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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 2017 年度   家教會通告  第 002 號 

有關「上學期週六學藝班」事宜 

各位家長： 

 本會將委託校外導師，於上學期承辦週六學藝班，請家長最遲於九月十九日(星期一)把回條交回班主任，

過期的申請將不獲受理。家長暫時不需要繳費，繳費日期將會稍後通知。有關詳情如下： 

(一) 學藝班類別： 

學藝班 場地 時段 價目 備註 

P.4-6 藝術體操班 A 一樓禮堂 8:45-9:45 $200 器材由學校提供 

P.4-6 笛子班 A 三樓音樂室 8:45-9:45 $900 學校不提供笛子，但可代購 

P.4-6 中國鼓班 A 六樓活動室 8:45-9:45 $900 學校不提供鼓棍，但可代購 

P.1-3 古箏班 A 地下家教會活動室 8:45-9:45 $900 上課時學校提供古箏 

P.1-3 魔術班 A 地下 1A 課室 8:45-9:45 $450 包所有道具 

P.1-3 電腦 Lego 模型設計 五樓電腦室 8:45-9:45 $350 自備文具 

跆拳道班 A（初學至白帶) 地下小操場 8:55-10:25 $500 開班後可向教練購買跆拳道袍 

P.1-3 藝術體操班 B 一樓禮堂 9:50-10:50 $200 器材由學校提供 

P.1-3 笛子班 B 三樓音樂室 9:50-10:50 $900 學校不提供笛子，但可代購 

P.1-3 中國鼓班 B 六樓活動室 9:50-10:50 $900 學校不提供鼓棍，但可代購 

P.4-6 古箏班 B 地下家教會活動室 9:50-10:50 $900 上課時學校提供古箏 

P.4-6 魔術班 B 地下 1A 課室 9:50-10:50 $450 包所有道具 

P.4-6 電腦手機程式設計 五樓電腦室 9:50-10:50 $350 自備文具 

跆拳道班 B（黃帶至黑帶) 地下小操場 10:30-12:00 $500 開班後可向教練購買跆拳道袍 

P.1-6 琵琶班 地下家教會活動室 10:55-11:55 $900 學校不提供琵琶，但可代購 

P.1-6 手工藝及繪畫班 三樓視藝室 10:55-11:55 $450 自備粉彩和剪刀 

P.1-6 國術班 地下大堂 10:55-11:55 $500 開班後可向教練購買功夫服 

P.1-3 英語文法班 地下 1A 課室 10:55-11:55 $350 自備文具 

 

(二) 上課日期：     (三) 中國樂器參考價目表： 

10月 8, 15, 22, 29日  樂器名稱 參考價目 

11月 5, 12, 19日  小古箏 (包指甲及膠布)  $1900 

12月 10日  古箏指甲及膠布 $45 

1月 14, 21日  琵琶指甲及膠布 $45 

   白木小琵琶 (包指甲及膠布) $1700 

   笛子(G 調) $120 

   鼓棍 $30 一對 

 

                 粉嶺官立小學家長教師會主席黃枚娟女士 

         

                                        __________陳尚宜__________ 

二零一六年九月十四日   秘書  陳尚宜 代行 

mailto:pta.fgps@yahoo.com.hk
http://www.fgps.edu.hk/


回條           ○量  

黃主席： 

 

本人已收到粉嶺官立小學家長教師會2016/2017年度家教會通告第002號，有關「上學期週六學藝班」

事宜，經已知悉。 

 

學藝班 場地 時段 價目 備註 

□ P.4-6 藝術體操班 A 一樓禮堂 8:45-9:45 $200 器材由學校提供 

□ P.4-6 笛子班 A 三樓音樂室 8:45-9:45 $900 學校不提供笛子，但可代購 

□ P.4-6 中國鼓班 A 六樓活動室 8:45-9:45 $900 學校不提供鼓棍，但可代購 

□ P.1-3 古箏班 A 地下家教會活動室 8:45-9:45 $900 上課時學校提供古箏 

□ P.1-3 魔術班 A 地下 1A 課室 8:45-9:45 $450 包所有道具 

□ P.1-3 電腦 Lego 模型設計 五樓電腦室 8:45-9:45 $350 自備文具 

□ 跆拳道班 A（初學至白帶) 地下小操場 8:55-10:25 $500 開班後可向教練購買跆拳道袍 

□ P.1-3 藝術體操班 B 一樓禮堂 9:50-10:50 $200 器材由學校提供 

□ P.1-3 笛子班 B 三樓音樂室 9:50-10:50 $900 學校不提供笛子，但可代購 

□ P.1-3 中國鼓班 B 六樓活動室 9:50-10:50 $900 學校不提供鼓棍，但可代購 

□ P.4-6 古箏班 B 地下家教會活動室 9:50-10:50 $900 上課時學校提供古箏 

□ P.4-6 魔術班 B 地下 1A 課室 9:50-10:50 $450 包所有道具 

□ P.4-6 電腦手機程式設計 五樓電腦室 9:50-10:50 $350 自備文具 

□ 跆拳道班 B（黃帶至黑帶) 地下小操場 10:30-12:00 $500 開班後可向教練購買跆拳道袍 

□ P.1-6 琵琶班 地下家教會活動室 10:55-11:55 $900 學校不提供琵琶，但可代購 

□ P.1-6 手工藝及繪畫班 三樓視藝室 10:55-11:55 $450 自備粉彩和剪刀 

□ P.1-6 國術班 地下大堂 10:55-11:55 $500 開班後可向教練購買功夫服 

□ P.1-3 英語文法班 地下 1A 課室 10:55-11:55 $350 自備文具 

 

1.   □ 本人同意我的子女參加學藝班，課後，我的子女會 

 □ 自行放學 /    □ 由家長接送 

 

2. □ 本人需要學校代為購買： 

 

□小古箏 (包指甲及膠布)  $1900 

□古箏指甲及膠布 $45 

□琵琶指甲及膠布 $45 

□白木小琵琶 (包指甲及膠布) $1700 

□笛子(G 調) $120 

□鼓棍 $30 一對 

 

3. □ 我的子女不會參加「上學期週六學藝班」 

 

*（請在 □ 內以「」表示） 

(    )班學生(             )(   )號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一六年九月    日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