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筲箕灣官立小學 

                  電話：2569 2532            傳真：2568 9504                電郵地址：skwgps@edb.gov.hk 

   特別通告：43(A1)/上（2019-2020） 

各位家長： 

有關上學期「乒乓球(A)班」取錄通告 

 

貴子弟_______班______________已獲取錄參加上學期「乒乓球(A)班」，請於 9 月 30日(星期一)

帶備費用回校，並留意中央廣播到禮堂繳交學費。 

為減輕家長的負擔，凡於 2020 年 5 月前成功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或學生資助計劃全額

津貼(全額書簿津貼)之家庭，均可獲學生活動支援津貼資助部分課餘興趣班學費，惟學生的出席率需

達 80%或以上。無論獲批與否，學生都必須先行繳交全期學費，待上學期課程完結後才發還資助。  

課程詳情 上課日期(共 8堂) 上課地點 上課時間 

學費：港幣 440元  
 
付款方式︰ 

 現金 (不設找贖) 

 支票 (支票抬頭：筲箕灣官立小學) 

星期一 

10月 14、21日 

11月 04、11、18、25日 

12月 09、16日 

 (測驗及考試週沒有課堂) 

地下 
活動室 
或 
禮堂 

下午

3:15-4:45 

課餘興趣班學員及家長注意事項： 

1. 學生必須穿著整齊體育服參與課餘興趣班活動。 

2. 請家長妥善保存此通告，並依照本通告之時間表，提醒學生依時上課。 

3. 學生如因病或因事缺席，不會安排補課，家長需致電校務處請假。 

4. 若學生中途退出或缺課，恕不獲退還學費。 

5. 如遇天氣惡劣，教育局宣佈學校停課，有關課餘興趣班亦會停課，補課安排會另行通知。 

6. 學習須持之以恆，請家長從旁鼓勵。如有查詢，可致電 25692532與石麗珍主任或黎曉芯老師聯絡。 

7. 為了方便行政工作，如學生獲多於一項興趣班取錄，請以多張支票繳費，例如獲三項興趣班取錄， 

分別用三張支票繳費。 

 

 

 

校長:                        

(梁靜宜)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筲箕灣官立小學 

有關上學期「乒乓球(A)班」取錄通告 

特別通告回條:43(A1)/上 (2019-2020) 

梁校長： 

本人已知悉有關上學期「乒乓球(A)班」取錄通告的內容。 

現付上學費 $   440   * □現金 / □支票 (銀行︰            ；支票號碼︰              )  

課餘興趣班下課後，小兒/女的放學方法：* □ 家長接回 / □ 自行回家(只適用於 P.3-6學生) 

學生姓名：                         (      )         家長姓名：                          

班    別：                                          家長簽署：                                          

日    期：                              緊急聯絡電話：                      

* 請在適當的□內加上""號。 



筲箕灣官立小學 

                  電話：2569 2532            傳真：2568 9504                電郵地址：skwgps@edb.gov.hk 

   特別通告：43(B)/上（2019-2020） 

各位家長： 

有關上學期「書畫班」取錄通告 

 

貴子弟_______班______________已獲取錄參加上學期「書畫班」，請於 9月 30日(星期一)帶備

費用回校，並留意中央廣播到禮堂繳交學費。 

為減輕家長的負擔，凡於 2019 年 5 月前成功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或學生資助計劃全額

津貼(全額書簿津貼)之家庭，均可獲學生活動支援津貼資助部分課餘興趣班學費，惟學生的出席率需

達 80%或以上。無論獲批與否，學生都必須先行繳交全期學費，待上學期課程完結後才發還資助。  

課程詳情 上課日期(共 8堂) 上課地點 上課時間 

學費：港幣 468元 
 
付款方式︰ 

 現金 (不設找贖) 

 支票 (支票抬頭：筲箕灣官立小學) 

星期一 

10月 14、21日 

11月 04、11、18、25日 

12月 09、16日 

(測驗及考試週沒有課堂) 

5A課室 
下午

3:15-4:45 

課餘興趣班學員及家長注意事項： 

1. 學生必須穿著整齊校服或體育服參與課餘興趣班活動。 

2. 請家長妥善保存此通告，並依照本通告之時間表，提醒學生依時上課。 

3. 學生如因病或因事缺席，不會安排補課，家長需致電校務處請假。 

4. 若學生中途退出或缺課，恕不獲退還學費。 

5. 如遇天氣惡劣，教育局宣佈學校停課，有關課餘興趣班亦會停課，補課安排會另行通知。 

6. 學習須持之以恆，請家長從旁鼓勵。如有查詢，可致電 25692532與石麗珍主任或黎曉芯老師聯絡。 

7. 為了方便行政工作，如學生獲多於一項興趣班取錄，請以多張支票繳費，例如獲三項興趣班取錄， 

分別用三張支票繳費。 

 

 

 

校長:                        

(梁靜宜)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筲箕灣官立小學 

有關上學期「書畫班」取錄通告 

特別通告回條:43(B)/上 (2019-2020) 

梁校長： 

本人已知悉有關上學期「書畫班」取錄通告的內容。 

現付上學費 $   468    * 現金 / 支票 (銀行︰            ；支票號碼︰              ) 

課餘興趣班下課後，小兒/女的放學方法：* □ 家長接回 / □ 自行回家(只適用於 P.3-6學生) 

學生姓名：                         (      )         家長姓名：                          

班    別：                                          家長簽署：                                          

日    期：                              日間聯絡電話：                      

* 請在適當的□內加上""號。  



筲箕灣官立小學 

                  電話：2569 2532            傳真：2568 9504                電郵地址：skwgps@edb.gov.hk 

   特別通告：43(C1)/上（2019-2020） 

各位家長： 

有關上學期「電腦(A)班」取錄通告 

 

貴子弟_______班______________已獲取錄參加上學期「電腦(A)班」，請於 9 月 30 日(星期一)

帶備費用回校，並留意中央廣播到禮堂繳交學費。 

為減輕家長的負擔，凡於 2019 年 5 月前成功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或學生資助計劃全額

津貼(全額書簿津貼)之家庭，均可獲學生活動支援津貼資助部分課餘興趣班學費，惟學生的出席率需

達 80%或以上。無論獲批與否，學生都必須先行繳交全期學費，待上學期課程完結後才發還資助。  

課程詳情 上課日期(共 7堂) 上課地點 上課時間 

學費：港幣 280元  
 
付款方式︰ 

 現金 (不設找贖) 

 支票 (支票抬頭：筲箕灣官立小學) 

星期二 

10月 15、22日 

11月 05、12、19、26日 

12月 10日 

 (測驗及考試週沒有課堂) 

一樓 
電腦室 

下午

3:15-4:15 

課餘興趣班學員及家長注意事項： 

1. 學生必須穿著整齊校服或體育服參與課餘興趣班活動。 

2. 請家長妥善保存此通告，並依照本通告之時間表，提醒學生依時上課。 

3. 學生如因病或因事缺席，不會安排補課，家長需致電校務處請假。 

4. 若學生中途退出或缺課，恕不獲退還學費。 

5. 如遇天氣惡劣，教育局宣佈學校停課，有關課餘興趣班亦會停課，補課安排會另行通知。 

6. 學習須持之以恆，請家長從旁鼓勵。如有查詢，可致電 25692532與石麗珍主任或黎曉芯老師聯絡。 

7. 為了方便行政工作，如學生獲多於一項興趣班取錄，請以多張支票繳費，例如獲三項興趣班取錄， 

分別用三張支票繳費。 

 

 

 

校長:                        

(梁靜宜)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筲箕灣官立小學 

有關上學期「電腦(A)班」取錄通告 

特別通告回條:43(C1)/上 (2019-2020) 

梁校長： 

本人已知悉有關上學期「電腦(A)班」取錄通告的內容。 

現付上學費 $   280   * 現金 / 支票 (銀行︰            ；支票號碼︰              )  

課餘興趣班下課後，小兒/女的放學方法：* □ 家長接回 / □ 自行回家(只適用於 P.3-6學生) 

學生姓名：                         (      )         家長姓名：                          

班    別：                                          家長簽署：                                          

日    期：                              日間聯絡電話：                      

* 請在適當的□內加上""號。  



筲箕灣官立小學 

                  電話：2569 2532            傳真：2568 9504                電郵地址：skwgps@edb.gov.hk 

   特別通告：43(D1)/上（2019-2020） 

各位家長： 

有關上學期「圍棋(A)班」取錄通告 

 

貴子弟_______班______________已獲取錄參加上學期「圍棋(A)班」，請於 9 月 30 日(星期一)

帶備費用回校，並留意中央廣播到禮堂繳交學費。 

為減輕家長的負擔，凡於 2019 年 5 月前成功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或學生資助計劃全額

津貼(全額書簿津貼)之家庭，均可獲學生活動支援津貼資助部分課餘興趣班學費，惟學生的出席率需

達 80%或以上。無論獲批與否，學生都必須先行繳交全期學費，待上學期課程完結後才發還資助。  

課程詳情 上課日期(共 7堂) 上課地點 上課時間 

學費：港幣 420元  
 
付款方式︰ 

 現金 (不設找贖) 

 支票 (支票抬頭：筲箕灣官立小學) 

星期二 

10月 15、22日 

11月 05、12、19、26日 

12月 10日 

 (測驗及考試週沒有課堂) 

5A課室 
下午

3:15-4:30 

課餘興趣班學員及家長注意事項： 

1. 學生必須穿著整齊校服或體育服參與課餘興趣班活動。 

2. 請家長妥善保存此通告，並依照本通告之時間表，提醒學生依時上課。 

3. 學生如因病或因事缺席，不會安排補課，家長需致電校務處請假。 

4. 若學生中途退出或缺課，恕不獲退還學費。 

5. 如遇天氣惡劣，教育局宣佈學校停課，有關課餘興趣班亦會停課，補課安排會另行通知。 

6. 學習須持之以恆，請家長從旁鼓勵。如有查詢，可致電 25692532與石麗珍主任或黎曉芯老師聯絡。 

7. 為了方便行政工作，如學生獲多於一項興趣班取錄，請以多張支票繳費，例如獲三項興趣班取錄， 

分別用三張支票繳費。 

 

 

 

校長:                        

(梁靜宜)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筲箕灣官立小學 

有關上學期「圍棋(A)班」取錄通告 

特別通告回條:43(D1)/上 (2019-2020) 

梁校長： 

本人已知悉有關上學期「圍棋(A)班」取錄通告的內容。 

現付上學費 $   420    * 現金 / 支票 (銀行︰            ；支票號碼︰              )  

課餘興趣班下課後，小兒/女的放學方法：* □ 家長接回 / □ 自行回家(只適用於 P.3-6學生) 

學生姓名：                         (      )         家長姓名：                          

班    別：                                          家長簽署：                                          

日    期：                              日間聯絡電話：                      

* 請在適當的□內加上""號。  



筲箕灣官立小學 

                  電話：2569 2532            傳真：2568 9504                電郵地址：skwgps@edb.gov.hk 

   特別通告：43(D2)/上（2019-2020） 

各位家長： 

有關上學期「圍棋(B)班」取錄通告 

 

貴子弟_______班______________已獲取錄參加上學期「圍棋(B)班」，請於 9 月 30 日(星期一)

帶備費用回校，並留意中央廣播到禮堂繳交學費。 

為減輕家長的負擔，凡於 2019 年 5 月前成功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或學生資助計劃全額

津貼(全額書簿津貼)之家庭，均可獲學生活動支援津貼資助部分課餘興趣班學費，惟學生的出席率需

達 80%或以上。無論獲批與否，學生都必須先行繳交全期學費，待上學期課程完結後才發還資助。  

課程詳情 上課日期(共 7堂) 上課地點 上課時間 

學費：港幣 420元  
 
付款方式︰ 

 現金 (不設找贖) 

 支票 (支票抬頭：筲箕灣官立小學) 

星期二 

10月 15、22日 

11月 05、12、19、26日 

12月 10日 

 (測驗及考試週沒有課堂) 

5B課室 
下午

3:15-4:30 

課餘興趣班學員及家長注意事項： 

1. 學生必須穿著整齊校服或體育服參與課餘興趣班活動。 

2. 請家長妥善保存此通告，並依照本通告之時間表，提醒學生依時上課。 

3. 學生如因病或因事缺席，不會安排補課，家長需致電校務處請假。 

4. 若學生中途退出或缺課，恕不獲退還學費。 

5. 如遇天氣惡劣，教育局宣佈學校停課，有關課餘興趣班亦會停課，補課安排會另行通知。 

6. 學習須持之以恆，請家長從旁鼓勵。如有查詢，可致電 25692532與石麗珍主任或黎曉芯老師聯絡。 

7. 為了方便行政工作，如學生獲多於一項興趣班取錄，請以多張支票繳費，例如獲三項興趣班取錄， 

分別用三張支票繳費。 

 

 

 

校長:                        

(梁靜宜)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筲箕灣官立小學 

有關上學期「圍棋(B)班」取錄通告 

特別通告回條:43(D2)/上 (2019-2020) 

梁校長： 

本人已知悉有關上學期「圍棋(B)班」取錄通告的內容。 

現付上學費 $   420   * 現金 / 支票 (銀行︰            ；支票號碼︰              )  

課餘興趣班下課後，小兒/女的放學方法：* □ 家長接回 / □ 自行回家(只適用於 P.3-6學生) 

學生姓名：                         (      )         家長姓名：                          

班    別：                                          家長簽署：                                          

日    期：                              日間聯絡電話：                      

* 請在適當的□內加上""號。  



筲箕灣官立小學 

                  電話：2569 2532            傳真：2568 9504                電郵地址：skwgps@edb.gov.hk 

   特別通告：43(C2)/上（2019-2020） 

各位家長： 

有關上學期「電腦(B)班」取錄通告 

 

貴子弟_______班______________已獲取錄參加上學期「電腦(B)班」，請於 9 月 30 日(星期一)

帶備費用回校，並留意中央廣播到禮堂繳交學費。 

為減輕家長的負擔，凡於 2019 年 5 月前成功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或學生資助計劃全額

津貼(全額書簿津貼)之家庭，均可獲學生活動支援津貼資助部分課餘興趣班學費，惟學生的出席率需

達 80%或以上。無論獲批與否，學生都必須先行繳交全期學費，待上學期課程完結後才發還資助。  

課程詳情 上課日期(共 9堂) 上課地點 上課時間 

學費：港幣 360元   
 
付款方式︰ 

 現金 (不設找贖) 

 支票 (支票抬頭：筲箕灣官立小學) 

星期三 

10月 16、23日 

11月 06、13、20日 

12月 04、11、18日 

01月 15日 

(測驗及考試週沒有課堂) 

一樓 
電腦室 

下午

3:15-4:15 

課餘興趣班學員及家長注意事項： 

1. 學生必須穿著整齊校服或體育服參與課餘興趣班活動。 

2. 請家長妥善保存此通告，並依照本通告之時間表，提醒學生依時上課。 

3. 學生如因病或因事缺席，不會安排補課，家長需致電校務處請假。 

4. 若學生中途退出或缺課，恕不獲退還學費。 

5. 如遇天氣惡劣，教育局宣佈學校停課，有關課餘興趣班亦會停課，補課安排會另行通知。 

6. 學習須持之以恆，請家長從旁鼓勵。如有查詢，可致電 25692532與石麗珍主任或黎曉芯老師聯絡。 

7. 為了方便行政工作，如學生獲多於一項興趣班取錄，請以多張支票繳費，例如獲三項興趣班取錄， 

分別用三張支票繳費。 

 

 

 

校長:                        

(梁靜宜)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筲箕灣官立小學 

有關上學期「電腦(B)班」取錄通告 

特別通告回條:43(C2)/上 (2019-2020) 

梁校長： 

本人已知悉有關上學期「電腦(B)班」取錄通告的內容。 

現付上學費 $   360   * 現金 / 支票 (銀行︰            ；支票號碼︰              )  

課餘興趣班下課後，小兒/女的放學方法：* □ 家長接回 / □ 自行回家(只適用於 P.3-6學生) 

學生姓名：                         (      )         家長姓名：                          

班    別：                                          家長簽署：                                          

日    期：                              日間聯絡電話：                      

* 請在適當的□內加上""號。  



筲箕灣官立小學 

                  電話：2569 2532            傳真：2568 9504                電郵地址：skwgps@edb.gov.hk 

   特別通告：43(E)/上（2019-2020） 

各位家長： 

有關上學期「跆拳道」取錄通告 

 

貴子弟_______班______________已獲取錄參加上學期「跆拳道」，請於 9月 30日(星期一)帶備

費用回校，並留意中央廣播到禮堂繳交學費。 

為減輕家長的負擔，凡於 2019 年 5 月前成功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或學生資助計劃全額

津貼(全額書簿津貼)之家庭，均可獲學生活動支援津貼資助部分課餘興趣班學費，惟學生的出席率需

達 80%或以上。無論獲批與否，學生都必須先行繳交全期學費，待上學期課程完結後才發還資助。  

課程詳情 上課日期(共 9堂) 上課地點 上課時間 

學費：港幣 540元  

 

付款方式︰ 

 現金 (不設找贖) 

 支票 (支票抬頭：筲箕灣官立小學) 

星期三 

10月 16、23日 

11月 06、13、20日 

12月 04、11、18日 

01月 15日 

 (測驗及考試週沒有課堂) 

禮堂 
或 

有蓋操場 

下午

3:15-4:45 

課餘興趣班學員及家長注意事項： 

1. 學生必須穿著道袍或體育服參與課餘興趣班活動。 

2. 請家長妥善保存此通告，並依照本通告之時間表，提醒學生依時上課。 

3. 學生如因病或因事缺席，不會安排補課，家長需致電校務處請假。 

4. 若學生中途退出或缺課，恕不獲退還學費。 

5. 如遇天氣惡劣，教育局宣佈學校停課，有關課餘興趣班亦會停課，補課安排會另行通知。 

6. 有關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指引，請詳見背頁。 

7. 學習須持之以恆，請家長從旁鼓勵。如有查詢，可致電 25692532與石麗珍主任或黎曉芯老師聯絡。 

8. 為了方便行政工作，如學生獲多於一項興趣班取錄，請以多張支票繳費，例如獲三項興趣班取錄， 

分別用三張支票繳費。 

 

 

 

校長:                        

(梁靜宜)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筲箕灣官立小學 

有關上學期「跆拳道」取錄通告 

特別通告回條:43(E)/上 (2019-2020) 

梁校長： 

本人已知悉有關上學期「跆拳道」取錄通告的內容。 

現付上學費 $   540    * 現金 / 支票 (銀行︰            ；支票號碼︰              ) 。 

課餘興趣班下課後，小兒/女的放學方法：* □ 家長接回 / □ 自行回家(只適用於 P.3-6學生) 

學生姓名：                         (      )         家長姓名：                          

班    別：                                          家長簽署：                                          

日    期：                              日間聯絡電話：                      

* 請在適當的□內加上""號。   

 



 

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指引 

 
1. 當空氣質素健康指數達有關上學期「高」(7級)水平時，課堂如期舉行。環境保護署呼籲患

有心臟、呼吸系統或慢性疾病的學童，應盡量減少戶外體力消耗及在戶外逗留的時間，特別

在交通繁忙地方，並在體能活動期間多作歇息。若出現與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有關的徵狀(例

如眼睛不適、咳嗽、胸部緊迫等)，應停止活動，並宜留在室內休息。 

2. 當空氣質素健康指數達有關上學期「甚高」(8-10 級)，課堂如期舉行。環境保護署呼籲患有

心臟、呼吸系統或慢性疾病的學童，不應參與體力消耗或戶外活動，並避免逗留在戶外。 

3. 當空氣質素健康指數達有關上學期「嚴重」(10+級)水平時，上課地點改到室內進行。



筲箕灣官立小學 

                  電話：2569 2532            傳真：2568 9504                電郵地址：skwgps@edb.gov.hk 

   特別通告：43(A2)/上（2019-2020） 

各位家長： 

有關上學期「乒乓球(B)班」取錄通告 

 

貴子弟_______班______________已獲取錄參加上學期「乒乓球(B)班」，請於 9 月 30日(星期一)

帶備費用回校，並留意中央廣播到禮堂繳交學費。 

為減輕家長的負擔，凡於 2019 年 5 月前成功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或學生資助計劃全額

津貼(全額書簿津貼)之家庭，均可獲學生活動支援津貼資助部分課餘興趣班學費，惟學生的出席率需

達 80%或以上。無論獲批與否，學生都必須先行繳交全期學費，待上學期課程完結後才發還資助。  

課程詳情 上課日期(共 9堂) 上課地點 上課時間 

學費：港幣 495元 
 
付款方式︰ 

 現金 (不設找贖) 

 支票 (支票抬頭：筲箕灣官立小學) 

星期三 

10月 16、23日 

11月 06、13、20日 

12月 04、11、18日 

01月 15日 

 (測驗及考試週沒有課堂) 

地下 
活動室 

下午

3:15-4:45 

課餘興趣班學員及家長注意事項： 

1. 學生必須穿著整齊體育服參與課餘興趣班活動。 

2. 請家長妥善保存此通告，並依照本通告之時間表，提醒學生依時上課。 

3. 學生如因病或因事缺席，不會安排補課，家長需致電校務處請假。 

4. 若學生中途退出或缺課，恕不獲退還學費。 

5. 如遇天氣惡劣，教育局宣佈學校停課，有關課餘興趣班亦會停課，補課安排會另行通知。 

6. 學習須持之以恆，請家長從旁鼓勵。如有查詢，可致電 25692532與石麗珍主任或黎曉芯老師聯絡。 

7. 為了方便行政工作，如學生獲多於一項興趣班取錄，請以多張支票繳費，例如獲三項興趣班取錄， 

分別用三張支票繳費。 

 

 

校長:                        

(梁靜宜)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筲箕灣官立小學 

有關上學期「乒乓球(B)班」取錄通告 

特別通告回條:43(A2)/上 (2019-2020) 

梁校長： 

本人已知悉有關上學期「乒乓球(B)班」取錄通告的內容。 

現付上學費 $   495    * 現金 / 支票 (銀行︰            ；支票號碼︰              )  

課餘興趣班下課後，小兒/女的放學方法：* □ 家長接回 / □ 自行回家(只適用於 P.3-6學生) 

學生姓名：                         (      )         家長姓名：                          

班    別：                                          家長簽署：                                          

日    期：                              日間聯絡電話：                      

* 請在適當的□內加上""號。  

                                                     



筲箕灣官立小學 

                  電話：2569 2532            傳真：2568 9504                電郵地址：skwgps@edb.gov.hk 

   特別通告：43(F1)/上（2019-2020） 

各位家長： 

有關上學期「小小魔術(A)班」取錄通告 

 

貴子弟_______班______________已獲取錄參加上學期「小小魔術(A)班」，請於 9月 30日(星期

一)帶備費用回校，並留意中央廣播到禮堂繳交學費。 

為減輕家長的負擔，凡於 2019 年 5 月前成功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或學生資助計劃全額

津貼(全額書簿津貼)之家庭，均可獲學生活動支援津貼資助部分課餘興趣班學費，惟學生的出席率需

達 80%或以上。無論獲批與否，學生都必須先行繳交全期學費，待上學期課程完結後才發還資助。  

課程詳情 上課日期(共 8堂) 上課地點 上課時間 

學費：港幣 680元  

 

付款方式︰ 

 現金 (不設找贖) 

 支票 (支票抬頭：筲箕灣官立小學) 

 

星期四 

10月 17、24日 

11月 07、14、21日 

12月 05、12日 

01月 16日 

 (測驗及考試週沒有課堂) 

3B課室 
下午

3:15-4:15 

課餘興趣班學員及家長注意事項： 

1. 學生必須穿著整齊校服或體育服參與課餘興趣班活動。 

2. 請家長妥善保存此通告，並依照本通告之時間表，提醒學生依時上課。 

3. 學生如因病或因事缺席，不會安排補課，家長需致電校務處請假。 

4. 若學生中途退出或缺課，恕不獲退還學費。 

5. 如遇天氣惡劣，教育局宣佈學校停課，有關課餘興趣班亦會停課，補課安排會另行通知。 

6. 學習須持之以恆，請家長從旁鼓勵。如有查詢，可致電 25692532與石麗珍主任或黎曉芯老師聯絡。 

7. 為了方便行政工作，如學生獲多於一項興趣班取錄，請以多張支票繳費，例如獲三項興趣班取錄， 

分別用三張支票繳費。 

 

 

校長:                        

(梁靜宜)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筲箕灣官立小學 

有關上學期「小小魔術(A)班」取錄通告 

特別通告回條:43(F1)/上 (2019-2020) 

梁校長： 

本人已知悉有關上學期「小小魔術(A)班」取錄通告的內容。 

現付上學費 $   680    * 現金 / 支票 (銀行︰            ；支票號碼︰            )  

課餘興趣班下課後，小兒/女的放學方法：* □ 家長接回 / □ 自行回家(只適用於 P.3-6學生) 

學生姓名：                         (      )         家長姓名：                          

班    別：                                          家長簽署：                                          

日    期：                              日間聯絡電話：                      

* 請在適當的□內加上""號。  

 

 



筲箕灣官立小學 
                  電話：2569 2532            傳真：2568 9504                電郵地址：skwgps@edb.gov.hk 

   特別通告：43(F2)/上（2019-2020） 

各位家長： 

有關上學期「小小魔術(B)班」取錄通告 

 

貴子弟_______班______________已獲取錄參加上學期「小小魔術(B)班」，請於 9月 30日(星期

一)帶備費用回校，並留意中央廣播到禮堂繳交學費。 

為減輕家長的負擔，凡於 2019 年 5 月前成功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或學生資助計劃全額

津貼(全額書簿津貼)之家庭，均可獲學生活動支援津貼資助部分課餘興趣班學費，惟學生的出席率需

達 80%或以上。無論獲批與否，學生都必須先行繳交全期學費，待上學期課程完結後才發還資助。  

課程詳情 上課日期(共 8堂) 上課地點 上課時間 

學費：港幣 680元   

 

付款方式︰ 

 現金 (不設找贖) 

 支票 (支票抬頭：筲箕灣官立小學) 

 

星期四 

10月 17、24日 

11月 07、14、21日 

12月 05、12日 

01月 16日 

 (測驗及考試週沒有課堂) 

3C課室 
下午

3:15-4:15 

課餘興趣班學員及家長注意事項： 

1. 學生必須穿著整齊校服或體育服參與課餘興趣班活動。 

2. 請家長妥善保存此通告，並依照本通告之時間表，提醒學生依時上課。 

3. 學生如因病或因事缺席，不會安排補課，家長需致電校務處請假。 

4. 若學生中途退出或缺課，恕不獲退還學費。 

5. 如遇天氣惡劣，教育局宣佈學校停課，有關課餘興趣班亦會停課，補課安排會另行通知。 

6. 學習須持之以恆，請家長從旁鼓勵。如有查詢，可致電 25692532與石麗珍主任或黎曉芯老師聯絡。 

7. 為了方便行政工作，如學生獲多於一項興趣班取錄，請以多張支票繳費，例如獲三項興趣班取錄， 

分別用三張支票繳費。 

 

 

 

校長:                        

(梁靜宜)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筲箕灣官立小學 

有關上學期「小小魔術(B)班」取錄通告 

特別通告回條:43(F2)/上 (2019-2020) 

梁校長： 

本人已知悉有關上學期「小小魔術(B)班」取錄通告的內容。 

現付上學費 $   680    * 現金 / 支票 (銀行︰            ；支票號碼︰            ) 

課餘興趣班下課後，小兒/女的放學方法：* □ 家長接回 / □ 自行回家(只適用於 P.3-6學生) 

學生姓名：                         (      )         家長姓名：                          

班    別：                                          家長簽署：                                          

日    期：                              日間聯絡電話：                      

* 請在適當的□內加上""號。  

 

 



筲箕灣官立小學 
                  電話：2569 2532            傳真：2568 9504                電郵地址：skwgps@edb.gov.hk 

   特別通告：43(G1)/上（2019-2020） 

各位家長： 

有關上學期「小提琴(A)班」取錄通告 

 

貴子弟_______班______________已獲取錄參加上學期「小提琴(A)班」，請於 9 月 30日(星期一)

帶備費用回校，並留意中央廣播到禮堂繳交學費。 

為減輕家長的負擔，凡於 2019 年 5 月前成功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或學生資助計劃全額

津貼(全額書簿津貼)之家庭，均可獲學生活動支援津貼資助部分課餘興趣班學費，惟學生的出席率需

達 80%或以上。無論獲批與否，學生都必須先行繳交全期學費，待上學期課程完結後才發還資助。  

課程詳情 上課日期(共 11堂) 上課地點 上課時間 

學費：港幣 924元  

 

付款方式︰ 

 現金 (不設找贖) 

 支票 (支票抬頭：筲箕灣官立小學) 

星期六 

10月 12、19、26日 

11月 02、09、16、23日 

12月 07、14日 

01月 11、18日 

(測驗及考試週沒有課堂) 

1C 課室 
上午

10:00-11:00 

課餘興趣班學員及家長注意事項 

1. 學生必須穿著整齊校服或體育服參與課餘興趣班活動。 

2. 請家長妥善保存此通告，並依照本通告之時間表，提醒學生依時上課。 

3. 學生如因病或因事缺席，不會安排補課，家長需致電校務處請假。 

4. 若學生中途退出或缺課，恕不獲退還學費。 

5. 如遇天氣惡劣，教育局宣佈學校停課，有關課餘興趣班亦會停課，補課安排會另行通知。 

6. 學習須持之以恆，請家長從旁鼓勵。如有查詢，可致電 25692532與石麗珍主任或黎曉芯老師聯絡。 

7. 為了方便行政工作，如學生獲多於一項興趣班取錄，請以多張支票繳費，例如獲三項興趣班取錄，

分別用三張支票繳費。 

8. 樂器收費詳情請參閱通告(11/上)。 

 

 

校長:                        

(梁靜宜)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筲箕灣官立小學 

有關上學期「小提琴(A)班」取錄通告 

特別通告回條:43(G1)/上 (2019-2020) 

梁校長： 

本人已知悉有關上學期「小提琴(A)班」取錄通告的內容。 

現付上學費 $   924    * 現金 / 支票 (銀行︰            ；支票號碼︰              ) 。 

課餘興趣班下課後，小兒/女的放學方法：* □ 家長接回 / □ 自行回家(只適用於 P.3-6學生) 

學生姓名：                         (      )         家長姓名：                          

班    別：                                          家長簽署：                                          

日    期：                              日間聯絡電話：                      

* 請在適當的□內加上""號。     



筲箕灣官立小學 
                  電話：2569 2532            傳真：2568 9504                電郵地址：skwgps@edb.gov.hk 

   特別通告：43(G2)/上（2019-2020） 

各位家長： 

有關上學期「小提琴(B)班」取錄通告 

 

貴子弟_______班______________已獲取錄參加上學期「小提琴(B)班」，請於 9 月 30日(星期一)

帶備費用回校，並留意中央廣播到禮堂繳交學費。 

為減輕家長的負擔，凡於 2019 年 5 月前成功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或學生資助計劃全額

津貼(全額書簿津貼)之家庭，均可獲學生活動支援津貼資助部分課餘興趣班學費，惟學生的出席率需

達 80%或以上。無論獲批與否，學生都必須先行繳交全期學費，待上學期課程完結後才發還資助。  

課程詳情 上課日期(共 11堂) 上課地點 上課時間 

學費：港幣 924元  

 

付款方式︰ 

 現金 (不設找贖) 

 支票 (支票抬頭：筲箕灣官立小學) 

星期六 

10月 12、19、26日 

11月 02、09、16、23日 

12月 07、14日 

01月 11、18日 

(測驗及考試週沒有課堂) 

1C 課室 
上午

11:00-12:00 

課餘興趣班學員及家長注意事項 

1. 學生必須穿著整齊校服或體育服參與課餘興趣班活動。 

2. 請家長妥善保存此通告，並依照本通告之時間表，提醒學生依時上課。 

3. 學生如因病或因事缺席，不會安排補課，家長需致電校務處請假。 

4. 若學生中途退出或缺課，恕不獲退還學費。 

5. 如遇天氣惡劣，教育局宣佈學校停課，有關課餘興趣班亦會停課，補課安排會另行通知。 

6. 學習須持之以恆，請家長從旁鼓勵。如有查詢，可致電 25692532與石麗珍主任或黎曉芯老師聯絡。 

7. 為了方便行政工作，如學生獲多於一項興趣班取錄，請以多張支票繳費，例如獲三項興趣班取錄，

分別用三張支票繳費。 

8. 樂器收費詳情請參閱通告(11/上)。 

 

 

校長:                        

(梁靜宜)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筲箕灣官立小學 

有關上學期「小提琴(B)班」取錄通告 

特別通告回條:43(G2)/上 (2019-2020) 

梁校長： 

本人已知悉有關上學期「小提琴(B)班」取錄通告的內容。 

現付上學費 $   924    * 現金 / 支票 (銀行︰            ；支票號碼︰              ) 。 

課餘興趣班下課後，小兒/女的放學方法：* □ 家長接回 / □ 自行回家(只適用於 P.3-6學生) 

學生姓名：                         (      )         家長姓名：                          

班    別：                                          家長簽署：                                          

日    期：                              日間聯絡電話：                      

* 請在適當的□內加上""號。   

 

 



筲箕灣官立小學 
                  電話：2569 2532            傳真：2568 9504                電郵地址：skwgps@edb.gov.hk 

   特別通告：43(H)/上（2019-2020） 

各位家長： 

有關上學期「笛子班」取錄通告 

 

貴子弟_______班______________已獲取錄參加上學期「笛子班」，請於 9月 30日(星期一)帶備

費用回校，並留意中央廣播到禮堂繳交學費。 

為減輕家長的負擔，凡於 2019 年 5 月前成功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或學生資助計劃全額

津貼(全額書簿津貼)之家庭，均可獲學生活動支援津貼資助部分課餘興趣班學費，惟學生的出席率需

達 80%或以上。無論獲批與否，學生都必須先行繳交全期學費，待上學期課程完結後才發還資助。  

課程詳情 上課日期(共 11堂) 上課地點 上課時間 

學費：港幣 924元 

 

付款方式︰ 

 現金 (不設找贖) 

 支票 (支票抬頭：筲箕灣官立小學) 

 

星期六 

10月 12、19、26日 

11月 02、09、16、23日 

12月 07、14日 

01月 11、18日 

 (測驗及考試週沒有課堂) 

1B課室 
上午

9:00-10:00 

課餘興趣班學員及家長注意事項 

1. 學生必須穿著整齊校服或體育服參與課餘興趣班活動。 

2. 請家長妥善保存此通告，並依照本通告之時間表，提醒學生依時上課。 

3. 學生如因病或因事缺席，不會安排補課，家長需致電校務處請假。 

4. 若學生中途退出或缺課，恕不獲退還學費。 

5. 如遇天氣惡劣，教育局宣佈學校停課，有關課餘興趣班亦會停課，補課安排會另行通知。 

6. 學習須持之以恆，請家長從旁鼓勵。如有查詢，可致電 25692532與石麗珍主任或黎曉芯老師聯絡。 

7. 為了方便行政工作，如學生獲多於一項興趣班取錄，請以多張支票繳費，例如獲三項興趣班取錄，

分別用三張支票繳費。 

8. 樂器收費詳情請參閱通告(11/上)。 

 

校長:                        

(梁靜宜)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筲箕灣官立小學 

有關上學期「笛子班」取錄通告 

特別通告回條:43(H)/上 (2019-2020) 

梁校長： 

 

本人已知悉有關上學期「笛子班」取錄通告的內容。 

現付上學費 $   924    * 現金 / 支票 (銀行︰            ；支票號碼︰              )  

課餘興趣班下課後，小兒/女的放學方法：* □ 家長接回 / □ 自行回家(只適用於 P.3-6學生) 

學生姓名：                         (      )         家長姓名：                          

班    別：                                          家長簽署：                                          

日    期：                              日間聯絡電話：                      

* 請在適當的□內加上""號。   

 



筲箕灣官立小學 
                  電話：2569 2532            傳真：2568 9504                電郵地址：skwgps@edb.gov.hk 

   特別通告：43(I)/上（2019-2020） 

各位家長： 

有關上學期「鼓樂班」取錄通告 

 

貴子弟_______班______________已獲取錄參加上學期「鼓樂班」，請於 9月 30日(星期一)帶備

費用回校，並留意中央廣播到禮堂繳交學費。 

為減輕家長的負擔，凡於 2019 年 5 月前成功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或學生資助計劃全額

津貼(全額書簿津貼)之家庭，均可獲學生活動支援津貼資助部分課餘興趣班學費，惟學生的出席率需

達 80%或以上。無論獲批與否，學生都必須先行繳交全期學費，待上學期課程完結後才發還資助。  

課程詳情 上課日期(共 11堂) 上課地點 上課時間 

學費：港幣 924元   

 

付款方式︰ 

 現金 (不設找贖) 

 支票 (支票抬頭：筲箕灣官立小學) 

星期六 

10月 12、19、26日 

11月 02、09、16、23日 

12月 07、14日 

01月 11、18日 

 (測驗及考試週沒有課堂) 

3B課室 
上午

9:00-10:00 

課餘興趣班學員及家長注意事項 

1. 學生必須穿著整齊校服或體育服參與課餘興趣班活動。 

2. 請家長妥善保存此通告，並依照本通告之時間表，提醒學生依時上課。 

3. 學生如因病或因事缺席，不會安排補課，家長需致電校務處請假。 

4. 若學生中途退出或缺課，恕不獲退還學費。 

5. 如遇天氣惡劣，教育局宣佈學校停課，有關課餘興趣班亦會停課，補課安排會另行通知。 

6. 學習須持之以恆，請家長從旁鼓勵。如有查詢，可致電 25692532與石麗珍主任或黎曉芯老師聯絡。 

7. 為了方便行政工作，如學生獲多於一項興趣班取錄，請以多張支票繳費，例如獲三項興趣班取錄，

分別用三張支票繳費。 

8. 樂器收費詳情請參閱通告(11/上)。 

 

 

 

校長:                        

(梁靜宜)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筲箕灣官立小學 

有關上學期「鼓樂班」取錄通告 

特別通告回條:43(I)/上 (2019-2020) 

梁校長： 

 

本人已知悉有關上學期「鼓樂班」取錄通告的內容。 

現付上學費 $   924    * 現金 / 支票 (銀行︰            ；支票號碼︰              )  

課餘興趣班下課後，小兒/女的放學方法：* □ 家長接回 / □ 自行回家(只適用於 P.3-6學生) 

學生姓名：                         (      )         家長姓名：                          

班    別：                                          家長簽署：                                          

日    期：                              日間聯絡電話：                      

* 請在適當的□內加上""號。   



筲箕灣官立小學 
                  電話：2569 2532            傳真：2568 9504                電郵地址：skwgps@edb.gov.hk 

   特別通告：43(J1)/上（2019-2020） 

各位家長： 

有關上學期「古箏(A)班」取錄通告 

 

貴子弟_______班______________已獲取錄參加上學期「古箏(A)班」，請於 9 月 30 日(星期一)

帶備費用回校，並留意中央廣播到禮堂繳交學費。 

為減輕家長的負擔，凡於 2019 年 5 月前成功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或學生資助計劃全額

津貼(全額書簿津貼)之家庭，均可獲學生活動支援津貼資助部分課餘興趣班學費，惟學生的出席率需

達 80%或以上。無論獲批與否，學生都必須先行繳交全期學費，待上學期課程完結後才發還資助。  

課程詳情 上課日期(共 11堂) 上課地點 上課時間 

學費：港幣 924元  

 

付款方式︰ 

 現金 (不設找贖) 

 支票 (支票抬頭：筲箕灣官立小學) 

 

星期六 

10月 12、19、26日 

11月 02、09、16、23日 

12月 07、14日 

01月 11、18日 

 (測驗及考試週沒有課堂) 

二樓 
音樂室 

上午

9:00-10:00 

課餘興趣班學員及家長注意事項 

1. 學生必須穿著整齊校服或體育服參與課餘興趣班活動。 

2. 請家長妥善保存此通告，並依照本通告之時間表，提醒學生依時上課。 

3. 學生如因病或因事缺席，不會安排補課，家長需致電校務處請假。 

4. 若學生中途退出或缺課，恕不獲退還學費。 

5. 如遇天氣惡劣，教育局宣佈學校停課，有關課餘興趣班亦會停課，補課安排會另行通知。 

6. 學習須持之以恆，請家長從旁鼓勵。如有查詢，可致電 25692532與石麗珍主任或黎曉芯老師聯絡。 

7. 為了方便行政工作，如學生獲多於一項興趣班取錄，請以多張支票繳費，例如獲三項興趣班取錄，

分別用三張支票繳費。 

8. 樂器收費詳情請參閱通告(11/上)。 

 

校長:                        

(梁靜宜)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筲箕灣官立小學 

有關上學期「古箏(A)班」取錄通告 

特別通告回條:43(J1)/上 (2019-2020) 

梁校長： 

 

本人已知悉有關上學期「古箏(A)班」取錄通告的內容。 

現付上學費 $   924    * 現金 / 支票 (銀行︰            ；支票號碼︰              )  

課餘興趣班下課後，小兒/女的放學方法：* □ 家長接回 / □ 自行回家(只適用於 P.3-6學生) 

學生姓名：                         (      )         家長姓名：                          

班    別：                                          家長簽署：                                          

日    期：                              日間聯絡電話：                      

* 請在適當的□內加上""號。     

 



筲箕灣官立小學 

                  電話：2569 2532            傳真：2568 9504                電郵地址：skwgps@edb.gov.hk 

   特別通告：43(J2)/上（2019-2020） 

各位家長： 

有關上學期「古箏(B)班」取錄通告 

 

貴子弟_______班______________已獲取錄參加上學期「古箏(B)班」，請於 9 月 30 日(星期一)

帶備費用回校，並留意中央廣播到禮堂繳交學費。 

為減輕家長的負擔，凡於 2019 年 5 月前成功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或學生資助計劃全額

津貼(全額書簿津貼)之家庭，均可獲學生活動支援津貼資助部分課餘興趣班學費，惟學生的出席率需

達 80%或以上。無論獲批與否，學生都必須先行繳交全期學費，待上學期課程完結後才發還資助。  

課程詳情 上課日期(共 11堂) 上課地點 上課時間 

學費：港幣 924元  

 

付款方式︰ 

 現金 (不設找贖) 

 支票 (支票抬頭：筲箕灣官立小學) 

 

星期六 

10月 12、19、26日 

11月 02、09、16、23日 

12月 07、14日 

01月 11、18日 

 (測驗及考試週沒有課堂) 

二樓 
音樂室 

上午

10:00-11:00 

課餘興趣班學員及家長注意事項 

1. 學生必須穿著整齊校服或體育服參與課餘興趣班活動。 

2. 請家長妥善保存此通告，並依照本通告之時間表，提醒學生依時上課。 

3. 學生如因病或因事缺席，不會安排補課，家長需致電校務處請假。 

4. 若學生中途退出或缺課，恕不獲退還學費。 

5. 如遇天氣惡劣，教育局宣佈學校停課，有關課餘興趣班亦會停課，補課安排會另行通知。 

6. 學習須持之以恆，請家長從旁鼓勵。如有查詢，可致電 25692532與石麗珍主任或黎曉芯老師聯絡。 

7. 為了方便行政工作，如學生獲多於一項興趣班取錄，請以多張支票繳費，例如獲三項興趣班取錄，

分別用三張支票繳費。 

8. 樂器收費詳情請參閱通告(11/上)。 

 

校長:                        

(梁靜宜)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筲箕灣官立小學 

有關上學期「古箏(B)班」取錄通告 

特別通告回條:43(J2)/上 (2019-2020) 

梁校長： 

 

本人已知悉有關上學期「古箏(B)班」取錄通告的內容。 

現付上學費 $   924    * 現金 / 支票 (銀行︰            ；支票號碼︰              )  

課餘興趣班下課後，小兒/女的放學方法：* □ 家長接回 / □ 自行回家(只適用於 P.3-6學生) 

學生姓名：                         (      )         家長姓名：                          

班    別：                                          家長簽署：                                          

日    期：                              日間聯絡電話：                      

* 請在適當的□內加上""號。     

 



筲箕灣官立小學 

                  電話：2569 2532            傳真：2568 9504                電郵地址：skwgps@edb.gov.hk 

   特別通告：43(K)/上（2019-2020） 

各位家長： 

有關上學期「藝術體操班」取錄通告 

 

貴子弟_______班______________已獲取錄參加上學期「藝術體操班」，請於 9月 30日(星期一)

帶備費用回校，並留意中央廣播到禮堂繳交學費。 

為減輕家長的負擔，凡於 2019 年 5 月前成功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或學生資助計劃全額

津貼(全額書簿津貼)之家庭，均可獲學生活動支援津貼資助部分課餘興趣班學費，惟學生的出席率需

達 80%或以上。無論獲批與否，學生都必須先行繳交全期學費，待上學期課程完結後才發還資助。  

課程詳情 上課日期(共 11堂) 上課地點 上課時間 

學費：港幣 1237.5元   
 
付款方式︰ 

 現金 (不設找贖) 

 支票 (支票抬頭：筲箕灣官立小學) 

星期六 

10月 12、19、26日 

11月 02、09、16、23日 

12月 07、14日 

01月 11、18日 

 (測驗及考試週沒有課堂) 

地下 
活動室 

上午

10:45-12:15 

課餘興趣班學員及家長注意事項： 

1. 學生必須穿著整齊體育服參與課餘興趣班活動。 

2. 請家長妥善保存此通告，並依照本通告之時間表，提醒學生依時上課。 

3. 學生如因病或因事缺席，不會安排補課，家長需致電校務處請假。 

4. 若學生中途退出或缺課，恕不獲退還學費。 

5. 如遇天氣惡劣，教育局宣佈學校停課，有關課餘興趣班亦會停課，補課安排會另行通知。 

6. 學習須持之以恆，請家長從旁鼓勵。如有查詢，可致電 25692532與石麗珍主任或黎曉芯老師聯絡。 

7. 為了方便行政工作，如學生獲多於一項興趣班取錄，請以多張支票繳費，例如獲三項興趣班取錄， 

分別用三張支票繳費。 

 

校長:                        

(梁靜宜)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筲箕灣官立小學 

有關上學期「藝術體操班」取錄通告 

特別通告回條:43(K)/上 (2019-2020) 

梁校長： 

本人已知悉有關上學期「藝術體操班」取錄通告的內容。 

現付上學費 $   1237.5    * 現金 / 支票 (銀行︰            ；支票號碼︰              )  

課餘興趣班下課後，小兒/女的放學方法：* □ 家長接回 / □ 自行回家(只適用於 P.3-6學生) 

學生姓名：                         (      )         家長姓名：                ____      

班    別：                                          家長簽署：                                          

日    期：                              日間聯絡電話：                      

* 請在適當的□內加上""號。  

 



筲箕灣官立小學 

                  電話：2569 2532            傳真：2568 9504                電郵地址：skwgps@edb.gov.hk 

   特別通告：43(L1)/上（2019-2020） 

各位家長： 

有關上學期「中國民族舞(A)班」取錄通告 

 

貴子弟_______班______________已獲取錄參加上學期「中國民族舞(A)班」，請於 9 月 30日(星

期一)帶備費用回校，並留意中央廣播到禮堂繳交學費。 

為減輕家長的負擔，凡於 2019 年 5 月前成功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或學生資助計劃全額

津貼(全額書簿津貼)之家庭，均可獲學生活動支援津貼資助部分課餘興趣班學費，惟學生的出席率需

達 80%或以上。無論獲批與否，學生都必須先行繳交全期學費，待上學期課程完結後才發還資助。  

課程詳情 上課日期(共 11堂) 上課地點 上課時間 

學費：港幣 880元   

 

付款方式︰ 

 現金 (不設找贖) 

 支票 (支票抬頭：筲箕灣官立小學) 

星期六 

10月 12、19、26日 

11月 02、09、16、23日 

12月 07、14日 

01月 11、18日 

 (測驗及考試週沒有課堂) 

禮堂 
上午

8:30-10:30 

課餘興趣班學員及家長注意事項： 

1. 學生必須穿著整齊體育服參與課餘興趣班活動。 

2. 請家長妥善保存此通告，並依照本通告之時間表，提醒學生依時上課。 

3. 學生如因病或因事缺席，不會安排補課，家長需致電校務處請假。 

4. 若學生中途退出或缺課，恕不獲退還學費。 

5. 如遇天氣惡劣，教育局宣佈學校停課，有關課餘興趣班亦會停課，補課安排會另行通知。 

6. 學習須持之以恆，請家長從旁鼓勵。如有查詢，可致電 25692532與石麗珍主任或黎曉芯老師聯絡。 

7. 為了方便行政工作，如學生獲多於一項興趣班取錄，請以多張支票繳費，例如獲三項興趣班取錄，

分別用三張支票繳費。 

 

校長:                        

(梁靜宜)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筲箕灣官立小學 

有關上學期「中國民族舞(A)班」取錄通告 

特別通告回條:43(L1)/上 (2019-2020) 

梁校長： 

 

本人已知悉有關上學期「中國民族舞(A)班」取錄通告的內容。 

現付上學費 $   880    * 現金 / 支票 (銀行︰            ；支票號碼︰              )  

課餘興趣班下課後，小兒/女的放學方法：* □ 家長接回 / □ 自行回家(只適用於 P.3-6學生) 

學生姓名：                         (      )         家長姓名：                          

班    別：                                          家長簽署：                                          

日    期：                              日間聯絡電話：                      

* 請在適當的□內加上""號。   



筲箕灣官立小學 

                  電話：2569 2532            傳真：2568 9504                電郵地址：skwgps@edb.gov.hk 

   特別通告：43(L2)/上（2019-2020） 

各位家長： 

有關上學期「中國民族舞(B)班」取錄通告 

 

貴子弟_______班______________已獲取錄參加上學期「中國民族舞(B)班」，請於 9 月 30日(星

期一)帶備費用回校，並留意中央廣播到禮堂繳交學費。 

為減輕家長的負擔，凡於 2019 年 5 月前成功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或學生資助計劃全額

津貼(全額書簿津貼)之家庭，均可獲學生活動支援津貼資助部分課餘興趣班學費，惟學生的出席率需

達 80%或以上。無論獲批與否，學生都必須先行繳交全期學費，待上學期課程完結後才發還資助。  

課程詳情 上課日期(共 11堂) 上課地點 上課時間 

學費：港幣 880元   

 

付款方式︰ 

 現金 (不設找贖) 

 支票 (支票抬頭：筲箕灣官立小學) 

星期六 

10月 12、19、26日 

11月 02、09、16、23日 

12月 07、14日 

01月 11、18日 

 (測驗及考試週沒有課堂) 

地下 
活動室 
或 

音樂室 

上午

8:30-10:30 

課餘興趣班學員及家長注意事項： 

1. 學生必須穿著整齊體育服參與課餘興趣班活動。 

2. 請家長妥善保存此通告，並依照本通告之時間表，提醒學生依時上課。 

3. 學生如因病或因事缺席，不會安排補課，家長需致電校務處請假。 

4. 若學生中途退出或缺課，恕不獲退還學費。 

5. 如遇天氣惡劣，教育局宣佈學校停課，有關課餘興趣班亦會停課，補課安排會另行通知。 

6. 學習須持之以恆，請家長從旁鼓勵。如有查詢，可致電 25692532與石麗珍主任或黎曉芯老師聯絡。 

7. 為了方便行政工作，如學生獲多於一項興趣班取錄，請以多張支票繳費，例如獲三項興趣班取錄，

分別用三張支票繳費。 

 

校長:                        

(梁靜宜)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筲箕灣官立小學 

有關上學期「中國民族舞(B)班」取錄通告 

特別通告回條:43(L2)/上 (2019-2020) 

梁校長： 

 

本人已知悉有關上學期「中國民族舞(B)班」取錄通告的內容。 

現付上學費 $   880    * 現金 / 支票 (銀行︰            ；支票號碼︰              )  

課餘興趣班下課後，小兒/女的放學方法：* □ 家長接回 / □ 自行回家(只適用於 P.3-6學生) 

學生姓名：                         (      )         家長姓名：                          

班    別：                                          家長簽署：                                          

日    期：                              日間聯絡電話：                      

* 請在適當的□內加上""號。   



筲箕灣官立小學 

                  電話：2569 2532            傳真：2568 9504                電郵地址：skwgps@edb.gov.hk 

   特別通告：43(M1)/上（2019-2020） 

各位家長： 

有關上學期「油畫(A)班」取錄通告 

 

貴子弟_______班______________已獲取錄參加上學期「油畫(A)班」，請於 9 月 30 日(星期一)

帶備費用回校，並留意中央廣播到禮堂繳交學費。 

為減輕家長的負擔，凡於 2019 年 5 月前成功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或學生資助計劃全額

津貼(全額書簿津貼)之家庭，均可獲學生活動支援津貼資助部分課餘興趣班學費，惟學生的出席率需

達 80%或以上。無論獲批與否，學生都必須先行繳交全期學費，待上學期課程完結後才發還資助。  

課程詳情 上課日期(共 11堂) 上課地點 上課時間 

學費：港幣 858元   
 
付款方式︰ 

 現金 (不設找贖) 

 支票 (支票抬頭：筲箕灣官立小學) 

星期六 

10月 12、19、26日 

11月 02、09、16、23日 

12月 07、14日 

01月 11、18日 

 (測驗及考試週沒有課堂) 

三樓 
視藝室 

上午

9:00-10:30 

課餘興趣班學員及家長注意事項： 

1. 學生必須穿著整齊校服或體育服參與課餘興趣班活動。 

2. 請家長妥善保存此通告，並依照本通告之時間表，提醒學生依時上課。 

3. 學生如因病或因事缺席，不會安排補課，家長需致電校務處請假。 

4. 若學生中途退出或缺課，恕不獲退還學費。 

5. 如遇天氣惡劣，教育局宣佈學校停課，有關課餘興趣班亦會停課，補課安排會另行通知。 

6. 學習須持之以恆，請家長從旁鼓勵。如有查詢，可致電 25692532與石麗珍主任或黎曉芯老師聯絡。 

7. 為了方便行政工作，如學生獲多於一項興趣班取錄，請以多張支票繳費，例如獲三項興趣班取錄， 

分別用三張支票繳費。 

 

 

校長:                        

(梁靜宜)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筲箕灣官立小學 

有關上學期「油畫(A)班」取錄通告 

特別通告回條:43(M1)/上 (2019-2020) 

梁校長： 

本人已知悉有關上學期「油畫(A)班」取錄通告的內容。 

現付上學費 $   858    * 現金 / 支票 (銀行︰            ；支票號碼︰              )  

課餘興趣班下課後，小兒/女的放學方法：* □ 家長接回 / □ 自行回家(只適用於 P.3-6學生) 

學生姓名：                         (      )         家長姓名：                          

班    別：                                          家長簽署：                                          

日    期：                              日間聯絡電話：                      

* 請在適當的□內加上""號。  



筲箕灣官立小學 

                  電話：2569 2532            傳真：2568 9504                電郵地址：skwgps@edb.gov.hk 

   特別通告：43(M2)/上（2019-2020） 

各位家長： 

有關上學期「油畫(B)班」取錄通告 

 

貴子弟_______班______________已獲取錄參加上學期「油畫(B)班」，請於 9 月 30 日(星期一)

帶備費用回校，並留意中央廣播到禮堂繳交學費。 

為減輕家長的負擔，凡於 2019 年 5 月前成功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或學生資助計劃全額

津貼(全額書簿津貼)之家庭，均可獲學生活動支援津貼資助部分課餘興趣班學費，惟學生的出席率需

達 80%或以上。無論獲批與否，學生都必須先行繳交全期學費，待上學期課程完結後才發還資助。  

課程詳情 上課日期(共 11堂) 上課地點 上課時間 

學費：港幣 858元   
 
付款方式︰ 

 現金 (不設找贖) 

 支票 (支票抬頭：筲箕灣官立小學) 

星期六 

10月 12、19、26日 

11月 02、09、16、23日 

12月 07、14日 

01月 11、18日 

 (測驗及考試週沒有課堂) 

三樓 
視藝室 

上午

10:30-12:00 

課餘興趣班學員及家長注意事項： 

1. 學生必須穿著整齊校服或體育服參與課餘興趣班活動。 

2. 請家長妥善保存此通告，並依照本通告之時間表，提醒學生依時上課。 

3. 學生如因病或因事缺席，不會安排補課，家長需致電校務處請假。 

4. 若學生中途退出或缺課，恕不獲退還學費。 

5. 如遇天氣惡劣，教育局宣佈學校停課，有關課餘興趣班亦會停課，補課安排會另行通知。 

6. 學習須持之以恆，請家長從旁鼓勵。如有查詢，可致電 25692532與石麗珍主任或黎曉芯老師聯絡。 

7. 為了方便行政工作，如學生獲多於一項興趣班取錄，請以多張支票繳費，例如獲三項興趣班取錄， 

分別用三張支票繳費。 

 

 

校長:                        

(梁靜宜)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筲箕灣官立小學 

有關上學期「油畫(B)班」取錄通告 

特別通告回條:43(M2)/上 (2019-2020) 

梁校長： 

本人已知悉有關上學期「油畫(B)班」取錄通告的內容。 

現付上學費 $   858    * 現金 / 支票 (銀行︰            ；支票號碼︰              )  

課餘興趣班下課後，小兒/女的放學方法：* □ 家長接回 / □ 自行回家(只適用於 P.3-6學生) 

學生姓名：                         (      )         家長姓名：                ____      

班    別：                                          家長簽署：                                          

日    期：                              日間聯絡電話：                      

* 請在適當的□內加上""號。  



筲箕灣官立小學 

                  電話：2569 2532            傳真：2568 9504                電郵地址：skwgps@edb.gov.hk 

   特別通告：43(M3)/上（2019-2020） 

各位家長： 

有關上學期「油畫(C)班」取錄通告 

 

貴子弟_______班______________已獲取錄參加上學期「油畫(C)班」，請於 9 月 30 日(星期一)

帶備費用回校，並留意中央廣播到禮堂繳交學費。 

為減輕家長的負擔，凡於 2019 年 5 月前成功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或學生資助計劃全額

津貼(全額書簿津貼)之家庭，均可獲學生活動支援津貼資助部分課餘興趣班學費，惟學生的出席率需

達 80%或以上。無論獲批與否，學生都必須先行繳交全期學費，待上學期課程完結後才發還資助。  

課程詳情 上課日期(共 11堂) 上課地點 上課時間 

學費：港幣 858元   
 
付款方式︰ 

 現金 (不設找贖) 

 支票 (支票抬頭：筲箕灣官立小學) 

星期六 

10月 12、19、26日 

11月 02、09、16、23日 

12月 07、14日 

01月 11、18日 

 (測驗及考試週沒有課堂) 

5A 課室 
上午

10:30-12:00 

課餘興趣班學員及家長注意事項： 

1. 學生必須穿著整齊校服或體育服參與課餘興趣班活動。 

2. 請家長妥善保存此通告，並依照本通告之時間表，提醒學生依時上課。 

3. 學生如因病或因事缺席，不會安排補課，家長需致電校務處請假。 

4. 若學生中途退出或缺課，恕不獲退還學費。 

5. 如遇天氣惡劣，教育局宣佈學校停課，有關課餘興趣班亦會停課，補課安排會另行通知。 

6. 學習須持之以恆，請家長從旁鼓勵。如有查詢，可致電 25692532與石麗珍主任或黎曉芯老師聯絡。 

7. 為了方便行政工作，如學生獲多於一項興趣班取錄，請以多張支票繳費，例如獲三項興趣班取錄， 

分別用三張支票繳費。 

 

 

校長:                        

(梁靜宜)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筲箕灣官立小學 

有關上學期「油畫(C)班」取錄通告 

特別通告回條:43(M3)/上 (2019-2020) 

梁校長： 

本人已知悉有關上學期「油畫(C)班」取錄通告的內容。 

現付上學費 $   858    * 現金 / 支票 (銀行︰            ；支票號碼︰              )  

課餘興趣班下課後，小兒/女的放學方法：* □ 家長接回 / □ 自行回家(只適用於 P.3-6學生) 

學生姓名：                         (      )         家長姓名：                ____      

班    別：                                          家長簽署：                                          

日    期：                              日間聯絡電話：                      

* 請在適當的□內加上""號。  

 



筲箕灣官立小學 

                  電話：2569 2532            傳真：2568 9504                電郵地址：skwgps@edb.gov.hk 

   特別通告：43(A3)/上（2019-2020） 

各位家長： 

有關上學期「乒乓球(C)班」取錄通告 

 

貴子弟_______班______________已獲取錄參加上學期「乒乓球(C)班」，請於 9 月 30日(星期一)

帶備費用回校，並留意中央廣播到禮堂繳交學費。 

為減輕家長的負擔，凡於 2019 年 5 月前成功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或學生資助計劃全額

津貼(全額書簿津貼)之家庭，均可獲學生活動支援津貼資助部分課餘興趣班學費，惟學生的出席率需

達 80%或以上。無論獲批與否，學生都必須先行繳交全期學費，待上學期課程完結後才發還資助。  

課程詳情 上課日期(共 11堂) 上課地點 上課時間 

學費：港幣 440元   
 
付款方式︰ 

 現金 (不設找贖) 

 支票 (支票抬頭：筲箕灣官立小學) 

星期六 

10月 12、19、26日 

11月 02、09、16、23日 

12月 07、14日 

01月 11、18日 

 (測驗及考試週沒有課堂) 

禮堂 
上午

11:20-12:20 

課餘興趣班學員及家長注意事項： 

1. 學生必須穿著整齊體育服參與課餘興趣班活動。 

2. 請家長妥善保存此通告，並依照本通告之時間表，提醒學生依時上課。 

3. 學生如因病或因事缺席，不會安排補課，家長需致電校務處請假。 

4. 若學生中途退出或缺課，恕不獲退還學費。 

5. 如遇天氣惡劣，教育局宣佈學校停課，有關課餘興趣班亦會停課，補課安排會另行通知。 

6. 學習須持之以恆，請家長從旁鼓勵。如有查詢，可致電 25692532與石麗珍主任或黎曉芯老師聯絡。 

7. 為了方便行政工作，如學生獲多於一項興趣班取錄，請以多張支票繳費，例如獲三項興趣班取錄， 

分別用三張支票繳費。 

 

校長:                        

(梁靜宜)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筲箕灣官立小學 

有關上學期「乒乓球(C)班」取錄通告 

特別通告回條:43(A3)/上 (2019-2020) 

梁校長： 

本人已知悉有關上學期「乒乓球(C)班」取錄通告的內容。 

現付上學費 $   440    * 現金 / 支票 (銀行︰            ；支票號碼︰              )  

課餘興趣班下課後，小兒/女的放學方法：* □ 家長接回 / □ 自行回家(只適用於 P.3-6學生) 

學生姓名：                         (      )         家長姓名：                         

班    別：                                          家長簽署：                                          

日    期：                              日間聯絡電話：                      

* 請在適當的□內加上""號。       



筲箕灣官立小學 
                  電話：2569 2532            傳真：2568 9504                電郵地址：skwgps@edb.gov.hk 

   特別通告：43(G3)/上（2019-2020） 

各位家長： 

有關上學期「小提琴(C)班」取錄通告 

 

貴子弟_______班______________已獲取錄參加上學期「小提琴(C)班」，請於 9 月 30日(星期一)

帶備費用回校，並留意中央廣播到禮堂繳交學費。 

為減輕家長的負擔，凡於 2019 年 5 月前成功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或學生資助計劃全額

津貼(全額書簿津貼)之家庭，均可獲學生活動支援津貼資助部分課餘興趣班學費，惟學生的出席率需

達 80%或以上。無論獲批與否，學生都必須先行繳交全期學費，待上學期課程完結後才發還資助。  

課程詳情 上課日期(共 11堂) 上課地點 上課時間 

學費：港幣 924元  

 

付款方式︰ 

 現金 (不設找贖) 

 支票 (支票抬頭：筲箕灣官立小學) 

星期六 

10月 12、19、26日 

11月 02、09、16、23日 

12月 07、14日 

01月 11、18日 

(測驗及考試週沒有課堂) 

1D 課室 
上午

11:00-12:00 

課餘興趣班學員及家長注意事項 

1. 學生必須穿著整齊校服或體育服參與課餘興趣班活動。 

2. 請家長妥善保存此通告，並依照本通告之時間表，提醒學生依時上課。 

3. 學生如因病或因事缺席，不會安排補課，家長需致電校務處請假。 

4. 若學生中途退出或缺課，恕不獲退還學費。 

5. 如遇天氣惡劣，教育局宣佈學校停課，有關課餘興趣班亦會停課，補課安排會另行通知。 

6. 學習須持之以恆，請家長從旁鼓勵。如有查詢，可致電 25692532與石麗珍主任或黎曉芯老師聯絡。 

7. 為了方便行政工作，如學生獲多於一項興趣班取錄，請以多張支票繳費，例如獲三項興趣班取錄，

分別用三張支票繳費。 

8. 樂器收費詳情請參閱通告(11/上)。 

 

 

校長:                        

(梁靜宜)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筲箕灣官立小學 

有關上學期「小提琴(C)班」取錄通告 

特別通告回條:43(G3)/上 (2019-2020) 

梁校長： 

本人已知悉有關上學期「小提琴(C)班」取錄通告的內容。 

現付上學費 $   924    * 現金 / 支票 (銀行︰            ；支票號碼︰              ) 。 

課餘興趣班下課後，小兒/女的放學方法：* □ 家長接回 / □ 自行回家(只適用於 P.3-6學生) 

學生姓名：                         (      )         家長姓名：                          

班    別：                                          家長簽署：                                          

日    期：                              日間聯絡電話：                      

* 請在適當的□內加上""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