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有關 2018-2019 年上學期「課餘興趣班」招生事宜 

(通告第 017/2018 號) 

致一至六年級家長： 

     為擴闊同學視野、豐富學生的生活體驗及發展多元化潛能，本校將繼續安排不同類型的活動，讓學生

選擇參加。請家長就 貴子女的興趣、時間及能力，與子女一起選擇合適的活動。茲將詳情臚列如下： 

1. 所有「課餘興趣班」由外聘專業導師教授，屬收費項目。已附有課程簡介，供家長參考。 

2. 「課餘興趣班」的上課時間，安排在平日放學後及星期六上午進行。所有於星期一至五放學後及 

星期六進行的「課餘興趣班」一律沒有校車接送，家長需自行安排子女回校及回家之交通。 

3. 所有學生都可以自由選擇參加多個組別的課餘興趣班，惟留意不同興趣班之時間有否重疊。此外，請 

家長詳細閱覽各組別資料後，才決定報名之組別，一經報名，如無特別理由，不得隨意退出。  

4. 為鼓勵同學以積極及持之以恆的態度學習，所有課餘興趣班均為一年課程，下學期必須繼續報讀。 

5. 凡參加學生必須填妥回條，並於 14-09-2018(星期五)或之前，將回條盡快交班主任處理。經收生程

序後，將派發課餘興趣班繳費確認通知書。所有興趣班均設上限人數，如超出人數將抽籤決定參加人

選。(舊生可優先參加) 

6. 本校設有不同的津貼，包括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及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資助有需要的學生參 

   加各項課餘活動，惟參加者必須先全數繳交費用，有關退款將在學期尾發還。  

凡領取綜援家庭、書津全額、書津半額或家境困難的學生皆可申請，惟設有上限。申請須由校方審批，

資助金額視乎申請而符合資格學生人次而定，不能獲全數津貼。審批結果，將由校方另行書面通知。 

組別名稱 星期 時間 負責機構 收費 備註 

跆拳道 
星期二 

3:45pm-5:15pm 
國際跆拳道香港總會 

(開課將另行安排購買服裝) 

$450(9 節) 一至二年級 

星期四 $500(10 節) 三至六年級 

管樂訓練班(A 組) 

(兩段時間均需出席) 

星期三 3:45pm-4:45pm 

Musicholic 

 

全年分兩期收費 

上學期為$1275 

 

二至五年級新生 
星期六 8:30am-10am 

管樂訓練班(B 組) 
星期三 4:45pm-5:45pm 

二至六年級舊生 
星期六 8am-10am 

中國舞蹈組 星期五 3:45pm-5:15pm 藝之園藝術發展中心 $770(11 節) 一至六年級同學 

古箏 

星期六 

9:00am-10:10am 

(揚琴﹑古箏﹑笛子﹑ 

二胡於星期五多元智能課

亦有開班供學生選擇) 

啟樂坊音樂藝術 

教育中心 
$ 820(10 節) 

建議一至六年級新生 

(註:除笛子外，學校將 

提供有關樂器上課) *笛子 

中樂團合奏 9:00am-10:15am 
已學習一年或以上 

中樂舊生參加 

劍橋英語班(初班) 

Starters 

 

星期六 

 

10:15am-11:15am 

(星期五多元智能

課亦有提供相同課

程，可供學生考慮

報讀。) 

香港英倫教育中心 

 

成績理想者將於下學期

由導師提名報考明年學

期尾於學校舉辦的劍橋

英語公開試，考取認可

證書) 

$380(10 節) 

由外籍導師任教 

一至二年級 

劍橋英語班(中班) 

Movers 

三至四年級 

(或 Starters 考試成績達 

12盾或以上同學) 

劍橋英語班(高班) 

Flyers 

五至六年級 

(或 Movers 考試成績達 

12盾或以上同學) 

劍橋英語班(尖子班) 

KET 

10:15am-11:15am 

只得星期六一班 

$900(10 節) 

由外籍導師任教 

Flyers 考試成績必須達

12 盾或以上同學報讀 

Interview Stars 星期六 11:30am—1:00pm 香港英倫教育中心 $400(10 節) 
五、六年級 

(只舉辦上學期課程) 

創意藝術 星期六 11:30am—1:00pm 校園小博士 $390(10 節) 一至六年級 
負責人︰黃志華老師   

 

校長  陳煥璋  謹啟 

                                                     二零一八年九月十日 

 

 



 

2018-2019 年度上學期「課餘興趣班」 

(通告第 017/2018 號) 

【回 條】 

 

班別：           學生姓名：                     (     )   

甲部︰參加表格 

＊ 學生參加與否，都必須交回此表格。 

□ 敝子弟「有意」參加課餘興趣班。 

□ 敝子弟「無意」參加任何課餘興趣班。【不參加者，亦必須將回條交班主任查收】 

*請在下表「參加」欄內適當空格內填 表示參加。※如時間允許，學生可同時報讀多個組別。  

參加 組別名稱 星期 時間 上課日期 收費 

 

跆拳道 

星期二 
(一至二年級) 

3:45pm-5:15pm 

10 月 9,16,23 

11 月 13,20,27 

12 月 4,11,18 

 

$450 

(9 節) 

 
星期四 
(三至六年級) 

10 月 11,18,25 

11 月 8,15,22,29 

12 月 6,13 

1 月 3 

 

$500 

(10 節) 

 
新

生 
管樂訓練班(A 組) 

(二至五年級) 

星期三 3:45pm-4:45pm 星期三: 9 月 26 

        10 月 3,10,24 

星期六: 9 月 29 

10 月 6,13,20,27 

(11-1 月訓練日子容後通知) 

$1275 

(上學期) 

(全年約) 

星期六 8:30am-10am 

 
舊

生 
管樂訓練班(B 組) 

(二至六年級) 

星期三 4:45pm-5:45pm 

星期六 8am-10am 

 中國舞蹈組 
(一至六年級) 

星期五 3:45pm-5:15pm 
10 月 5,12,19,26 

11 月 9,23,30 

12 月 7,14 

1 月 4,18 

$770 

(11 節) 

 新生 

古箏 星期六 

(揚琴﹑古箏﹑

笛子﹑二胡於

星期五多元智

能課亦有開班

供家長選擇) 

9:00am-10:10am 

 

10 月 6,13,20,27 

11 月 10,17,24 

12 月 8,15 

1 月 5 

 

 

$820 

(10 節) 

 舊生 

 新生 

笛子 
 舊生 

 中樂團合奏 
(已學習一年或以上 

中樂舊生參加) 
9:00am-10:15am 

 劍橋英語班(初班) 

Starters 
星期六 
(劍橋各

班於星期

五多元智

能課亦有 

開班供家

長選擇) 

10:15am-11:15am 
 

上學年報考劍橋英語考試
同學留意: 
考試成績通知單已於 5/9
公佈，故同學必須按建議
報讀級別報讀今年有關
課程。若有自行報考課程
而須越級報讀者，必須於
報名前將有關合資格之証
書正本交謝玉彬老師查看
及記錄成績。 

$380 

(10 節) 

 劍橋英語班(中班) 

Movers 

 劍橋英語班(高班) 

Flyers 

 劍橋英語班(尖子班) 

KET 
星期六 
只得一班 

$900 

(10 節) 

 Interview Stars 
(五、六年級) 

星期六 11:30 am—1:00pm 
$400 

(10 節) 

 
創意藝術 星期六 11:30 am—1:00pm 

$390 

(10 節) 
 

繳交通告及費用安排如下： 
今年以上課餘興趣班的收費將以電子收費系統收取，詳情將於 19/9 另行通告(第一期繳費通告)知會家長。 

現階段，家長暫時無須繳交費用，只需和子女一起商議決定參加的課餘興趣班項目，凡參加學生必須 

填妥回條，並於 14-09-2018(星期五)或之前，將回條盡快交班主任處理。經收生程序後，將派發課餘 

興趣班繳費確認通知書。所有興趣班均設上限人數，如超出人數將抽籤決定參加人選(**舊生可優先參加)。 

課餘興趣班為一年課程(Interview Stars 課程除外)，下學期必須繼續繳費報讀。所有興趣班一經報名， 

如無特別理由，不得隨意退出。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 簽署：_____________ 日期：2018 年 9 月____日 

※ 如申請津貼資助，請填寫後頁之申請表 ※ 



 

 
 

乙部︰有關「申請津貼資助參加課餘興趣班」事宜  (如不申請，不用填寫此部份) 
 

     

致可銘學校陳煥璋校長： 

     

本人現向  貴校申請 2018 至 2019 年度津貼資助，讓 敝子弟能參加各項收費課餘活動。 

        申請原因：□ 本人子女已獲批領取學生資助辦事處提供的「全額」書津資助。 

    □ 本人子女已獲批領取學生資助辦事處提供的「半額」書津資助。 

    □ 本人正領取「綜合社署保障援助」（綜援）。編號:_________________ 
        (請提交有效文件的副本) 

    □ 其他：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 

 

      

家長姓名：                       家長簽署：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2018 年      月______日 

 

      ***申請人必須先繳交所有費用，有關退款安排將另行通告通知合乎申請資格之家長 



課餘興趣班課程簡介 (一)  

創意藝術透過各種素材的理解及運用，引導學生利用不同的物料

製作各式平面或立體藝術品。課程除能提升學生對素材的運用技巧

外，更能增強他們的創造能力。 

上學期作品:低年級--點點水果﹑親親大自然﹑蒙羅麗莎的變裝等等 

          高年級--點出心中風景﹑動物園﹑自畫像(立體派)等等 

 

 

 

劍橋小學英語考試班 (Cambridge Young Learners English Tests) 

Cambridge YLE Tests 是由劍橋大學英文考試院 (Cambridge ESOL) 所

研發，是專為學員所設計研發的國際認證測驗。劍橋小學英語考試

分三個級別，試題生動活潑，口語測驗則特別安排應試者與考官以

面對面的直接溝通方式來進行，讓學員在自然輕鬆的環境下完成考

核，考試完結後將可獲頒成績證書。課程著重提升學員聽﹑說﹑ 讀﹑

寫的能力及增加英語詞彙數量，並採用劍橋大學出版社教材進行摸

擬測驗，讓學員全面掌握考試規則及要求。 

課程對象: 
Starters (初班)：適合 P.1-P.2 學員 
Movers (中班)：適合 P.3-P.4 學員, 或已考取 Starters12 盾或以上 
Flyers (高班) ：適合 P.5-P.6 學員, 或已考取 Movers12 盾或以上 
KET (尖子班)：適合 已考取 Flyers12 盾或以上學員 
 
   劍橋英語班為全年課程(上﹑下學期共 18-20 堂)，只安排上學期

招生，凡參加者必須完成全年課程，下學期將不會再招生。 
各級課程(除了 KET 外)亦已安排星期五多元智能課舉辦 
上學年報考劍橋英語考試同學留意: 

考試成績通知單已於 5/9 公佈，故同學必須按建議報讀級別報讀

今年有關課程。若有自行報考課程而須越級報讀者，必須於報名

前將有關合資格之証書正本交謝玉彬老師查看及記錄。 

 
 

 

 
跆拳道 
 

推廣跆拳道運動，培養紀律，團結互助精神，鼓勵學業成績。  
教學宗旨﹕  
~鼓勵學員重視學業及體育成績  
~尊敬師長，愛護同學  
~培養紀律﹑合群﹑自信﹑守禮的精神並達至強身健體的目的  
~為香港新一代跆拳道運動員做好基礎培訓  
~培訓運動員及教練接班人  

學員達到指定之水平，便可參加香港跆拳道協會承認之升級(色帶)
或升段(黑帶)試。成績優異的學員可獲推薦參加全港各公開賽，表

演隊及香港代表隊。而品格學技術達到一定指標者，將獲推薦考取

香港跆拳道協會及香港體育學院之教練証書。  

劍

橋

考

試 
証

書 



課餘興趣班課程簡介 (二) 
中國舞蹈組 
 

可銘中國舞蹈組自 1994 年成立至今，已有 20 多年歷史，每年舞

蹈組均參加一些全港公開舞蹈比賽，成績令人鼓舞。在參加每年

學校舞蹈節比賽中，可銘中國舞蹈組曾連續六年榮獲「優等獎」，

即最高榮譽獎。舞蹈訓練內容包括︰ 

(1) 律動的訓練 

(2) 舞蹈基本訓練 

(3) 中國舞一、二、三級考試部份課程 

(4) 排練比賽及表演舞蹈 

凡參加舞蹈組之學生，表現優良者可被推薦參加公開舞蹈比

賽、表演及舞蹈分級考試。 

本校舞蹈組由資深舞蹈老師負責訓練。 

  

 

管樂團 
    本校管樂團成立於 2000 年，樂團分為初班及高班兩團，人

數超過六十人。管樂團經常參加比賽及表演，均有出色的表現。 

   我們管樂團的指揮  連嘉俊先生，曾於加拿大進修色士風

演奏及指揮，於畢業後，成為職業演奏家，多次在電視節目、電

台廣播及音樂節中演出。於 2013 年，連先生成立了 Musicholic，

為中小學提供樂器訓練及樂團合奏訓練。 

    管樂訓練班採用小組形式上課，每組約 6 至 8 人，導師能為

每一名學員作出更適當的指導。導師的音樂造詣均有 8 級或以上

水平，具豐富的教學經驗。在訓練方面，導師會有系統地教授基

本技術，包括音準、音色、運氣、視譜訓練等，再透過合奏班的

訓練，提昇音樂造詣。 

    本校提供的樂器訓練包括有木管樂器(長笛、單簧管、薩克

管)、銅管樂器(小號、圓號、長號、大號)和敲擊樂器(小鼓、大

鼓、木琴)，學校為同學提供樂器，同學可於長假期取樂器回家

練習。 

本年度管樂團將會招收 30 名新成員，有興趣加入管樂團的

P.2 至 P.6 同學及舊成員，可在通告上剔選「管樂團」一欄。 

 

     樂團成員代表學校參加比賽 

 

        指揮 : 連嘉俊先生 

 
 
 
 
 
 
 



 

課餘興趣班課程簡介 (三) 

Interview Star（升中面試班） 

升中面試班主要協助小六學生為升中面試作好準備，從而提

高考進理想中學的成功率。 

課程的教學語言主要為英語，包括面試禮儀、自我介紹、朗

讀訓練、小組討論、模擬面試等課題及元素，從而訓練學生於思

考、組織、表達及靈活應變多方面的能力，讓學生能夠在面試過

程中更具自信地表達自己，及盡早熟習升中面試的模式。 

課程導師會就著學生的課堂表現適時地給予回饋，更會於課

程末段為學生填寫「表現評估表」，讓學生能夠持續地加強個人

長處及改善自己的弱點。 

 
 

 
中樂班 

 
為了讓同學能在音樂及藝術上有更全面的學習經歷和多方

面的體驗，本校於 2015 年始開辦中國樂器班，透過學習中國樂

器，除了讓同學可以學懂如何演奏優雅悠揚的中國音樂之外，更

可以加深同學對中國傳統文化藝術的認識，從而提升個人的氣

質、修養、氣度和內涵。 

 
  本年度啟樂坊音樂藝術教育中心的專業導師團隊將開辦笛

子、二胡、古箏及揚琴班，鼓勵同學按自己的興趣選擇樂器並持

續學習。待學有所成，將來可以參加音樂比賽和一些具有專業資

格認可的考試，充分發展自己所長。 

 
中樂合奏隊 

 
    中樂隊創立目的是讓愛好中國音樂的同學們能展現自己的

學習成果，同時認識志趣相投的同學，大家合作完成演奏不同的

作品。本年度本校將大力推動中樂團發展，鼓勵已學習中樂樂器

至少一年的同學積極參加。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