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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 2016 年度   家教會通告  第 00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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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需自費參加。但若你曾呈交甲類通告第015號，向學

校申請津貼，你便能獲得「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及「課後學習支援津貼」資助你的子女參加學校活動，以

優惠費用參加學藝班(下列每個學藝班收費已扣減了基金津貼)。請家長最遲於九月十八日(星期五)把回條交回班

主任，過期的申請將不獲受理。家長暫時不須繳費，繳款日期將會另行通知，有關詳情請看後頁。. 

(一) 學藝班類別：(出席率未達80%的學生，將要補回全數的學藝班費用，請家長特別留意。) 

 學藝班 場地 時段 價目 備註 

1 P.1-2 趣味英語班 A 地下 1A 課室 8:45-9:45 $400 自備文具 

2 P.4-6 古箏班 A 地下家教會活動室 8:45-9:45 免費 學校不提供古箏，可向導師購買 

3 P.4-6 笛子班 A 三樓音樂室 8:45-9:45 免費 學校不提供笛子，可向導師購買 

4 P.4-6 鼓樂班 A 六樓活動室 8:45-9:45 免費 學校不提供鼓棍，可向導師購買 

5 P.4-6 電腦班 A 五樓電腦室 8:45-9:45 $250 --- 

6 跆拳道班 A（初學至黃帶) 一樓禮堂 8:55-10:25 $400 開班後向教練購買跆拳道袍 

7 P.5-6 趣味英語班 B 地下 1A 課室 9:50-10:50 $400 自備文具 

8 P.1-6 琵琶班 地下家教會活動室 9:50-10:50 免費 學校不提供琵琶，可向導師購買 

9 P.1-3 二胡班 A 地下 1B 課室 9:50-10:50 免費 學校不提供二胡，可向導師購買 

10 P.1-3 笛子班 B 三樓音樂室 9:50-10:50 免費 學校不提供笛子，可向導師購買 

11 P.1-3 鼓樂班 B 六樓活動室 9:50-10:50 免費 學校不提供鼓棍，可向導師購買 

12 P.1-3 電腦班 B 五樓電腦室 9:50-10:50 $250 可向教練購買跆拳道袍 

13 跆拳道班 B（黃綠帶至黑帶) 一樓禮堂 10:30-12:00 $400 開班後向教練購買跆拳道袍 

14 P.1-6 街頭舞蹈班 六樓活動室 10:30-12:00 免費 --- 

15 P.3-4 趣味英語班 C 地下 1A 課室 10:55-11:55 $400 學校不提供古箏，可向導師購買 

16 P.1-3 古箏班 B 地下家教會活動室 10:55-11:55 免費 自備文具 

17 P.4-6 二胡班 B 地下 1B 課室 10:55-11:55 免費 學校不提供二胡，可向導師購買 

18 P.4-6 手鐘班 三樓音樂室 10:55-11:55 免費 必須懂得閱讀樂譜，學校提供手鐘 

19 P.1-6 手工藝及繪畫班 三樓視藝室 10:55-11:55 $320 自備粉彩和剪刀 

20 P.1-6 國術班 地下大堂 10:55-11:55 $400 開班後可向教練購買功夫服 

21 P.1-6 魔術班 地下 2A 課室 10:55-11:55 $250 --- 

(二) 中國樂器參考價目表： 

樂器名稱 參考價目 

小古箏 (包指甲及膠布)  $1900 

白木大琵琶 (包指甲及膠布) $1500 

二胡 $650 

笛子(G 調) $120 

鼓棍 $30 一對 

         

    二零一五年九月十六日

 

 

粉嶺官立小學家長教師會主席吳瑜蓉先生 

 

 

            陳尚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秘書  陳尚宜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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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條           量 

吳主席： 

本人已收到粉嶺官立小學家長教師會2015/2016年度家教會通告第002A號，有關「上學期週六學藝

班」事宜，經已知悉。 

 

本人明白若我的子女出席率未達80%，將要補回全數的學藝班費用。 

 

 學藝班 場地 時段 價目 

1 □P.1-2 趣味英語班 A 地下 1A 課室 8:45-9:45 $400 

2 □P.4-6 古箏班 A 地下家教會活動室 8:45-9:45 免費 

3 □P.4-6 笛子班 A 三樓音樂室 8:45-9:45 免費 

4 □P.4-6 鼓樂班 A 六樓活動室 8:45-9:45 免費 

5 □P.4-6 電腦班 A 五樓電腦室 8:45-9:45 $250 

6 □跆拳道班 A（初學至黃帶) 一樓禮堂 8:55-10:25 $400 

7 □P.5-6 趣味英語班 B 地下 1A 課室 9:50-10:50 $400 

8 □P.1-6 琵琶班 地下家教會活動室 9:50-10:50 免費 

9 □P.1-3 二胡班 A 地下 1B 課室 9:50-10:50 免費 

10 □P.1-3 笛子班 B 三樓音樂室 9:50-10:50 免費 

11 □P.1-3 鼓樂班 B 六樓活動室 9:50-10:50 免費 

12 □P.1-3 電腦班 B 五樓電腦室 9:50-10:50 $250 

13 □跆拳道班 B（黃綠帶至黑帶) 一樓禮堂 10:30-12:00 $400 

14 □P.1-6 街頭舞蹈班 六樓活動室 10:30-12:00 免費 

15 □P.3-4 趣味英語班 C 地下 1A 課室 10:55-11:55 $400 

16 □P.1-3 古箏班 B 地下家教會活動室 10:55-11:55 免費 

17 □P.4-6 二胡班 B 地下 1B 課室 10:55-11:55 免費 

18 □P.4-6 手鐘班 三樓音樂室 10:55-11:55 免費 

19 □P.1-6 手工藝及繪畫班 三樓視藝室 10:55-11:55 $320 

20 □P.1-6 國術班 地下大堂 10:55-11:55 $400 

21 □P.1-6 魔術班 地下 2A 課室 10:55-11:55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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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人需要導師代為購買 □ 古箏 / □ 琵琶 / □ 二胡 / □ 笛子 / □ 鼓棍。    

                        

3.   □ 我的子女不會參加「上學期週六學藝班」。    

 

*（請在 □ 內以「」表 

 (    )班學生(             )(   )號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一五年九月    日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