描班 (P.4-6) 11:20-12:20 306 室 $320 

 2 圍棋班 (P.1-6) 11:20-12:20 206 室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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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lock STEM (P.5-6) (認識 scratch 賬戶、界面、用例子來了解 scratch 角

色、學習造型、用 scratch 學畫畫及動畫、編程、認識 MBlock Basic 和 Deluxe Edition、

學習如何在平台上自學及分享、組裝 MBlock Basic and Deluxe Edition、並使用 Scratch 

Programming 操作 MBlock Basic 和 Deluxe Edition) 

11:20-12:20 電腦室 $560 

 32 籃球 B 班 (P.3-6) 12:30-1:30 操場 $280 

 33 乒乓球 A 班 (P.3-6) 12:30-1:30 天台 $280 

 34 乒乓球 B 班 (P.3-6) 1:40-2:40 天台 $280 

 43 英文閱讀理解增進班 (P.5-6) 1:40-2:40 308 室 $360 

 4 水墨畫班 (P.1-6) 2:15-3:45 (1.5 小時) 306 室 $540 

 38 英語會話班 (P.4-6) (由外籍教師教授) 2:50-3:50 302 室 $480 

 49 英文聽說讀寫增強班 (P.5-6) (由外籍教師教授) 2:50-3:50 307 室 $480 

 37 英文劍橋班 (P.5-6) (由外籍教師教授) 2:50-4:50 (2 小時) 309 室 $960 

 24b 中文閱讀理解班 (P.5-6) 4:00-5:00 301 室 $280 

 29 機械人模型班 (P.5-6) (再生能源機械人介紹、工具介紹、再生能源的認 

識、使用、比較及示範(一)、再生能源機械人製作(一)) 4:00-5:00 208 室 $480 
 

附註： 1. 如上課當天，出現下列情況，課堂將會取消︰ 

    課堂開始前兩小時，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仍然生效； 

    天文台預報即將發出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或 

    教育局宣布「上午校及全日制學校停課」或「下午校停課」。 

  所有因惡劣天氣影響下而取消之課堂，最多補堂一節，補堂日子由校方決定。 

 2. 學生出席活動時，必須穿著整齊校服或體育服、攜帶名牌及預先自行量度體溫。 

 3. 學生當日因病或事缺席課堂，請盡早寫手冊或致電通知校方，而校方不會為該生作出補堂或退款。 

 4. 如用支票付款，抬頭寫「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法團校董會」。 

 5. 星期六正午 12:00-下午 1:30 預計會舉辦空手道（高級組）課程，下午 1:30-3:00 預計會舉辦空手道（低級組）課程，    

家長為子女報名興趣班課程時，請多加留意。 
 

每名學生最多可報讀三項課程，已繳交之課程費用概不退還。如報名人數超額，則以抽籤作取錄；如人數不

足，則取消該課程並發還有關之報名費。 
 

             學生姓名:                  (   )             班別：          
 

學費資助：於 17-18 年度領取綜援或已成功獲批全額書津的家庭，凡報讀本通告內的課程，皆可獲教育局「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

劃」資助，將於上或下學期尾安排發放津貼金額 200 元給符合受助資格的學生( 不論參加課程數目 )。按資助計劃原則，綜援及全

津家庭為當然受助家庭，若資助計劃仍有餘額，則可酌情分配給提出申請而經濟有困難的家庭，唯家長先繳交全數學費，經核實受

助資格及  貴子女出席活動情況後，將安排在活動完結的學期尾收到領取津貼通告到校領款。 
 

茲收到  貴子弟擬參加興趣班之  支票／現金 費用共：$              
 

                                                                             
         家教會會員簽名                                                   家教會蓋章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2017-2018 年度家長教師會通告(P006) 

 

各位家長： 

有關「六年級興趣班收費通知」事宜 
 

    本會與學校將於課餘時間協辦一系列的興趣班供同學參加。所有興趣班將會安排於週六進行。有關詳情，請參閱下

表。有興趣參加之同學，請填妥下列的家長收據及後頁的學校回條，於 9 月 29 日(星期五)上午 8:00 至 9:00 連同報名費

交回設於本校展覽廳之家長義工收費處(繳費後，請即取回已蓋會印及家長義工簽名之家長收據)。不參加之同學，只須

填妥後頁的學校回條，於 9 月 27 日(星期三)交回班主任。是次活動之報名截止日期為 10 月 4 日(星期三)，逾期報名，

恕不接受。 

上課日期：逢星期六 (18/11、25/11、2/12、9/12、16/12、13/1、20/1、27/1) 

上述詳情，希為知照。如有查詢，請聯絡興趣班統籌廖秀英老師或活動主任李淑儀老師。多謝各位。 
 

 
 

                                                        

 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王潔明校長                       蔣艾女士 

  (家長教師會主席) 

----------------------------------------------------------------- ( 家長收據 ) ----------------------------------------------------------- 

六年級興趣班      請在參加項目欄內加 
參加 

項目欄 
項目 班別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暫定) 

費用 
(上學期) 

 11 英文文法班 (P.5-6) 9:00-10:00 307 室 $280 

 17 英文寫作班 (P.5-6) 10:10-11:10 307 室 $280 

 31 籃球 A 班 (P.3-6) 11:20-12:20 操場 $280 

 5 素描班 (P.4-6) 11:20-12:20 306 室 $320 

 2 圍棋班 (P.1-6) 11:20-12:20 206 室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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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lock STEM (P.5-6) (認識 scratch 賬戶、界面、用例子來了解 scratch

角色、學習造型、用 scratch 學畫畫及動畫、編程、認識 MBlock Basic 和 Deluxe 

Edition、學習如何在平台上自學及分享、組裝 MBlock Basic and Deluxe Edition、並

使用 Scratch Programming 操作 MBlock Basic 和 Deluxe Edition) 

11:20-12:20 電腦室 $560 

 32 籃球 B 班 (P.3-6) 12:30-1:30 操場 $280 

 33 乒乓球 A 班 (P.3-6) 12:30-1:30 天台 $280 

 34 乒乓球 B 班 (P.3-6) 1:40-2:40 天台 $280 

 44 英文閱讀理解增進班 (P.5-6) 1:40-2:40 309 室 $360 

 4 水墨畫班 (P.1-6) 2:15-3:45 (1.5 小時) 306 室 $540 

 38 英語會話班 (P.4-6) (由外籍教師教授) 2:50-3:50 302 室 $480 

 50 英文聽說讀寫增強班 (P.5-6) (由外籍教師教授) 2:50-3:50 308 室 $480 

 37 英文劍橋班 (P.5-6) (由外籍教師教授) 2:50-4:50 (2 小時) 309 室 $960 

 24b 中文閱讀理解班 (P.5-6) 4:00-5:00 301 室 $280 

 30 機械人模型班 (P.5-6) (搖控器機械人介紹、工具介紹、mblock 機械人 

介紹、搖控器機械人製作) 
4:00-5:00 209 室 $480 

 

附註： 1. 如上課當天，出現下列情況，課堂將會取消︰ 

    課堂開始前兩小時，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仍然生效； 

    天文台預報即將發出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或 

    教育局宣布「上午校及全日制學校停課」或「下午校停課」。 

  所有因惡劣天氣影響下而取消之課堂，最多補堂一節，補堂日子由校方決定。 

 2. 學生出席活動時，必須穿著整齊校服或體育服、攜帶名牌及預先自行量度體溫。 

 3. 學生當日因病或事缺席課堂，請盡早寫手冊或致電通知校方，而校方不會為該生作出補堂或退款。 

 4. 如用支票付款，抬頭寫「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法團校董會」。 

 5. 星期六正午 12:00-下午 1:30 預計會舉辦空手道（高級組）課程，下午 1:30-3:00 預計會舉辦空手道（低級組）課程，    

家長為子女報名興趣班課程時，請多加留意。 
 

每名學生最多可報讀三項課程，已繳交之課程費用概不退還。如報名人數超額，則以抽籤作取錄；如人數不

足，則取消該課程並發還有關之報名費。 
 

                 學生姓名:                  (   )         班別：          
 

學費資助：於 17-18 年度領取綜援或已成功獲批全額書津的家庭，凡報讀本通告內的課程，皆可獲教育局「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

劃」資助，將於上或下學期尾安排發放津貼金額 200 元給符合受助資格的學生( 不論參加課程數目 )。按資助計劃原則，綜援及全

津家庭為當然受助家庭，若資助計劃仍有餘額，則可酌情分配給提出申請而經濟有困難的家庭，唯家長先繳交全數學費，經核實受

助資格及  貴子女出席活動情況後，將安排在活動完結的學期尾收到領取津貼通告到校領款。 
 

茲收到  貴子弟擬參加興趣班之  支票／現金 費用共：$              
 

 

                                                                              
         家教會會員簽名                                                   家教會蓋章 



學校回條（在適當內加上號） 
    

蔣主席：  
 

    家長教師會通告（P001）有關「一年級興趣班收費通知」事宜，經已細閱，內容完

全明白。 

 

 本人同意 小兒 / 小女 參加是項活動，並於 9 月 29 日(星期五)上午 8:00-9:00 將學校  

   回條、家長收據及報名費交回設於 貴校展覽廳之家長義工收費處。 

 本人不同意 小兒 / 小女 參加是項活動，並將學校回條交回班主任。 

 

一年級興趣班     請在參加項目欄內加            17-18 年度上學期 
參加 

項目欄 
項目 班別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暫定) 

費用 
(上學期) 

 6 英文文法班 (P.1-2) 9:00-10:00 206 室 $280 

 18 
Scratch Programming STEM (P.1-2) (認識 scratch 賬戶、界面、用例

子來了解 scratch 角色、學習造型、用 scratch 學畫畫及動畫) 
9:00-10:00 電腦室 $480 

 12 英文寫作班 (P.1-2) 10:10-11:10 206 室 $280 

 2 圍棋班 (P.1-6) 11:20-12:20 206 室 $400 

 1 
棋藝班 (P.1-4) (棋類：形形色色、五目棋、眼明手快、七巧板、數字算式牌) 

(凡參加棋藝班之同學，均可獲贈至少 5 款棋類) 
12:30-1:30 206 室 $480 

 3 兒童畫班 (P.1-3) 12:30-2:00 (1.5 小時) 306 室 $480 

 35 英語拼音班 (P.1-2) (由外籍教師教授)  1:40-2:40 206 室 $480 

 25 
機械人模型班 (P.1-2) 
(簡單工具介紹、電流與動力、機械人世界、機械遊樂場、簡單模型製作) 

1:40-2:40 208 室 $480 

 4 水墨畫班 (P.1-6) 2:15-3:45 (1.5 小時) 306 室 $540 

 39 英文閱讀理解增進班 (P.1-2) 2:50-3:50 206 室 $360 

 45 英文聽說讀寫增強班 (P.1-2) (由外籍教師教授) 4:00-5:00 206 室 $480 

 

附註： 1. 如上課當天，出現下列情況，課堂將會取消︰ 

    課堂開始前兩小時，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仍然生效； 

    天文台預報即將發出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或 

    教育局宣布「上午校及全日制學校停課」或「下午校停課」。 

  所有因惡劣天氣影響下而取消之課堂，最多補堂一節，補堂日子由校方決定。 

 2. 學生出席活動時，必須穿著整齊校服或體育服、攜帶名牌及預先自行量度體溫。 

 3. 學生當日因病或事缺席課堂，請盡早寫手冊或致電通知校方，而校方不會為該生作出補堂或退款。 

 4. 如用支票付款，抬頭寫「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法團校董會」。 

 5. 星期六正午 12:00-下午 1:30 預計會舉辦空手道（高級組）課程，下午 1:30-3:00 預計會舉辦空手道（低級組）課程，    

家長為子女報名興趣班課程時，請多加留意。 

 
每名學生最多可報讀三項課程，已繳交之課程費用概不退還。如報名人數超額，則以抽籤作取錄；如人數不足，

則取消該課程並發還有關之報名費。 

 
學費資助：於 17-18 年度領取綜援或已成功獲批全額書津的家庭，凡報讀本通告內的課程，皆可獲教育局「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

劃」資助，將於上或下學期尾安排發放津貼金額 200 元給符合受助資格的學生( 不論參加課程數目 )。按資助計劃原則，綜援及全

津家庭為當然受助家庭，若資助計劃仍有餘額，則可酌情分配給提出申請而經濟有困難的家庭，唯家長先繳交全數學費，經核實受

助資格及  貴子女出席活動情況後，將安排在活動完結的學期尾收到領取津貼通告到校領款。 

 

學生姓名：                (   )    班別：                 

付款方法：銀行：            支票號碼：            *／現金 費用共：            。 

付款日期： 二零一七年九月     日 

放學途徑：□自行放學 / □由家長接回 

班別：                                學生姓名：                (    ) 

家長簽署：                            緊急聯絡電話：                 

 二零一七年九月       日 



學校回條（在適當內加上號） 
    

蔣主席：  

 

    家長教師會通告（P002）有關「二年級興趣班收費通知」事宜，經已細閱，內容完

全明白。 

 

 本人同意 小兒 / 小女 參加是項活動，並於 9 月 29 日(星期五)上午 8:00-9:00 將學校  

   回條、家長收據及報名費交回設於 貴校展覽廳之家長義工收費處。 

 本人不同意 小兒 / 小女 參加是項活動，並將學校回條交回班主任。 
 
 
二年級興趣班              請在參加項目欄內加                     17-18 年度上學期 
參加 

項目欄 
項目 班別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暫定) 

費用 
(上學期) 

 7 英文文法班 (P.1-2) 9:00-10:00 207 室 $280 

 19 Scratch Programming STEM (P.1-2) (認識 scratch 賬戶、界面、用例

子來了解 scratch 角色、學習造型、用 scratch 學畫畫及動畫) 
9:00-10:00 電腦室 $480 

 13 英文寫作班 (P.1-2) 10:10-11:10 207 室 $280 

 2 圍棋班 (P.1-6) 11:20-12:20 206 室 $400 

 1 棋藝班 (P.1-4) (棋類：尋寶棋、波子棋、立體積木二、海盜尋寶遊戲、魯多

棋及其他) (凡參加棋藝班之同學，均可獲贈至少 5 款棋類) 12:30-1:30 206 室 $480 

 3 兒童畫班 (P.1-3) 12:30-2:00 (1.5 小時) 306 室 $480 

 36 英語拼音班 (P.1-2) (由外籍教師教授) 1:40-2:40 207 室 $480 

 26 機械人模型班 (P.1-2) (移動式機械介紹、簡單工具介紹、齒輪及震動 

移動式機械的辨別、簡單模型製作：機械甲蟲及小狗) 1:40-2:40 209 室 $480 

 4 水墨畫班 (P.1-6) 2:15-3:45 (1.5 小時) 306 室 $540 

 40 英文閱讀理解增進班 (P.1-2) 2:50-3:50 207 室 $360 

 46 英文聽說讀寫增強班 (P.1-2) (由外籍教師教授) 4:00-5:00 207 室 $480 

 
附註： 1. 如上課當天，出現下列情況，課堂將會取消︰ 

    課堂開始前兩小時，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仍然生效； 

    天文台預報即將發出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或 

    教育局宣布「上午校及全日制學校停課」或「下午校停課」。 

  所有因惡劣天氣影響下而取消之課堂，最多補堂一節，補堂日子由校方決定。 

 2. 學生出席活動時，必須穿著整齊校服或體育服、攜帶名牌及預先自行量度體溫。 

 3. 學生當日因病或事缺席課堂，請盡早寫手冊或致電通知校方，而校方不會為該生作出補堂或退款。 

 4. 如用支票付款，抬頭寫「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法團校董會」。 

 5. 星期六正午 12:00-下午 1:30 預計會舉辦空手道（高級組）課程，下午 1:30-3:00 預計會舉辦空手道（低級組）課程，    

家長為子女報名興趣班課程時，請多加留意。 

 

每名學生最多可報讀三項課程，已繳交之課程費用概不退還。如報名人數超額，則以抽籤作取錄；如人數不

足，則取消該課程並發還有關之報名費。 

 
學費資助：於 17-18 年度領取綜援或已成功獲批全額書津的家庭，凡報讀本通告內的課程，皆可獲教育局「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
計劃」資助，將於上或下學期尾安排發放津貼金額 200 元給符合受助資格的學生( 不論參加課程數目 )。按資助計劃原則，綜援及
全津家庭為當然受助家庭，若資助計劃仍有餘額，則可酌情分配給提出申請而經濟有困難的家庭，唯家長先繳交全數學費，經核
實受助資格及  貴子女出席活動情況後，將安排在活動完結的學期尾收到領取津貼通告到校領款。 

學生姓名：                (   )    班別：                 

付款方法：銀行：            支票號碼：            *／現金 費用共：$            。 

付款日期： 二零一七年九月     日 

放學途徑：□自行放學 / □由家長接回 

班別：                                學生姓名：                (    ) 

家長簽署：                            緊急聯絡電話：                 

  二零一七年九月       日 



學校回條（在適當內加上號） 
    

蔣主席：  
 

    家長教師會通告（P003）有關「三年級興趣班收費通知」事宜，經已細閱，內容完

全明白。 
 

 本人同意 小兒 / 小女 參加是項活動，並於 9 月 29 日(星期五)上午 8:00-9:00 將學校  

   回條、家長收據及報名費交回設於 貴校展覽廳之家長義工收費處。 

 本人不同意 小兒 / 小女 參加是項活動，並將學校回條交回班主任。 
 

三年級興趣班             請在參加項目欄內加                       17-18 年度上學期 
參加 

項目欄 
項目 班別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暫定) 

費用 
(上學期) 

 8 英文文法班 (P.3-4) 9:00-10:00 208 室 $280 

 14 英文寫作班 (P.3-4) 10:10-11:10 208 室 $280 

 20 
Scratch Programming and MBlock STEM (P.3-4) (認識 scratch 賬

戶、界面、用例子來了解 scratch 角色、學習造型、再用 scratch 學畫畫及動畫、編程、

認識 MBlock Basic 和 Deluxe Edition、並學習如何在平台上自學及分享) 
10:10-11:10 電腦室 $560 

 31 籃球 A 班 (P.3-6) 11:20-12:20 操場 $280 

 2 圍棋班 (P.1-6) 11:20-12:20 206 室 $400 

 32 籃球 B 班 (P.3-6) 12:30-1:30 操場 $280 

 33 乒乓球 A 班 (P.3-6) 12:30-1:30 天台 $280 

 1 
棋藝班 (P.1-4) (棋類：數學紙牌遊戲、英文故事遊戲、立體積木三、豆豆棋、

四連環) (凡參加棋藝班之同學，均可獲贈至少 5 款棋類) 
12:30-1:30 206 室 $480 

 3 兒童畫班 (P.1-3) 12:30-2:00 (1.5 小時) 306 室 $480 

 34 乒乓球 B 班 (P.3-6) 1:40-2:40 天台 $280 

 47 英文聽說讀寫增強班 (P.3-4) (由外籍教師教授) 1:40-2:40 301 室 $480 

 4 水墨畫班 (P.1-6) 2:15-3:45 (1.5 小時) 306 室 $540 

 24a 中文閱讀理解班 (P.3-4) 2:50-3:50 301 室 $280 

 27 機械人模型班 (P.3-4) (震動移動式機械介紹：工具介紹、電源、電流與電

路、電流與動力的關係、機械狐狸製作) 
2:50-3:50 208 室 $480 

 41 英文閱讀理解增進班 (P.3-4) 4:00-5:00 306 室 $360 

 
附註： 1. 如上課當天，出現下列情況，課堂將會取消︰ 

    課堂開始前兩小時，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仍然生效； 

    天文台預報即將發出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或 

    教育局宣布「上午校及全日制學校停課」或「下午校停課」。 

  所有因惡劣天氣影響下而取消之課堂，最多補堂一節，補堂日子由校方決定。 

 2. 學生出席活動時，必須穿著整齊校服或體育服、攜帶名牌及預先自行量度體溫。 

 3. 學生當日因病或事缺席課堂，請盡早寫手冊或致電通知校方，而校方不會為該生作出補堂或退款。 

 4. 如用支票付款，抬頭寫「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法團校董會」。 

 5. 星期六正午 12:00-下午 1:30 預計會舉辦空手道（高級組）課程，下午 1:30-3:00 預計會舉辦空手道（低級組）課程，    

家長為子女報名興趣班課程時，請多加留意。 

 

每名學生最多可報讀三項課程，已繳交之課程費用概不退還。如報名人數超額，則以抽籤作取錄；如人數不

足，則取消該課程並發還有關之報名費。 

 
學費資助：於 17-18 年度領取綜援或已成功獲批全額書津的家庭，凡報讀本通告內的課程，皆可獲教育局「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

劃」資助，將於上或下學期尾安排發放津貼金額 200 元給符合受助資格的學生( 不論參加課程數目 )。按資助計劃原則，綜援及全

津家庭為當然受助家庭，若資助計劃仍有餘額，則可酌情分配給提出申請而經濟有困難的家庭，唯家長先繳交全數學費，經核實受

助資格及  貴子女出席活動情況後，將安排在活動完結的學期尾收到領取津貼通告到校領款。 

學生姓名：                (   )    班別：                 

付款方法：銀行：            支票號碼：            *／現金 費用共：$            。 

付款日期： 二零一七年九月     日 

放學途徑：□自行放學 / □由家長接回 

班別：                                學生姓名：                (    ) 

家長簽署：                            緊急聯絡電話：                 

二零一七年九月       日 



學校回條（在適當內加上號） 
    

蔣主席：  
 

    家長教師會通告（P004）有關「四年級興趣班收費通知」事宜，經已細閱，內容完

全明白。 
 

 本人同意 小兒 / 小女 參加是項活動，並於 9 月 29 日(星期五)上午 8:00-9:00 將學校  

   回條、家長收據及報名費交回設於 貴校展覽廳之家長義工收費處。 

 本人不同意 小兒 / 小女 參加是項活動，並將學校回條交回班主任。 
 

四年級興趣班          請在參加項目欄內加                         17-18 年度上學期 
參加 

項目欄 
項目 班別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暫定) 

費用 
(上學期) 

 9 英文文法班 (P.3-4) 9:00-10:00 209 室 $280 

 15 英文寫作班 (P.3-4) 10:10-11:10 209 室 $280 

 21 
Scratch Programming and MBlock STEM (P.3-4) (認識 scratch 賬

戶、界面、用例子來了解 scratch 角色、學習造型、再用 scratch 學畫畫及動畫、編程、

認識 MBlock Basic 和 Deluxe Edition、並學習如何在平台上自學及分享) 
10:10-11:10 電腦室 $560 

 31 籃球 A 班 (P.3-6) 11:20-12:20 操場 $280 

 5 素描班 (P.4-6) 11:20-12:20 306 室 $320 

 2 圍棋班 (P.1-6) 11:20-12:20 206 室 $400 

 32 籃球 B 班 (P.3-6) 12:30-1:30 操場 $280 

 33 乒乓球 A 班 (P.3-6) 12:30-1:30 天台 $280 

 1 
棋藝班 (P.1-4) (棋類：中國軍棋、邏輯遊戲、海軍對戰遊戲、中級英文串字棋、

立體積木四) (凡參加棋藝班之同學，均可獲贈至少 5 款棋類) 
12:30-1:30 206 室 $480 

 34 乒乓球 B 班 (P.3-6) 1:40-2:40 天台 $280 

 48 英文聽說讀寫增強班 (P.3-4) (由外籍教師教授) 1:40-2:40 302 室 $480 

 4 水墨畫班 (P.1-6) 2:15-3:45 (1.5 小時) 306 室 $540 

 24a 中文閱讀理解班 (P.3-4) 2:50-3:50 301 室 $280 

 28 
機械人模型班 (P.3-4) (齒輪移動式機械介紹、工具介紹(一)、齒輪的認識及

使用、齒輪與動力的關係(一)、機械豬製作) 
2:50-3:50 209 室 $480 

 38 英語會話班 (P.4-6) (由外籍教師教授) 2:50-3:50 302 室 $480 

 42 英文閱讀理解增進班 (P.3-4) 4:00-5:00 307 室 $360 

 
附註： 1. 如上課當天，出現下列情況，課堂將會取消︰ 

    課堂開始前兩小時，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仍然生效； 

    天文台預報即將發出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或 

    教育局宣布「上午校及全日制學校停課」或「下午校停課」。 

  所有因惡劣天氣影響下而取消之課堂，最多補堂一節，補堂日子由校方決定。 

 2. 學生出席活動時，必須穿著整齊校服或體育服、攜帶名牌及預先自行量度體溫。 

 3. 學生當日因病或事缺席課堂，請盡早寫手冊或致電通知校方，而校方不會為該生作出補堂或退款。 

 4. 如用支票付款，抬頭寫「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法團校董會」。 

 5. 星期六正午 12:00-下午 1:30 預計會舉辦空手道（高級組）課程，下午 1:30-3:00 預計會舉辦空手道（低級組）課程，    

家長為子女報名興趣班課程時，請多加留意。 

 

每名學生最多可報讀三項課程，已繳交之課程費用概不退還。如報名人數超額，則以抽籤作取錄；如人數不

足，則取消該課程並發還有關之報名費。 

 
學費資助：於 17-18 年度領取綜援或已成功獲批全額書津的家庭，凡報讀本通告內的課程，皆可獲教育局「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

劃」資助，將於上或下學期尾安排發放津貼金額 200 元給符合受助資格的學生( 不論參加課程數目 )。按資助計劃原則，綜援及全

津家庭為當然受助家庭，若資助計劃仍有餘額，則可酌情分配給提出申請而經濟有困難的家庭，唯家長先繳交全數學費，經核實受

助資格及  貴子女出席活動情況後，將安排在活動完結的學期尾收到領取津貼通告到校領款。 

學生姓名：                (   )    班別：                 

付款方法：銀行：            支票號碼：            *／現金 費用共：$            。 

付款日期： 二零一七年九月     日 

放學途徑：□自行放學 / □由家長接回 

班別：                                學生姓名：                (    ) 

家長簽署：                            緊急聯絡電話：                 

二零一七年九月       日 



學校回條（在適當內加上號） 

蔣主席： 
 

    家長教師會通告（P005）有關「五年級興趣班收費通知」事宜，經已細閱，內容完

全明白。 
 

 本人同意 小兒 / 小女 參加是項活動，並於 9 月 29 日(星期五)上午 8:00-9:00 將學校  

   回條、家長收據及報名費交回設於 貴校展覽廳之家長義工收費處。 

 本人不同意 小兒 / 小女 參加是項活動，並將學校回條交回班主任。 
 

五年級興趣班             請在參加項目欄內加                      17-18 年度上學期 

參加 
項目欄 

項目 班別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暫定) 
費用 

(上學期) 

 10 英文文法班 (P.5-6) 9:00-10:00 306 室 $280 

 16 英文寫作班 (P.5-6) 10:10-11:10 306 室 $280 

 31 籃球 A 班 (P.3-6) 11:20-12:20 操場 $280 

 5 素描班 (P.4-6) 11:20-12:20 306 室 $320 

 2 圍棋班 (P.1-6) 11:20-12:20 206 室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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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lock STEM (P.5-6) (認識 scratch 賬戶、界面、用例子來了解 scratch 角

色、學習造型、用 scratch 學畫畫及動畫、編程、認識 MBlock Basic 和 Deluxe Edition、

學習如何在平台上自學及分享、組裝 MBlock Basic and Deluxe Edition、並使用 Scratch 

Programming 操作 MBlock Basic 和 Deluxe Edition) 

11:20-12:20 電腦室 $560 

 32 籃球 B 班 (P.3-6) 12:30-1:30 操場 $280 

 33 乒乓球 A 班 (P.3-6) 12:30-1:30 天台 $280 

 34 乒乓球 B 班 (P.3-6) 1:40-2:40 天台 $280 

 43 英文閱讀理解增進班 (P.5-6) 1:40-2:40 308 室 $360 

 4 水墨畫班 (P.1-6) 2:15-3:45 (1.5 小時) 306 室 $540 

 38 英語會話班 (P.4-6) (由外籍教師教授) 2:50-3:50 302 室 $480 

 49 英文聽說讀寫增強班 (P.5-6) (由外籍教師教授) 2:50-3:50 307 室 $480 

 37 英文劍橋班 (P.5-6) (由外籍教師教授) 2:50-4:50 (2 小時) 309 室 $960 

 24b 中文閱讀理解班 (P.5-6) 4:00-5:00 301 室 $280 

 29 機械人模型班 (P.5-6) (再生能源機械人介紹、工具介紹、再生能源的認 

                    識、使用、比較及示範(一)、再生能源機械人製作(一)) 4:00-5:00 208 室 $480 

 

附註： 1. 如上課當天，出現下列情況，課堂將會取消︰ 

    課堂開始前兩小時，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仍然生效； 

    天文台預報即將發出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或 

    教育局宣布「上午校及全日制學校停課」或「下午校停課」。 

  所有因惡劣天氣影響下而取消之課堂，最多補堂一節，補堂日子由校方決定。 

 2. 學生出席活動時，必須穿著整齊校服或體育服、攜帶名牌及預先自行量度體溫。 

 3. 學生當日因病或事缺席課堂，請盡早寫手冊或致電通知校方，而校方不會為該生作出補堂或退款。 

 4. 如用支票付款，抬頭寫「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法團校董會」。 

 5. 星期六正午 12:00-下午 1:30 預計會舉辦空手道（高級組）課程，下午 1:30-3:00 預計會舉辦空手道（低級組）課程，    

家長為子女報名興趣班課程時，請多加留意。 

 

每名學生最多可報讀三項課程，已繳交之課程費用概不退還。如報名人數超額，則以抽籤作取錄；如人數不

足，則取消該課程並發還有關之報名費。 

 

學費資助：於 17-18 年度領取綜援或已成功獲批全額書津的家庭，凡報讀本通告內的課程，皆可獲教育局「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

計劃」資助，將於上或下學期尾安排發放津貼金額 200 元給符合受助資格的學生( 不論參加課程數目 )。按資助計劃原則，綜援及

全津家庭為當然受助家庭，若資助計劃仍有餘額，則可酌情分配給提出申請而經濟有困難的家庭，唯家長先繳交全數學費，經核

實受助資格及  貴子女出席活動情況後，將安排在活動完結的學期尾收到領取津貼通告到校領款。 

學生姓名：                (   )    班別：                 

付款方法：銀行：            支票號碼：            *／現金 費用共：$            。 

付款日期： 二零一七年九月     日 

放學途徑：□自行放學 / □由家長接回 

班別：                                學生姓名：                (    ) 

家長簽署：                            緊急聯絡電話：                 

二零一七年九月       日 



學校回條（在適當內加上號） 

蔣主席： 
 

    家長教師會通告（P006）有關「六年級興趣班收費通知」事宜，經已細閱，內容完

全明白。 
 

 本人同意 小兒 / 小女 參加是項活動，並於 9 月 29 日(星期五)上午 8:00-9:00 將學校  

   回條、家長收據及報名費交回設於 貴校展覽廳之家長義工收費處。 

 本人不同意 小兒 / 小女 參加是項活動，並將學校回條交回班主任。 
 
六年級興趣班            請在參加項目欄內加                       17-18 年度上學期 
參加 

項目欄 
項目 班別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暫定) 

費用 
(上學期) 

 11 英文文法班 (P.5-6) 9:00-10:00 307 室 $280 

 17 英文寫作班 (P.5-6) 10:10-11:10 307 室 $280 

 31 籃球 A 班 (P.3-6) 11:20-12:20 操場 $280 

 5 素描班 (P.4-6) 11:20-12:20 306 室 $320 

 2 圍棋班 (P.1-6) 11:20-12:20 206 室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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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lock STEM (P.5-6) (認識 scratch 賬戶、界面、用例子來了解 scratch

角色、學習造型、用 scratch 學畫畫及動畫、編程、認識 MBlock Basic 和 Deluxe 

Edition、學習如何在平台上自學及分享、組裝 MBlock Basic and Deluxe Edition、並

使用 Scratch Programming 操作 MBlock Basic 和 Deluxe Edition) 

11:20-12:20 電腦室 $560 

 32 籃球 B 班 (P.3-6) 12:30-1:30 操場 $280 

 33 乒乓球 A 班 (P.3-6) 12:30-1:30 天台 $280 

 34 乒乓球 B 班 (P.3-6) 1:40-2:40 天台 $280 

 44 英文閱讀理解增進班 (P.5-6) 1:40-2:40 309 室 $360 

 4 水墨畫班 (P.1-6) 2:15-3:45 (1.5 小時) 306 室 $540 

 38 英語會話班 (P.4-6) (由外籍教師教授) 2:50-3:50 302 室 $480 

 50 英文聽說讀寫增強班 (P.5-6) (由外籍教師教授) 2:50-3:50 308 室 $480 

 37 英文劍橋班 (P.5-6) (由外籍教師教授) 2:50-4:50 (2 小時) 309 室 $960 

 24b 中文閱讀理解班 (P.5-6) 4:00-5:00 301 室 $280 

 30 機械人模型班 (P.5-6) (搖控器機械人介紹、工具介紹、mblock 機械人 

介紹、搖控器機械人製作) 
4:00-5:00 209 室 $480 

 

附註： 1. 如上課當天，出現下列情況，課堂將會取消︰ 

    課堂開始前兩小時，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仍然生效； 

    天文台預報即將發出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或 

    教育局宣布「上午校及全日制學校停課」或「下午校停課」。 

  所有因惡劣天氣影響下而取消之課堂，最多補堂一節，補堂日子由校方決定。 

 2. 學生出席活動時，必須穿著整齊校服或體育服、攜帶名牌及預先自行量度體溫。 

 3. 學生當日因病或事缺席課堂，請盡早寫手冊或致電通知校方，而校方不會為該生作出補堂或退款。 

 4. 如用支票付款，抬頭寫「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法團校董會」。 

 5. 星期六正午 12:00-下午 1:30 預計會舉辦空手道（高級組）課程，下午 1:30-3:00 預計會舉辦空手道（低級組）課程，    

家長為子女報名興趣班課程時，請多加留意。 

 

每名學生最多可報讀三項課程，已繳交之課程費用概不退還。如報名人數超額，則以抽籤作取錄；如人數不

足，則取消該課程並發還有關之報名費。 

 
學費資助：於 17-18 年度領取綜援或已成功獲批全額書津的家庭，凡報讀本通告內的課程，皆可獲教育局「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

劃」資助，將於上或下學期尾安排發放津貼金額 200 元給符合受助資格的學生( 不論參加課程數目 )。按資助計劃原則，綜援及全

津家庭為當然受助家庭，若資助計劃仍有餘額，則可酌情分配給提出申請而經濟有困難的家庭，唯家長先繳交全數學費，經核實受

助資格及  貴子女出席活動情況後，將安排在活動完結的學期尾收到領取津貼通告到校領款。 

 

學生姓名：                (   )    班別：                 

付款方法：銀行：            支票號碼：            *／現金 費用共：$            。 

付款日期： 二零一七年九月     日 

放學途徑：□自行放學 / □由家長接回 

班別：                                學生姓名：                (    ) 

家長簽署：                            緊急聯絡電話：                 

二零一七年九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