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獲抽籤取錄之學生請留意：  

家長/學生必須帶同本中心之學生證於

9 月 10 日(二)至 9 月 15 日(日)親身到本

中心 向職員辦理確認手續及領取確認

回條（確認回條已列明課程名稱、上課

日期及時間，供家長/學生作記錄），方

可成功取錄。  

 

本中心開放時間為： 

星期日及星期一 

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  

星期二至星期六 

上午九時至下午九時  

(公眾假期除外) 

9 月 13 日(五)下午一時後休息 

9 月 14 日(六)全天休息 

 

如有任何問題，請致電 2866 9984 查詢。  

敬請家長留意！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2019 秋季(9 月- 11 月) 

獲取錄學生或學生家長必須於 9 月 10 日(二) 至 9 月 15 日(日) 到大角咀

中心出示學生證向中心職員領取課程時間表，才能視為成功取錄 

9 月 13 日(五)下午一時後休息，9 月 14 日(六)全天休息 
 

中心保留最後修改之權利 

TKT004 跆拳道班 

日期 :22/9- 24/11  逢星期日 3:00 p.m. - 5:00 p.m. 

*學生請每堂穿著輕便運動服飾*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確認 Remark 

TKS0524 林煒舜   

TKS1307 梁鈺彤   

TKS1388 甘偉強   

TKS1389 顧仕堅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2019 秋季(9 月- 11 月) 

獲取錄學生或學生家長必須於 9 月 10 日(二) 至 9 月 15 日(日) 到大角咀

中心出示學生證向中心職員領取課程時間表，才能視為成功取錄 

9 月 13 日(五)下午一時後休息，9 月 14 日(六)全天休息 
 

中心保留最後修改之權利 

 

TKT180 管樂班 

日期 :22/9- 24/11  逢星期日 12:00 p.m. - 2:30 p.m. 

導師會於上課前安排與學生及家長先進行會面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確認 Remark 

TKS0411 王景聰   

TKS1349 陳曉羿   

TKS0529 譚銘權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2019 秋季(9 月- 11 月) 

獲取錄學生或學生家長必須於 9 月 10 日(二) 至 9 月 15 日(日) 到大角咀

中心出示學生證向中心職員領取課程時間表，才能視為成功取錄 

9 月 13 日(五)下午一時後休息，9 月 14 日(六)全天休息 
 

中心保留最後修改之權利 

 

TKT371 拉丁舞班 

日期 : 19/9- 21/11  逢星期四 5:00 p.m. - 6:00 p.m. 

*學生請每堂穿著輕便運動服飾，中心稍後時間會借出拉丁舞鞋，

請提供腳長 CM*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確認 Remark 

TKS1251 陳均濠   

TKS1400 何俊   

TKS1374 陳潔箎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2019 秋季(9 月- 11 月) 

獲取錄學生或學生家長必須於 9 月 10 日(二) 至 9 月 15 日(日) 到大角咀

中心出示學生證向中心職員領取課程時間表，才能視為成功取錄 

9 月 13 日(五)下午一時後休息，9 月 14 日(六)全天休息 
 

中心保留最後修改之權利 

 

TKT423 中文故事班 

日期 : 19/9- 7/11  逢星期四 2:30 p.m. - 3:30 p.m.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確認 Remark 

TKS0744 謝幗姿   

TKS1365 梁子莹   

TKS0755 楊浠璐   

TKS1377 陳奕希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2019 秋季(9 月- 11 月) 

獲取錄學生或學生家長必須於 9 月 10 日(二) 至 9 月 15 日(日) 到大角咀

中心出示學生證向中心職員領取課程時間表，才能視為成功取錄 

9 月 13 日(五)下午一時後休息，9 月 14 日(六)全天休息 
 

中心保留最後修改之權利 

 

 

TKT424 奧林匹克數學班 

日期 : 17/9- 19/11  逢星期二 5:30 p.m. - 6:30 p.m.  

(10 月 1 日暫停)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確認 Remark 

TKS0043 
谷旻憙   

TKS0347 
譚淑盈   

TKS0458 
麥嘉瑶   

TKS0567 
關曉嵐   

TKS0575 
余梓欣   

TKS0669 
羅櫻桐   

TKS0715 
吳錦玲   

TKS0791 
何詠晴   

TKS1355 
陳淑兒   

TKS1399 
何丞樂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2019 秋季(9 月- 11 月) 

獲取錄學生或學生家長必須於 9 月 10 日(二) 至 9 月 15 日(日) 到大角咀

中心出示學生證向中心職員領取課程時間表，才能視為成功取錄 

9 月 13 日(五)下午一時後休息，9 月 14 日(六)全天休息 
 

中心保留最後修改之權利 

 

 

TKT425 數學班 A 班 (小六數學班) 

*原名為(升中預備班)* 

日期 : 29/9 - 17/11 逢星期日 2:30p.m. – 3:30p.m. 

(上課日期有所更改，敬請家長留意！)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確認 Remark 

TKS0184 張琳欣   

TKS0213 陳子璐   

TKS0611 謝智浩   

TKS0715 吳錦玲   

TKS0805 林嘉慧   

TKS1221 
喻梓洋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2019 秋季(9 月- 11 月) 

獲取錄學生或學生家長必須於 9 月 10 日(二) 至 9 月 15 日(日) 到大角咀

中心出示學生證向中心職員領取課程時間表，才能視為成功取錄 

9 月 13 日(五)下午一時後休息，9 月 14 日(六)全天休息 
 

中心保留最後修改之權利 

 

 

TKT426 數學班 B 班(升中預備班) 

日期 : 29/9 - 17/11 逢星期日 3:30p.m. – 4:45p.m. 

(上課日期有所更改，敬請家長留意！)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確認 Remark 

TKS0009 阮君豪   

TKS0143 彭婧怡   

TKS0354 譚皓富   

TKS0411 王景聰   

TKS0527 洪穎麟   

TKS0715 吳錦玲   

TKS0812 鄧寶怡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2019 秋季(9 月- 11 月) 

獲取錄學生或學生家長必須於 9 月 10 日(二) 至 9 月 15 日(日) 到大角咀

中心出示學生證向中心職員領取課程時間表，才能視為成功取錄 

9 月 13 日(五)下午一時後休息，9 月 14 日(六)全天休息 
 

中心保留最後修改之權利 

TKT427 兒童體適能班(初階) 

日期 : 25/9- 20/11  逢星期三 2:00 p.m. - 3:00 p.m. 

(上課日期有所更改，敬請家長留意！) 

*學生請每堂穿著輕便運動服飾*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確認 Remark 

TKS1345 鍾芷睿   

TKS1365 梁子莹   

TKS1378 陳奕江   

TKS1401 李佑焜   

TKS1406 陳銘浩   

TKS1357 楊嘉熙   

TKS1377 陳奕希   

TKS1387 徐曉燕   

TKS1403 楊家樂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2019 秋季(9 月- 11 月) 

獲取錄學生或學生家長必須於 9 月 10 日(二) 至 9 月 15 日(日) 到大角咀

中心出示學生證向中心職員領取課程時間表，才能視為成功取錄 

9 月 13 日(五)下午一時後休息，9 月 14 日(六)全天休息 
 

中心保留最後修改之權利 

TKT428 兒童體適能班(進階) 

日期 : 25/9- 20/11  逢星期三 3:00 p.m. - 4:00 p.m. 

(上課日期有所更改，敬請家長留意！) 

*學生請每堂穿著輕便運動服飾*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確認 Remark 

TKS0744 謝幗姿   

TKS0755 楊浠璐   

TKS0949 李嘉鈺   

TKS1320 謝汶軒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2019 秋季(9 月- 11 月) 

獲取錄學生或學生家長必須於 9 月 10 日(二) 至 9 月 15 日(日) 到大角咀

中心出示學生證向中心職員領取課程時間表，才能視為成功取錄 

9 月 13 日(五)下午一時後休息，9 月 14 日(六)全天休息 
 

中心保留最後修改之權利 

TKT429 詠春班 

日期 :20/9 – 22/11 星期五 7:00 p.m. - 8:00 p.m. 

*學生請每堂穿著輕便運動服飾*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確認 Remark 

TKS0080 李穎兒(舊生)   

TKS0081 李頌兒(舊生)   

TKS0411 王景聰(舊生)   

TKS0535 鄺穎妍(舊生)   

TKS0701 張穎嬅(舊生)   

TKS0754 曾耀慶(舊生)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2019 秋季(9 月- 11 月) 

獲取錄學生或學生家長必須於 9 月 10 日(二) 至 9 月 15 日(日) 到大角咀

中心出示學生證向中心職員領取課程時間表，才能視為成功取錄 

9 月 13 日(五)下午一時後休息，9 月 14 日(六)全天休息 
 

中心保留最後修改之權利 

 

TKT430 巴西柔術班 

日期: 20/9 – 22/11 逢星期五 5:00 p.m. - 6:30 p.m. 

*學生請每堂穿著輕便運動服飾*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確認 Remark 

TKS0622 林卓恆(舊生)   

TKS0796 彭惠玄   

TKS0926 李浩賢   

TKS0993 吳錦秋(舊生)   

TKS1107 余宣蓉(舊生)   

TKS1146 張皓信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2019 秋季(9 月- 11 月) 

獲取錄學生或學生家長必須於 9 月 10 日(二) 至 9 月 15 日(日) 到大角咀

中心出示學生證向中心職員領取課程時間表，才能視為成功取錄 

9 月 13 日(五)下午一時後休息，9 月 14 日(六)全天休息 
 

中心保留最後修改之權利 

 

TKT432 兒童泰拳班 

日期 : 5/10 – 23/11 逢星期六 11:00 a.m. - 12:00 p.m. 

*學生請每堂穿著輕便運動服飾*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確認 Remark 

TKS0525 黃岳謙   

TKS0756 孫藝菲   

TKS0848 朱淑清(舊生)   

TKS1095 陳毓晴   

TKS1146 張皓信   

TKS1399 何丞樂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2019 秋季(9 月- 11 月) 

獲取錄學生或學生家長必須於 9 月 10 日(二) 至 9 月 15 日(日) 到大角咀

中心出示學生證向中心職員領取課程時間表，才能視為成功取錄 

9 月 13 日(五)下午一時後休息，9 月 14 日(六)全天休息 
 

中心保留最後修改之權利 

 

TKT433 乒乓球興趣班 

日期 : 20/9 – 18//10 逢星期五 8:00 p.m. - 9:00 p.m.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確認 Remark 

TKS0069 陳雨謙   

TKS0611 謝智浩(舊生)   

TKS0737 陳駿熙   

TKS1146 張皓信(舊生)   

TKS1271 雷匯純   

TKS1399 何丞樂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2019 秋季(9 月- 11 月) 

獲取錄學生或學生家長必須於 9 月 10 日(二) 至 9 月 15 日(日) 到大角咀

中心出示學生證向中心職員領取課程時間表，才能視為成功取錄 

9 月 13 日(五)下午一時後休息，9 月 14 日(六)全天休息 
 

中心保留最後修改之權利 

 

TKT434 塑膠彩班 (初班) 

日期 : 21/9- 2/11 逢星期六 1:00 p.m. - 3:00 p.m.  

(上課日期有所更改，敬請家長留意！)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確認 Remark 

TKS0069 陳雨謙   

TKS0142 彭博(舊生)   

TKS0268 陳嘉棋   

TKS0458 麥嘉瑶(舊生)   

TKS0715 吳錦玲   

TKS0937 梁曼凝   

TKS1107 余宣蓉(舊生)   

TKS1203 林子豪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2019 秋季(9 月- 11 月) 

獲取錄學生或學生家長必須於 9 月 10 日(二) 至 9 月 15 日(日) 到大角咀

中心出示學生證向中心職員領取課程時間表，才能視為成功取錄 

9 月 13 日(五)下午一時後休息，9 月 14 日(六)全天休息 
 

中心保留最後修改之權利 

 

TKT435 塑膠彩班 (進階班) 

日期 : 21/9- 2/11 逢星期六 3:00 p.m. - 5:00 p.m.  

(上課日期有所更改，敬請家長留意！)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確認 Remark 

TKS0070 陳瀅而(舊生)   

TKS0080 李穎兒(舊生)   

TKS0143 彭婧怡(舊生)   

TKS0183 鍾晉(舊生)   

TKS0213 陳子璐(舊生)   

TKS0660 林粵彪(舊生)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2019 秋季(9 月- 11 月) 

獲取錄學生或學生家長必須於 9 月 10 日(二) 至 9 月 15 日(日) 到大角咀

中心出示學生證向中心職員領取課程時間表，才能視為成功取錄 

9 月 13 日(五)下午一時後休息，9 月 14 日(六)全天休息 
 

中心保留最後修改之權利 

 

TKT436 中國水墨畫興趣班 

日期 : 6/10-24/11 逢星期日 10:00 a.m. - 11:30 a.m.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確認 Remark 

TKS0070 陳瀅而(舊生)   

TKS0143 彭婧怡(舊生)   

TKS0450 梁洛(舊生)   

TKS0529 譚銘權   

TKS1107 余宣蓉(舊生)   

TKS1307 梁鈺彤   

TKS1399 何丞樂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2019 秋季(9 月- 11 月) 

獲取錄學生或學生家長必須於 9 月 10 日(二) 至 9 月 15 日(日) 到大角咀

中心出示學生證向中心職員領取課程時間表，才能視為成功取錄 

9 月 13 日(五)下午一時後休息，9 月 14 日(六)全天休息 
 

中心保留最後修改之權利 

 

TKT437 日本和諧粉彩班 

日期 : 13/10 – 24/11 逢星期日 11:30 a.m. - 12:30 p.m.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確認 Remark 

TKS0725 謝鍀鋒   

TKS0869 林鈺淇   

TKS0905 張諾悠   

TKS1035 閻瑋逸   

TKS1252 陳穎鍇   

TKS1398 何丞烯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2019 秋季(9 月- 11 月) 

獲取錄學生或學生家長必須於 9 月 10 日(二) 至 9 月 15 日(日) 到大角咀

中心出示學生證向中心職員領取課程時間表，才能視為成功取錄 

9 月 13 日(五)下午一時後休息，9 月 14 日(六)全天休息 
 

中心保留最後修改之權利 

 

TKT438 國畫班 

日期 : 3/10 – 7/11 逢星期四 5:30 p.m. - 6:30 p.m.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確認 Remark 

TKS0288 陳永媛   

TKS0715 吳錦玲(舊生)   

TKS0869 林鈺淇   

TKS1107 余宣蓉(舊生)   

TKS1355 陳淑兒   

TKS1379 楊玥瑤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2019 秋季(9 月- 11 月) 

獲取錄學生或學生家長必須於 9 月 10 日(二) 至 9 月 15 日(日) 到大角咀

中心出示學生證向中心職員領取課程時間表，才能視為成功取錄 

9 月 13 日(五)下午一時後休息，9 月 14 日(六)全天休息 
 

中心保留最後修改之權利 

 

TKT439 黏土課程 

日期 : 3/10 – 7/11 逢星期四 4:30 p.m. - 5:30 p.m.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確認 Remark 

TKS0264 甘俊仁(舊生)   

TKS0601 梁瑞桓   

TKS0868 林卓衡   

TKS0949 李嘉鈺   

TKS0950 李佑洪   

TKS1379 楊玥瑤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2019 秋季(9 月- 11 月) 

獲取錄學生或學生家長必須於 9 月 10 日(二) 至 9 月 15 日(日) 到大角咀

中心出示學生證向中心職員領取課程時間表，才能視為成功取錄 

9 月 13 日(五)下午一時後休息，9 月 14 日(六)全天休息 
 

中心保留最後修改之權利 

 

TKT440 中國書法基礎入門班 

日期 : 22/9 – 10/11 逢星期日 2:00 p.m. - 3:00 a.m.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確認 Remark 

TKS0043 谷旻憙(舊生)   

TKS0268 陳嘉棋   

TKS0384 吳寶兒   

TKS0524 林煒舜   

TKS0575 余梓欣   

TKS0759 吳清帆   

TKS1271 雷匯純   

TKS1307 梁鈺彤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2019 秋季(9 月- 11 月) 

獲取錄學生或學生家長必須於 9 月 10 日(二) 至 9 月 15 日(日) 到大角咀

中心出示學生證向中心職員領取課程時間表，才能視為成功取錄 

9 月 13 日(五)下午一時後休息，9 月 14 日(六)全天休息 
 

中心保留最後修改之權利 

 

TKT442 拉丁舞班 

日期 : 5/10- 23/11  逢星期六 4:00 p.m. - 5:00 p.m. 

*中心會借出舞衣及舞鞋，請於確認時告知中心職員學生的身高及

腳長 CM*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確認 Remark 

TKS0458 麥嘉瑶   

TKS0506 梁瑞騏   

TKS0848 朱淑清   

TKS0869 林鈺淇   

TKS1107 余宣蓉   

TKS1203 林子豪   

TKS1307 梁鈺彤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2019 秋季(9 月- 11 月) 

獲取錄學生或學生家長必須於 9 月 10 日(二) 至 9 月 15 日(日) 到大角咀

中心出示學生證向中心職員領取課程時間表，才能視為成功取錄 

9 月 13 日(五)下午一時後休息，9 月 14 日(六)全天休息 
 

中心保留最後修改之權利 

TKT445 英語故事班 (第一期) 

日期 : 17/9- 12/11  逢星期二 2:30 p.m. - 4:00 p.m.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確認 Remark 

TKS1320 謝汶軒   

TKS1333 許麗晨   

TKS1365 梁子莹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2019 秋季(9 月- 11 月) 

獲取錄學生或學生家長必須於 9 月 10 日(二) 至 9 月 15 日(日) 到大角咀

中心出示學生證向中心職員領取課程時間表，才能視為成功取錄 

9 月 13 日(五)下午一時後休息，9 月 14 日(六)全天休息 
 

中心保留最後修改之權利 

 

TKT446 英語唱遊班 

日期 : 26/9, 3/10, 10/10, 17/10  逢星期四  

 27/9, 4/10, 11/10, 18/10 逢星期五 

4:30 p.m. - 5:30 p.m.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確認 Remark 

TKS0601 梁瑞桓   

TKS0725 謝鍀鋒   

TKS0920 何婉姿   

TKS0949 李嘉鈺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2019 秋季(9 月- 11 月) 

獲取錄學生或學生家長必須於 9 月 10 日(二) 至 9 月 15 日(日) 到大角咀

中心出示學生證向中心職員領取課程時間表，才能視為成功取錄 

9 月 13 日(五)下午一時後休息，9 月 14 日(六)全天休息 
 

中心保留最後修改之權利 

 

TKT448 開心有趣學英文 

日期 : 18/9 – 20/11  逢星期三  7:30 p.m. - 8:30 p.m.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確認 Remark 

TKS0448 劉汶峰(舊生)   

TKS0451 葛穎喬(舊生)   

TKS0848 朱淑清(舊生)   

TKS0937 梁曼凝(舊生)   

TKS1159 陳浩彬(舊生)   

TKS1271 雷匯純(舊生)   

TKS1368 冼凱瀅   

TKS1369 冼凱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