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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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課程 
 

 

 
 

 
 
 

課堂名稱 堂數 費用 服務對象 上課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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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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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本組積極參與海外及本港比賽，組員均獲得優異成績。去年參與 2017年日本大
阪公開賽奪得兩冠兩亞八季的驕人成績；另外亦在香港體育節比賽的全港品勢賽均取得佳績。 
[由西貢區體育會有限公司提供合資格導師] 

逢星期六:2019年 5/1,12/1,19/1,26/1,16/2,23/2,16/3,23/3,30/3,13/4,27/4,4/5 (共 12堂) 
截止報名日期：2018年 12月 10 日(星期一) 

課堂名稱 堂數 費用 服務對象 上課時間 

詠
春
班 

共 12堂 $1,104 小一至小六學生, 
逢星期四 下午 3:45 – 4:45(每堂 1小時) 

逢星期六 下午 2:00 - 3:00(每堂 1小時) 

內容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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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星期四(A組):2019年10/1,17/1,24/1,31/1,14/2,21/2,28/2,14/3,21/3,28/3,11/4,2/5(共12堂) 

逢星期六(B組):2019年 5/1,12/1,19/1,26/1,16/2,23/2,16/3,23/3,30/3,13/4,27/4,4/5(共12堂) 

截止報名日期：2018年 12月 10 日(星期一)   

課堂名稱 堂數 費用 服務對象 上課時間 

 

 

 

 

 

 

STEM 

共 12堂 
學費 
$1,200 

小一至小三學生 A組  逢星期四 下午 3:45-4:45   (每堂 1 小時) 

小四至小六學生 B組  逢星期六 上午 10:00-11:00 (每堂 1小時) 

內容簡介 

STEM 興趣班 A班詳情 

    本課程是綜合 Scratch 和 mBot的課程。課程分為兩部分，首六堂會以 Scratch 為主，隨後
的六堂會以 mBot 為主。首六堂的 Scratch 2.0 是麻省理工學院(MIT) 所發展跨平台、支援中文
的程式語言，可用於創造互動式故事、動畫、遊戲、音樂，並把成品發佈至 Scratch 的網上社群，
與不同地區、國家的人分享。隨後的六堂 mBot主要是讓學員透過編寫程式指令機械人完成不同的
任務，從而訓練學生邏輯性思考和解難技巧。課程強調軟硬整合的概念，即軟件和硬件需要互相
配合，與純粹教授程式編寫的課程大有區別。 

STEM 興趣班 B班詳情 
本課程是綜合 Micro:bit 和 minecraft的課程。課程分為兩部分，首六堂會以 Micro:bit 為

主，隨後的六堂會以 Minecraft 為主。Micro:bit課程以微型電腦 Micro:bit 學習程式編寫的入
門，啟發學生對資訊科技的興趣及觸覺。Micro:bit是可編寫程式的教育用口袋微型電腦，原先
因應英國廣播公司 BBC 一個免費發送百萬台微型電腦給全英國 11-12 歲的 7 年級學童作電腦教
學的計劃而推出，大小僅為 4cm x 5cm，符有 5x5的 LED距陣作為顯示，和兩個可編程的按鈕，
能幫助年輕學生學習基本程式編寫。 

 [由前線教育提供合資格導師] 
逢星期四(A組):2018年 20/12 

2019年10/1,17/1,24/1,31/1,14/2,21/2,28/2,14/3,21/3,28/3,11/4(共 12堂) 

逢星期六(B組):2019年5/1,12/1,19/1,26/1,16/2,23/2,16/3,23/3,30/3,13/4,27/4,4/5(共 12堂) 

截止報名日期：2018年 12月 10 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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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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堂 學費$1,200 小一至小六學生 逢星期二 下午 3:45 -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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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由香港兒童圍棋學院提供合資格導師] 

逢星期二:2019年 22/1, 29/1, 19/2, 26/2, 19/3, 26/3, 2/4, 9/4, 16/4, 30/4, 7/5, 14/5 (共 12堂) 

截止報名日期：2018年 12月 10 日(星期一)   

堂數 費用 服務對象 上課時間 

共 12堂 

學費$1,020 
(新生材料費$160以現金方式在

第一堂時交給導師) 

一至六 

年級 

學生 

(A組)逢星期三下午 3:45 – 5:00(每堂 1小時 15分) 

(只適合新生報名) 

(B組)逢星期六下午 12:00-1:15(每堂 1小時 15分) 

(C組)逢星期六下午 2:30 – 3: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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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星期三(A組):2019年16/1,23/1,30/1,13/2,20/2,27/2,13/3,20/3,27/3,3/4,10/4,17/4(共12堂) 

逢星期六(B、Ｃ組):2019年5/1,12/1,19/1,26/1,16/2,23/2,16/3,23/3,30/3,13/4,27/4,4/5(共12堂) 

截止報名日期：2018年 12月 10 日(星期一) 

堂數 費用 服務對象 上課時間 

共 12堂 
學費 
$1,200 

小三至小四學生 A組(比賽預備班) 逢星期四下午 3:45 - 5:15 (每堂 1小時 30分鐘) 

小一至小三學生 B組(恆常興趣班) 逢星期六上午 9:30–11:00 (每堂 1小時 30分鐘) 

小四至小六學生 C組(恆常興趣班)逢星期六上午 11:15-下午 12: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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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星期四(A組):2018年 20/12 
               2019年 10/1,17/1,24/1,31/1,14/2,21/2,28/2,14/3,21/3,28/3,11/4  (共 12堂) 
逢星期六(B、Ｃ組):2019年5/1,12/1,19/1,26/1,16/2,23/2,16/3,23/3,30/3,13/4,27/4,4/5(共12堂) 
1.學生可同時參加 A組和 B 組或Ｃ組的課程，合共 24堂，總費用為：$2,400 
截止報名日期：2018年 12月 10 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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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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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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查詢請致電本中心(電話：2177-0025中心書記)或瀏覧本中心網

（http://www.plkwws.edu.hk）。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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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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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瑞良    謹啟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日 

 

 

 

 

 

 

 

 

 

 

 

 

課堂名稱 堂數 費用 服務對象 上課時間 

HipHop 班 

12堂 $1,080 小一至小六學生 
A組 逢星期三下午 3:45-5:15(每堂 1小時 30分鐘) 

B組 逢星期六上午 11:00-12:30(每堂 1小時 30分鐘) 

內容簡介 

    Hip Hop舞蹈課程，有助他們增加腦部及身體協調性。透過音樂和舞步讓孩子進入快樂舞
蹈領域，進一步了解孩子們的表演能力。拍子明快的音樂訓練小朋友的節奏感、平衡力和集中
力，培養他們對跳舞的興趣。 此外，透過團體活動，更可認識一班小朋友，提升社交能力和
建立自信心。(另收保險費$20每人/每期，上第一堂時以現金方式交給導師)  
[由思悅教育培訓提供合資格導師] 

逢星期三(A組):2019年16/1,23/1,30/1,13/2,20/2,27/2,13/3,20/3,27/3,3/4,10/4,17/4(共12堂) 

逢星期六(B組):2019年12/1,19/1,26/1,16/2,23/2,16/3,23/3,30/3,13/4,27/4,4/5,11/5(共12堂) 
1. 學生只可選擇參加逢星期三 A組或逢星期六 B組 
截止報名日期：2018年 12月 10 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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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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跆拳道班 (學費$900，共 12 堂)  

日期 級別 上課時間 

逢星期六  5/1 - 4/5/2019 小一至小六學生    下午 12:45 - 2:00 

截止報名日期：2018年 12月 10 日(星期一) 

 

□ STEM班(學費$1,200,共 12堂) 

 

□ 奧林匹克數學訓練班(學費$1,200，共 12堂) 

日期 級別 上課時間 

逢星期四 20/12/2018 - 11/4/2019(比賽預備班) 小三至小四學生 □ A組  下午 3:45 – 5:15 

逢星期六 5/1 - 4/5/2019 (恆常興趣班) 
小一至小三學生 □ B組  上午 9:30 – 11:00 

小四至小六學生 □ C組  上午 11:15–下午 12:45 

1.學生可同時參加 A組和 B 組或Ｃ組的課程，合共 24堂，總費用為：$2,400 

截止報名日期：2018年 12月 10 日(星期一) 

 

 

□ 兒童水墨畫班 (學費$1,020，共 12堂) 

日期 級別 上課時間 

逢星期三 16/1 - 17/4/2019 
小一至 

小六學生 

□ A組  下午 3:45 - 5:00(只適合新生報名) 

    逢星期六   5/1 - 4/5/2019 
□ B組  下午 12:00 - 1:15 

□ C組  下午 2:30 - 3:45 

截止報名日期：2018年 12月 10 日(星期一) 

 
Hip Hop 班(學費$1,080，共 12堂) 

日期 級別 上課時間 

   A組  逢星期三  16/1 - 17/4/2019 
 

小一至小 
六學生 

 

下午 3:45 – 5:15 

   B組  逢星期六  12/1 - 11/5/2019 上午 11:00 - 12:30 

1. 學生只可選擇參加逢星期三 A組或逢星期六 B 組 

截止報名日期：2018年 12月 10 日(星期一) 
 
 
 

日期 級別 上課時間 

□ A組 逢星期四 20/12/2018 - 11/4/2019 小一至小三學生 下午 3:45 – 4:45 

□ B組 逢星期六  5/1 - 4/5/2019 小四至小六學生 上午 10:00 - 11:00 

截止報名日期：2018年 12月 10 日(星期一) 

□ 詠春班 (學費$1,104，共 12 堂)  

日期 級別 上課時間 

  A 組  逢星期四 10/1 - 2/5/2019 小一至小六 

學生 

下午 3:45–4:45 

  B 組  逢星期六  5/1 - 4/5/2019  下午 2:00 - 3:00 

截止報名日期：2018年 12月 10 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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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圍棋班 (學費$1,200，共 12堂) 

日期 級別 上課時間 

 逢星期二   22/1 - 14/5/2019 小一至小六學生   下午 3:45 - 4:45 

截止報名日期：2018年 12月 10 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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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