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Y.L.P.M.S. Alumni Association Primary School          
    地址：元朗公園北路 2號     電話：2475 0328     傳真：2474 7289 

電郵地址：info@ylaps.edu.hk  學校網址：http://www.ylaps.edu.hk 

2019～2020年度多元智能活動選項報名通告    ECA001/2019 
各位家長： 

新學期又開始了，同學們都開開心心地回到學校上課。學校一向著重學生全面及均衡

的發展，除一般課堂學習外，更鼓勵同學們積極地參加課外活動，發展「一人一藝」，培養

學生的多元智能。學校已設計各種多元化的課外活動，共分為「藝術教育」及「課外活動」

兩大範疇，透過參與活動過程中，讓學生認識及培養正面的「生命觀」和「價值觀」。為使

學習與活動取得平衡，校方建議學生在每一學期在兩範疇中挑選 2至 3 個活動，家長須留

意子女之能力及温習時間，在不影響學業情況下鼓勵子女參加。9月份先推出以下活動，

請於 9 月 5 日(星期四)或之前填交附頁之「多元智能活動選項報名表」，請家長多支持及鼓

勵子女參加。 

備註： 

1. 家長欲參閱各活動通告之詳細內容，可瀏覽本校網頁 http://www.ylaps.edu.hk 或致電

本校向負責老師查詢活動詳情。 

2. 所有課外活動收費將於學生 PPS 電子繳費戶口扣除，請  貴家長自行計算參與活動所需

費用，連同上學期綜合交費全數增值，於 10月 4日前在戶口內存入有關款項，以省卻

「行政費」。(週六「多元數學思維培訓班」及「奧林匹克數學培訓課程」除外，費用直

接交給有關機構。)  

3. 「多元智能活動選項報名表」請於 9 月 5日或之前交給班主任，已全級派發的通告不用

在報名表上填寫。 

4. 家長填寫活動回條時請留意活動日期及時間，請勿申請同一時間的活動。 

5. 下表資料只屬初步整理，部份內容和時間或有修改，一切以負責老師最後通知為準。 

6. 每年學校皆會挑選學生參加學校朗誦節比賽，由於老師人手有限，未能讓各學生參加。

各家長如有興趣自行訓練  貴子弟參加比賽，學校可代為報名，但請在比賽當天自行帶

領  貴子弟前往比賽場地。報名表及誦材可向科主仼索取，每一單項報名費為$135，遞

交報名表截止日期為 9 月 10日，並請於 10 月 4 日前在學生 PPS 電子繳費戶口內存入有

關款項。詳情可向胡偉英老師查詢。 

7. **獲得書簿津貼全額或綜援家庭，可申請參加「學生活動支援津貼」或「課後學習支援

計劃」以津助參加課外活動。每位學生每學期最多可申請 2項課外活動津貼，每項津貼

上限為$300(*學生出席率必須達 80%，否則需補回活動津貼)，餘額需由家長自行支付。 

如有任何疑問，可聯絡梁桂儀主任或活動負責老師。 

 

多元智能發展組啟 

3-9-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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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教育活動選項 】 

 編號 活動名稱 學生 統籌老師 活動時間 學費 

星
期
一 

ART001 英語戲劇 P.2-6 周麗盈 週一 3:20-4:50 $1300(全年 20堂) 

ART002 陶藝班 P.3-6 劉宏達 週一 3:15-4:30 材料費$220 

ART003 普通話才藝班 P.2-6(由老師挑選) 胡偉英 週一 3:15-4:30 全免 

星
期
二 

ART004 拉丁舞中班 P.1-6 鄺凱欣 週二 3:15-4:15 $550 (10堂) 

ART005 拉丁舞高班 P.3-6（只限舊生） 鄺凱欣 週二 4:15-5:15 $550 (10堂) 

星
期
三 

ART006 中文戲劇班 P.3-6 潘迪恩 週三 3:10-4:30 
$595 (8堂) 

（包括額外訓練 2堂） 

ART007 
夏威夷小結他初班 

(新生) 
P.2-4 林康婷 週三 3:15-4:15 

$572 (11堂) 

(教材費詳情見通告) 

ART008 
夏威夷小結他高班 

(舊生) 
（只限舊生） 林康婷 週三 4:15-5:15 

$572 (11堂) 

(教材費詳情見通告) 

ART009 素描班 P.4-6(由老師挑選) 謝琬琳 週三 3:30-4:30 全免 

ART0010a 流行樂器班(爵士鼓) P.4-6 梁宇薇 週三 3:15-4:15 
$550(10堂) 

(樂器由學校提供) 

ART010b 流行樂器班（電結他) P.4-6 梁宇薇 週三 3:15-4:15 
$550(10堂) 

(樂器由學校提供) 

ART011a 

新「童樂管弦樂團發

展計劃」（管樂：長

笛、單簧管、色士風、

小號）初班 (新生) 

P.3-6 梁宇薇 週三 3:15-4:15 

全免（全年 25堂） 

（獲全方位學習 

津貼資助） 

*借用/租用/購買樂器

另見通告附件 

ART011b 

新「童樂管弦樂團發

展計劃」（管樂：長

笛、單簧管、色士風）

高班 (舊生) 

（只限舊生） 梁宇薇 週三 4:15-5:15 

全免（全年 25堂） 
（獲全方位學習 

津貼資助） 

*借用/租用/購買樂器

另見通告附件 

星
期
四 

ART012 
Little Choir Angels 

(新生) 

P.1-3 

(經選拔，由老師派

發通告) 

陳甯萱 週四 3:15-5:00 全免 

ART013 
Little Choir Angels 

(舊生) 
P.2-3(只限舊生) 陳甯萱 週四 3:15-5:00 全免 

ART014 Choir Angels (新生) 

P.4-6 

(經選拔，由老師派

發通告) 

李倩 週四 3:15-5:00 全免 

ART015 Choir Angels (舊生) P.4-6(只限舊生) 李倩 週四 3:15-5:00 全免 

ART016 國畫班 P.1-6 鍾容娥 週四 3:15-4:30 

舊生$550 新生$650  

(10堂) 

（新生包括材料費

$100） 

ART017 拉丁舞初班 P.1-6 鄺凱欣 週四 3:15-4:15 $550 (10堂) 

星
期
五 

ART018 西畫初班 P.1-3 廖慧芯 週五 1:15-2:30 
$550 (10堂)  

（另加材料費$40） 

ART019 西畫高班 P.4-6 廖慧芯 週五 1:15-2:30 
$550 (10堂)  

（另加材料費$50） 



ART020 

新「童樂管弦樂團發

展計劃」（弦樂：小提

琴、大提琴） 

初班 (新生) 

P.2-5 

 
梁宇薇 週五 1:30-2:30 

全免（全年 22堂） 

（獲全方位學習 

津貼資助） 
*借用/租用/購買樂器

另見通告附件 

ART021 

新「童樂管弦樂團發

展計劃」（弦樂：小提

琴、大提琴） 

高班(舊生) 

（只限舊生） 梁宇薇 週五 1:30-2:30 

全免（全年 22堂） 

（獲全方位學習 

津貼資助） 

*借用/租用/購買樂器

另見通告附件 

ART022 
鼓樂班（非洲鼓、木箱

鼓）(初班或新生) 
P.1-3 梁宇薇 週五 1:30-2:30 

$450(9堂) 

(樂器由學校提供) 

ART022 
Impact鼓樂團（非洲

鼓、木箱鼓）(舊生) 

（只限舊生） 

(經選拔，由老師派

發通告) 

梁宇薇 週五 2:30-3:30 
$450(9堂) 

(樂器由學校提供) 

ART023 中國舞初班 
P.1-2 

(P.1全級女生派發) 
陳智慧 週五 1:35-3:05 $453 (11堂) 

ART024 中國舞高班 P.3-6(只限舊生) 陳智慧 週五 3:05-4:35 $325 (13堂) 

【 課外活動選項 】 

 編號 活動名稱 學   生 統籌老師 活動時間 收費 

星 

期 

一 

ECA002 足球種子校隊訓練 P.1-3 

(由老師挑選) 

李冠龍 週一、三 3:30-5:00 

 
$630(18堂) 

校隊校衣$110 

ECA003 排球訓練班 P.4-6 鄧浩源 週一、三 3:30-5:30 $1020 (17堂) 
 

ECA004 習泳班 P.2-3 鄧浩源 
鄧兆康 

週一及週二
4:00-5:00 

$360 (6堂) 

ECA005 奧數拔尖訓練班 P.4 
(由老師挑選) 

蔡子烯 
 

週一3:15-4:30 全免 

ECA006 奧數拔尖訓練班 P.5 
(由老師挑選) 

陳志剛 
 

週一3:15-4:30 全免 

ECA007 奧數拔尖訓練班 P.6 
(由老師挑選) 

陳志剛 
 

週一3:15-4:30 全免 

星 

期 

二 

ECA008A 

ECA008B 

中文辯論班(P.5) 
中文辯論班(P.6) 

P.5-6 

(由老師挑選) 

潘廸恩 週二 3:15-4:15 全免 

ECA009 小型網球班 P.1-4 李嘉輝 週二3:30-5:00 $607.5 (9堂) 

ECA010 足球訓練班 P.1-6 李嘉輝 週二 3:30-5:00 
週六 11:30-1:00 

$560 (14堂) 

ECA011 跆拳道班 P.1-6 招妙賢 週二 3:15-4:45 $405 (9堂) 

ECA012 mBot機械人訓練班 P.3-4 徐璟昕 週二 3:15-4:45 $320 (8堂)  

星 

期 

三 

ECA013 羽毛球校隊訓練班 
(第一期) 

(由老師挑選) 胡嘉海 週三 2:10-4:00 $1080 (12堂) 

ECA014 田徑隊 (由老師挑選) 李冠龍 
李嘉輝 

週三 2:10-5:00 
週六 9:00-11:00 

$385 (14堂) 

ECA015 乒乓球訓練班 P.2-6 李冠龍 週三 3:30-5:00 
校隊加時訓練 
5:00-6:00 

$495 (11堂) 

ECA016 micro:bit 機械人訓
練班 

P.5-6 趙必南 週三 3:15-4:45 $400 (10堂)  

星 

期 

四 

ECA017 足球校隊訓練班 (由老師挑選) 李冠龍 週四 3:15-4:45 
周六 9:00-11:00 

全免 

ECA018 故事劇場訓練班 P.4-6 陳慧盈 週四 3:15-4:15 全免 



星 

期 

五 

ECA019 羽毛球訓練班 
(第一期) 

P.1-6 
(P.1全級派發) 

胡嘉海 
李世民 

週五 1:00-3:00 $1040 (13堂) 

ECA020 游泳訓練班 (由老師挑選) 鄧浩源 
鄧兆康 

週五 2:00-3:00 $120 (4堂) 

ECA021 學生大使培訓班 (由老師挑選) 
(舊生+新生) 

鄭海燕 
施安乃 

週五 1:45-2:45 全免 

星 

期 

六 

ECA022 多元數學思維培訓班 P.1-3 
(P.1全級派發) 

李倩 週六 
P.1：09:00-10:00 
P.3：10:15-11:15 
P.2：11:30-12:30 

$480 (10堂) 
現金或支票直接交

有關機構 

ECA023 奧林匹克數學培訓課
程 

P.4-6 李倩 週六 
P.5-6：11:30-12:30 
P.4 ：10:15-11:15 

$480 (10堂) 
現金或支票直接交

有關機構 
ECA024 劍橋英語班 P.1-4 

(P.1全級派發) 
黎國威 

 
週六 9:00-10:00       

10:15-11:15 
     11:30-12:30 

StartersA $1440 
StartersB $1440 
Movers    $1510 

(15堂連教材費及考
試費) 

ECA025 Lego Wedo 2.0機械人
訓練班 

P.1-2 黃文旭 週六 9:00-10:30 
 

$272 (8堂)  

課

餘 

ECA026 升旗隊訓練班 P.4-6 

(由老師挑選) 

鄧兆康 

劉鵬樂 

課餘 全免 

ECA027 公益少年團 P.4-6 馬曉霞 課餘 全免 

ECA028 少年警訊 P.3-6 潘家俊 課餘 全免 

 稍後派發通告 
  籃球訓練班 A 

籃球訓練班 B 
P.1-6 文嘉慧 週一 3:15-4:45 

週六 9:00-10:30 

待定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2019～2020多元智能活動選項報名表      ECA001/2019 

敬覆者： 

    本人欲為敝子弟          班學生            (    )索取以下活動通告，意願排列 

如下：(*請留意活動日期及時間，請勿申請同一時間的活動。) 

1.編號 ART(     ) / ECA(     )  活動名稱：                     

2.編號 ART(     ) / ECA(     )  活動名稱：                     

3.編號 ART(     ) / ECA(     )  活動名稱：                     

請派發有關通告予敝子弟，以便報名參加。 

此致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家長或監護人簽署：                   

                     家長或監護人姓名：                   

                                                 聯絡電話：                   

    日  期：                   

註：回條請於 5/9(星期四)或之前交給班主任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2019～2020多元智能活動選項報名表      ECA001/2019 

敬覆者： 

    本人欲為敝子弟          班學生            (    )索取以下活動通告，意願排列 

如下：(*請留意活動日期及時間，請勿申請同一時間的活動。) 

1.編號 ART(     ) / ECA(     )  活動名稱：                     

2.編號 ART(     ) / ECA(     )  活動名稱：                     

3.編號 ART(     ) / ECA(     )  活動名稱：                     

請派發有關通告予敝子弟，以便報名參加。 

此致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家長或監護人簽署：                   

                     家長或監護人姓名：                   

                                                 聯絡電話：                   

    日  期：                   

註：回條請於 5/9(星期四)或之前交給班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