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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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月份小學暑期課程(二)更新版 
家長可選擇提交本實體回條或掃描下方的 QR Code以填寫 Google Forms的形式提交(任選其一)。 

   

網上回條(Google Forms)網址：https://forms.gle/3mc28Qr1xfyMSFPc9 

備註：敬請家長把本中心電話(2177 0025)輸入至手機通訊錄，方便本中心以 WhatsApp廣播形式聯絡

家長 

 

課堂名稱 堂數 費用 服務對象 上課時間 

跆
拳
道
班 

每期 7堂 $525 小一至小六學生 逢星期六上午 11:15–12:45(每堂 1小時 30分) 

內容簡介 

本會教練團隊由三位資深教練及多位教練組成，各教練均持有由香港跆拳道協會發出的
教練證及有效的急救證書，師資優良。本會跆拳道課堂訓練非常嚴謹，令學員從小培養服從
紀律，尊師重道的良好品格；而課程設計務求增強學員挑戰自我，追求進步，達到堅毅不屈
的精神，培育學員的正確品德思想。 
    所有課程都是有系統性及有階段地給予學員目標前進，由初期的興趣班提高學員興趣到
高級訓練班提升學員技術：腳法及心態。教練定期到高級訓練班視及招攬具潛質的學員到集
訓班作重點培訓，令到學員容易在比賽場上發攝所長，建立自信，爭取佳續。本組亦定期舉
辦海外訓練及交流，令學員的技術更上—層，視野更廣。 

此外，每年本組均積極參與海外及本港比賽，組員均獲得優異成績。今年有兩位組員代
表西貢區參與第 6屆新界區際跆拳道比賽，分別得到 36-40公斤亞軍及 33-36公斤季軍。 
[由西貢區體育會有限公司提供合資格導師] 

逢星期六:2020年 18/7， 25/7， 1/8， 8/8， 15/8， 22/8， 29/8 (共 7堂) 
截止報名日期：2020年 6月 30 日(星期二) 

*Google Forms必須擁有 Google 帳戶才能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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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名稱 堂數 費用 服務對象 上課時間 

圍
棋
班 

每期 7堂 $560 小一至小六學生 
 逢星期六 中午 12:00 - 下午 1:00 (每堂 1小

時) 
內容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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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進的品格，使其能勇於面對挫敗，並積極樂觀地爭取成功。 

圍棋的精髓在於規則簡單卻千變萬化，具有經久不衰的魅力，這是它流傳幾千年至今受到
人們喜愛的原因。 
註：每於適當時會介紹圍棋典故，棋人棋事及練習題等。另每課均會安排學生與不同對手對弈，
棋力較高者有時老師會與他們下指導棋 。 

每於一期課程完結前一課，老師會予學生測驗評級，並在最後一課頒發認可棋力證書 ！ 
[由 Baduk Laboratory 提供合資格導師] 

逢星期六:2020年 18/7， 25/7， 1/8， 8/8， 15/8， 22/8， 29/8(共 7 堂) 

截止報名日期：2020年 6月 30 日(星期二) 

堂數 費用 服務對象 上課時間 

共 7堂 

$630(新生材料費$160以
現金方式在第一堂時交

給導師) 

小一至小六

學生 

(A組)逢星期六上午 9:30 - 10:45 (每堂 1小時 15分) 

(B組)逢星期六上午 11:15–12:30 (每堂 1小時 15分) 

課堂名稱 內容簡介 

兒
童
水
墨
畫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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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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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組和 B組):2020 年 18/7， 25/7， 1/8， 8/8， 15/8， 22/8， 29/8 (共 7堂) 

截止報名日期：2020年 6月 30 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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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數 費用 服務對象 上課時間 

共 6堂 $600 小三至小四學生 A組(比賽預備班) 逢星期五上午 9:30 - 11:00(每堂 1小時 30分鐘) 

共 6堂 $600 小一至小三學生 B組(恆常興趣班) 逢星期二上午 9:15–10:45(每堂 1小時 30分鐘) 

共 6堂 $600 小四至小六學生 C組(恆常興趣班) 逢星期二上午11:00 -12:30(每堂1小時30分鐘) 

課堂名稱 內容簡介 

奧
林
匹
克
數
學
訓
練
班 

奧數比賽預備班」課程簡介      
「華夏盃」及「港澳盃」為亞洲區指標性的大型奧林匹克數學比賽，雲集來自世界各地的

數學精英參與。比賽分為個人賽及學校團體賽，設初賽、晉級賽和總決賽，參賽人數眾多，成
績深得學界肯定。「奧數」能配合學校教學的主題大綱，將數學生活化，提高學生對數學科參
與及興趣，提升學生智商、邏輯思維、推理力、分析力及解題能力。此課程為小三至小四學生
而設，設計針對「華夏盃」及「港澳盃」兩個大型奧數比賽為訓練重點，以協助參賽學生作好
準備，爭取理想佳績。 
課程特點如下 :1.操練近年比賽試卷  2.模擬奧數比賽強化練習  3.奧數比賽題型趨勢分析 
4.掌握答題時間分配及取分技巧 
小三 / 小四比賽大綱  

一筆畫、加減乘除巧算、添運算符號、數字規律、有餘除法、周期問題、配對求和、應用
題、等量代換、植樹問題、平均數、年齡問題、推理、和差問題、巧求周長面積 
恆常班課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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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星期五(A組): 2020年 24/7， 31/7， 7/8， 14/8， 21/8， 28/8 (共 6堂) 

逢星期二(B、Ｃ組):2020年 21/7， 28/7， 4/8， 11/8， 18/8， 25/8 (共 6堂) 
1.學生可同時參加 A組和 B 組或Ｃ組的課程，合共 12堂，總費用為：$1,200 
截止報名日期：2020年 6月 30 日(星期二) 

課堂名稱 堂數 費用 服務對象 上課時間 

乒
乓
球
班 

共 8堂 $600 小一至小六學生 逢星期二、四上午 10:00- 11:00(每堂 1小時) 

內容簡介 
  第一課至第三課：教授乒乓球基本動作，如：握板姿勢，正、反手擊球動作及基本步法
訓練，啟發學員對乒乓球的興趣。 
  第四課至第六課：加強正、反手持續對打能力，強化步法練習，介紹比賽（計分）模式
及規則，另亦教授如何開發不同的旋轉球及如何有效地接發球。 
  第七課至第八課：增強正、反手攻擊能力，教授比賽戰術運用，亦針對個人專長加以訓
練。 
   [由柏萃體育管理有限公司提供合資格導師] 

逢星期二、四： 
2020年 21/7， 23/7， 28/7， 30/7， 3/8， 4/8， 6/8， 11/8 (共8堂) 

截止報名日期：2020年 6月 30 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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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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中心只接受支票或銀行入數繳付學費，恕不接受現金繳付。 

如以銀行入數繳付，請按下列方法繳交： 

請將報名學費直接存入以下銀行戶口 

銀行：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 

戶口名稱：保良局黃永樹教育服務中心 

戶口號碼：502-155-690-001 

**家長須知：如報讀多過一個科目，請將款項分開存入以上戶口，並於「存款收據」正面寫上【學

生姓名】、【報讀科目】及【聯絡電話】，連同「報名表格」一併交回校務處辦理。 

  

 備註： 1. 如報讀人數太多，本中心將會以先報名先得為原則。並於開班前三天另行回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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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繳費後，如有退學或中途退學者，恕不退回全部或部份學費。 

 4  學生如因違規獲兩次書面警告通知，本中心將取消該生於本中心的上課資格，上課資 

格一經取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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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5~下午 5:45；星期六：上午 9:15~下午 2:45 

堂數 費用 服務對象 上課時間 

每期 8堂 
一期學費$680 

兩期學費$1360 

小一至 

小三學生 
{初級組}逢星期一、三、五(A組)上午  9:15-10:45(每堂1小時30分) 

小四至 

小六學生 
{高級組}逢星期一、三、五(B組)上午11:15-12:45(每堂1小時 30分) 

課堂名稱 內容簡介 

曲
棍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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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星期一、三、五(A、B組)：  

第一期：2020年 20/7， 22/7， 24/7， 27/7， 29/7， 31/7， 3/8， 5/8 (8堂) 

第二期：2020年 7/8， 10/8， 12/8， 14/8， 17/8， 19/8， 21/8， 24/8 (8堂) 

截止報名日期：2020年 6月 30 日(星期二) 



19-20 年度第(14)號通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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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如教育局宣佈停課，本中心會安排補堂或退款。 

 

 

 

保良局黃永樹教育服務中心校長 陳瑞良    謹啟 

 

二零二零年六月八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保良局黃永樹教育服務中心 
參加興趣班回條 

備註：只需要提交書面回條或網上申請表(Google Forms)其中一種 

本人同意敝子弟參加貴中心舉辦之興趣班，並在□加上 ： 

□ 跆拳道班 (學費$525，共 7堂)  

日期 級別 上課時間 

逢星期六  18/7 – 29/8/2020 小一至小六學生    上午 11:15 -下午 12:45 

 

□ 奧林匹克數學訓練班(學費$600，共 6堂 – A/B/C組)  

日期 級別 上課時間 

逢星期五 (比賽預備班)24/7 – 28/8/2020 小三至小四學生 □ A組上午 9:30 –11:00 

逢星期二 (恆常興趣班)21/7 - 25/8/2020 
小一至小三學生 □ B組上午 9:15 – 10:45 

小四至小六學生 □ C組上午 11:00–下午 12:30 

1.學生可同時參加 A組和 B 組或Ｃ組的課程，合共 12堂，總費用為：$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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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水墨畫班(學費$630，共 7堂) 

日期 級別 上課時間 

逢星期六 18/7 - 29/8/2020 小一至小六學生 
□ A組  上午 9:30 - 10:45 

□ B組上午 11:15 –下午 12:30 

 

□ 乒乓球班 (學費$600，共 8堂)  

日期 級別 上課時間 

逢星期二、四  21/7 – 11/8/2020 小一至小六學生    上午 10:00 - 11:00 

 

□ 曲棍球班(一期學費$680，一期共 8堂；兩期學費$1,360，兩期共 16堂) 

日期 級別 上課時間 

第一期：逢星期一、三、五 20/7 - 5/8/2020 
小一至小三學生 □{初級組} A組 上午  9:15 - 10:45 

小四至小六學生 □{高級組}B組上午 11:15 -下午 12:45 

第二期：逢星期一、三、五 7/8 – 24/8/2020 
小一至小三學生 □{初級組} A組 上午  9:15 - 10:45 

小四至小六學生 □{高級組}B組上午 11:15 -下午 12:45 

 

□ 圍棋班 (學費$560，共 7堂) 

日期 級別 上課時間 

 逢星期六   18/7 - 29/8/2020 小一至小六學生   中午 12:00 –下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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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