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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良局黃永樹教育服務中心 

地址：將軍澳 唐賢街 2號 （將軍澳地鐵站 B出口） 

查詢電話：2177 0025 (中心書記)  

 

1-2月份課程 

 

 
 
 
 

 
 
 
 

 

 堂數 費用 服務對象 上課時間 內容簡介 

 

曲棍球 

 
2018 

1月份 

- 

2月份 

 

 

 

 

共 7堂 

學費$455 

(每堂$65﹐

每月按堂

數收費) 

小一至 
小六 
學生 

逢星期一(A組) 

下午 3:45-5:15 

(每堂 1小時 30 分) 

(初級班) 

1. 培養團隊精神：此為任何隊制活動的必然好處。 

2. 提高自律能力：相對於同類球種，球員必須嚴格要求

高度的自律性，為別人著想，避免一切危險動作。 

3. 鍛鍊敏捷反應與靈活身手：曲棍球注重靈巧、速度及

合作，而禁止任何碰撞遮擋，是以能迫使球員更加著重

於純技術水平的提高，而敏捷反應與靈活身手乃其必然

條件。 

4. 提高注意力與警覺性：曲棍球基本上比任何其他接觸

性球類安全，但若有球員不留心周圍環境或對手動向，

則會招致不必要的損傷；是故，於訓練球員入門階段之

時，已重視警剔學員的注意力和警覺性。 

5. 具挑戰性與磨練判斷力：由於曲棍球在一般情況下不

能作高空傳球，球員若要傳球或走位接應時，難度自然

比其他球類為高，但亦因此得以磨練球員的臨場應變與

判斷能力，實具更大的挑戰性。 
[ 由余榮進導師執教 ] 
(香港華人曲棍球聯會教練證書、 香港曲棍球總會教練

證書) 

共 5堂 

學費$325 

(每堂$65﹐

每月按堂

數收費) 

逢星期五(B組) 

下午 3:55-5:25 

(每堂 1小時 30 分) 

(高級班) 

逢星期一(A組)： 共 7堂 2018年 8/1,  15/1,  22/1,  29/1,  5/2,  12/2,  26/2 

逢星期五(B組)： 共 5堂 2018年 5/1,  12/1,  26/1,   2/2,  9/2 

 1. 學生可同時選擇參加(逢星期一)A組和(逢星期五) B 組兩個上課時段,合共 12堂，總學費為$780。 

截止報名日期：2017年 12月 9日(星期六) 

課堂名稱 堂數 費用 服務對象 上課時間 內容簡介 

 

跆拳道班 
 

 

 

每期 

12 堂 
$900 

小一至 
小六  
學生 

逢星期六 

下午 12:45 –  2:00 

(每堂 1小時 15 分) 

本中心與香港胡氏跆拳道會有限公司合辦跆

拳道訓練班，以培養學生的自律性，紀律性

及群體精神，並鍛鍊強健的體魄，讓他們在

德、智、體方面得到全面發展。(家長須經導

師購買香港胡氏跆拳道會道袍$350) 

逢星期六(A組)： 2018年 13/1, 20/1,27/1,3/2, 10/2, 3/3, 17/3, 24/3, 14/4,21/4,28/4,5/5 (共 12堂) 

截止報名日期：2017年 12月 9日(星期六) 

課堂名稱 堂數 費用 服務對象 上課時間 內容簡介 

 

 

 

奧林匹克 

數學 

訓練班 

 

每期 12堂 

(每堂 1小時

30 分鐘) 

$1,200 

小一至小 

三學生 

逢星期六 

上午 9:30–11:00 

本課程採用國際兒童教育出版 <<奧林匹克數
學天天練>>，教材共分十二冊，適合小學一年
級至六年級使用，本課程採用深入淺出、舉一
反三的方式進行教學。導師在課堂上引導學童
思考，著重學童的分析、理解、解難能力，讓
學童每週思考一個專題約 15至 20題，循序漸
進的增加學童對學習數學的興趣、自信心及邏
輯思考的能力，並透過課餘練習培訓學童的獨
立思考。 
[由國際兒童教育提供合資格導師] 

小四至小 

六學生 

 

逢星期六 

上午 11:15 - 下午 12:45 

 逢星期六：2018年 13/1, 20/1,27/1,3/2, 10/2, 3/3, 17/3, 24/3, 14/4,21/4,28/4,5/5 (共 12堂) 

截止報名日期：2017年 12月 9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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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辦法： 1. 填妥參加表格，連同學費（只接受劃線支票），交予本中心一樓校務處; 

 2. 

 

3. 

請按報讀科目，每一科分別開一張支票；【支票抬頭：保良局黃永樹教育服務中心】； 

【支票背面：學生姓名、報讀科目、開班日期及聯絡電話】 

本中心只接受支票繳付學費，恕不接受現金繳付。 

備註： 1. 如報讀人數太多，本中心將會以先報名先得為原則。 

 2. 新參加者入選與否，本中心將於開班前三天另行回覆。 

 3. 若學生人數不足或其他特殊原因，本中心有權取消該項課程，受影響之同學將獲全數退款。 

 4. 繳費後，如有退學或中途退學者，恕不退回全部或部份學費。 

 5. 查詢請致電本中心(電話：2177-0025中心書記)或瀏覧本中心網址

（http://www.plkwws.edu.hk）。 

 6. 報名及查詢時間為星期一至五：上午 9:40~下午 6:40；星期六：上午 9:00~下午 6:00 

 7. 有關特殊天氣情況安排： 

A.如當天因天氣惡劣，天文台在上午六時十五分已發出「紅色/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八號或以

上颱風信號」或教育局宣佈學校(小學)停課，是日在上午八時正至下午一時正以前舉行的興

趣班將會取消。至於補堂日期將會稍後通知。 

B.如天文台在上午十一時正仍發出「紅色/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或教育

局宣佈學校停課，是日下午一時或以後舉行的興趣班將會繼續取消。至於補堂日期將會稍後

通知。 

C.倘若天文台在上午十一時正或前改發出「黃色暴雨警告信號」、「三號或以下颱風信號」，是日

下午的興趣班將會照常上課。 
 

保良局黃永樹教育服務中心校長 曾碧霞  謹啟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課堂名稱 堂數 費用 服務對象 上課時間 內容簡介 

 

詠春班 

 

共 12 堂 
學費 

$780 

小一至小 
六學生 

逢星期四 (每堂 1小時) 

下午 3:45 – 4:45 

本中心與傑青武術暨音樂藝術中心有限公司

合辦詠春課程，該課程由武術及行政總監周定

宇師傅編制，課程以技術及武德兼備，培養學

生尊師重道的精神。 

學員學習基本手型、步型、拳法，長拳、南拳、

詠春等武術套路。此課程分初、中、高階多個

等級，有系統地教授詠春拳學，內容包括詠春

套拳(小念頭, 尋橋, 標指)、黐手練習、木人

樁技術等等，從而能夠達到因材施教，讓每位

學員都能掌握詠春技法的目的，並訓練學員的

思考方式及反應的靈敏度，與此同時，亦能讓

學員學習自律及中國傳統美德。將來，學生更

有機會在校內及校外表演或比賽。  

共 12 堂 
學費 

$780 

逢星期六 (每堂 1小時) 

下午 2:00 - 3:00 

星期四組： 共 12 堂 
2018年 11/1,18/1, 1/2, 8/2, 1/3, 8/3, 22/3, 12/4, 19/4, 26/4,3/5,10/5, 

(共 12 堂) 

星期六組： 共 12 堂 
2018年 13/1, 20/1,27/1,3/2, 10/2, 3/3, 17/3, 24/3, 14/4,21/4,28/4,5/5  

(共 12 堂) 

截止報名日期：2017年 12月 9日(星期六)   

課堂名稱 堂數 費用 服務對象 上課時間 

 

兒童 

水墨畫班 
 

共 12堂 學費$900 
(新生材料費$150以

現金方式在第一堂時

交給導師) 

一至六年級 

學生 

(A 組)逢星期六 

下午 12:00-1:15 

(每堂 1小時 15 分) 

(B 組)逢星期六 

下午 2:30 – 3:45 

(每堂 1小時 15 分) 

內容簡介 

學生可透過學習水墨畫，增強對現代藝術觀念，用技法來繪畫日常所見事物，讓學生接觸更廣闊繪畫天

地，培養出自己藝術細胞，激發創作思維，對周圍事物能深入觀察和理解，有利身心發展，幫助在校美

術科成績和改善功課作業。 

執教導師:陳耀榮先生(中文大學校外進修學院中國水墨畫高級文憑及大一藝術設計學院高等純藝術文

憑)。 

工具介紹、執筆方法、筆墨和設色技巧、繪畫日常生活接觸的事物如：花、鳥、蟲、魚、動物、人物和

山水等題材。學員無需有國畫基礎。 

工具：學生需自備小毛巾一條。 

材料：水墨畫班新生材料費$150元，包括(毛筆三枝、國畫顏料一盒、捲筆竹簾、畫紙、墊布、墨汁和

調色碟)，第一次上課時派發。 

逢星期六：2018年 13/1, 20/1,27/1,3/2, 10/2, 3/3, 17/3, 24/3, 14/4,21/4,28/4,5/5 (共 12堂) 

截止報名日期：2017年 12月 9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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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黃永樹教育服務中心 

參加興趣班回條  

本人同意敝子弟參加貴中心舉辦之興趣班，並在□加上 ： 

□ 曲棍球班 (2018年 1 - 2月份) 

 

□ 跆拳道班 (學費$900，共 12堂)  

日期 級別 上課時間 

        

      13/1/2018 - 5/5/2018 

(逢星期六) 

小一至小六學生     下午 12:45 - 2:00 

截止報名日期：2017年 12月 9日(星期六) 
 

□ 奧林匹克數學訓練班(學費$1,200，共 12堂) 
日期 級別 上課時間 

13/1/2018 - 5/5/2018 (逢星期六) 
小一至小三學生 □  上午 9:30 – 11:00 

小四至小六學生 □  上午 11:15–下午 12:45 
截止報名日期：2017年 12月 9日(星期六) 

 

 

□ 兒童水墨畫班 (學費$900，共 12堂) 

日期 級別 上課時間 

13/1/2018 - 5/5/2018 (逢星期六) 一至六年級學生 
 A組 下午 12:00 - 1:15 

 B組 下午 2:30 - 3:45 

截止報名日期：2017年 12月 9日(星期六) 

 
 

學生姓名：(中文)                 (英文)                   班級：     學號:      性別：男 女

年齡：          聯絡電話(請寫多個)：(1)                        (2)                        

家長姓名：                        家長簽署：                          

日期：                            放學安排： 自行  家長             ○新參加者 ○非本校生 

                                                                                                               

保良局黃永樹教育服務中心紀錄 (內部用) 

支票號碼：                          銀行：                          備  註：                            

日期 級別 上課時間 費用 

逢星期一  □ A組 

8/1/2018-26/2/2018 

(初級班) 

 

 

 

 

 

 

 

小一至小六學生  
 

 

   

逢星期一 

□ (A組)下午 3:45-5:15 

(初級班) 

學費$455,共 7堂 

逢星期五  □ B組 

5/1/2018-9/2/2018 

(高級班) 

 

逢星期五 

□ (B組)下午 3:55-5:25 

       (高級班) 

學費$325,共 5堂 

 

(逢星期一、五 □ A組及 B組) 

5/1-26/2-2018 
 

□ 逢星期一(A組)下午

3:45-5:15 

及 

   逢星期五(B組)下午 

   3:55-5:25 

學費$780，共 12堂 

截止報名日期：2017年 12月 9日(星期六) 

□ 詠春班 (學費$780，共 12堂)  

日期 級別 上課時間 

 

11/1/2018 - 10/5/2018 

(逢星期四) 小一至小六 
學生 

 下午 3:45 – 4:45 

 

13/1/2018 - 5/5/2018                         

(逢星期六) 

 下午 2:00 - 3:00 

截止報名日期：2017年 12月 9日(星期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