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獲抽籤取錄之學生請留意：  

由於裝修關係，大角咀中心將由即日

起至 3 月 31 日暫停開放，4 月 1 日

起重新投入服務。 
 

家長/學生必須於3月11日(星期一)

至 3月 13日(星期三)透過whatsapp

或致電 6757 8530 向職員辦理確認

手續，方可成功取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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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於第

一堂課堂時派發給學生。  
 

2019 春季課程尚餘少量名額可供學生報

名，如有興趣報讀，請以 whatsapp 或致

電 6757 8530 在確認時段內(11/3-13/3)

報名，報名時請提供課程及學生證編號。 
 

如有任何問題，請致電 6757 85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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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季(3 月- 5 月) 

獲取錄學生或學生家長必須於 3 月 11 日(一) 至 3 月 13 日(三)      
透過 whatsapp 或致電 6757 8530 向職員確認，才能視為成功取錄。 
 

中心保留最後修改之權利 

 

TKT180 管樂班 

日期: 7/4 -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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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接受報名 對象：小六 至 中三 

學生證號碼 學生姓名 名額確認 

TKS0711 謝子博  

TKS0930 黎蕙妤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2019 春季(3 月- 5 月) 

獲取錄學生或學生家長必須於 3 月 11 日(一) 至 3 月 13 日(三)      
透過 whatsapp 或致電 6757 8530 向職員確認，才能視為成功取錄。 
 

中心保留最後修改之權利 

 

TKT184 木結他班 

日期: 6/4 - 25/5 逢星期六 

10:00 a.m. – 10:45 a.m. 或 11:00 a.m. - 11:45 a.m. 
(學生第一堂會安排 10:00 am 上堂，第二堂開始會因應學生程度分班) 

學生證號碼 學生姓名 名額確認 

TKS0669 羅櫻桐  

TKS0715 吳錦玲  

TKS0805 林嘉慧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2019 春季(3 月- 5 月) 

獲取錄學生或學生家長必須於 3 月 11 日(一) 至 3 月 13 日(三)      
透過 whatsapp 或致電 6757 8530 向職員確認，才能視為成功取錄。 
 

中心保留最後修改之權利 

 

TKT296_1 中國舞班 A 班 

日期: 30/4 - 21/5 逢星期二 6:00 p.m. – 7:00 p.m. 

學生證號碼 學生姓名 名額確認 

TKS1095 陳毓晴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2019 春季(3 月- 5 月) 

獲取錄學生或學生家長必須於 3 月 11 日(一) 至 3 月 13 日(三)      
透過 whatsapp 或致電 6757 8530 向職員確認，才能視為成功取錄。 
 

中心保留最後修改之權利 

 

TKT322 詠春班 

日期: 12/4 - 24/5 逢星期五 7:00 p.m. – 8:00 p.m. 

學生證號碼 學生姓名 名額確認 

TKS0080 李穎兒  

TKS0081 李頌兒  

TKS0411 王景聰  

TKS0521 呂卓霖  

TKS0535 鄺穎妍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2019 春季(3 月- 5 月) 

獲取錄學生或學生家長必須於 3 月 11 日(一) 至 3 月 13 日(三)      
透過 whatsapp 或致電 6757 8530 向職員確認，才能視為成功取錄。 
 

中心保留最後修改之權利 

 

TKT334 長笛班 

日期: 12/4 - 31/5 逢星期五 6:30 p.m. – 7:30 p.m. 

學生證號碼 學生姓名 名額確認 

TKS0012 梁心如  

TKS0458 麥嘉瑶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2019 春季(3 月- 5 月) 

獲取錄學生或學生家長必須於 3 月 11 日(一) 至 3 月 13 日(三)      
透過 whatsapp 或致電 6757 8530 向職員確認，才能視為成功取錄。 
 

中心保留最後修改之權利 

 

TKT335 泰拳班 

日期: 6/4 - 18/5 逢星期六 9:30 a.m. – 10:30 a.m. 

仍接受報名 對象：中一 至 中六 

學生證號碼 學生姓名 名額確認 

TKS0282 葉嘉強  

TKS0521 呂卓霖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2019 春季(3 月- 5 月) 

獲取錄學生或學生家長必須於 3 月 11 日(一) 至 3 月 13 日(三)      
透過 whatsapp 或致電 6757 8530 向職員確認，才能視為成功取錄。 
 

中心保留最後修改之權利 

 

TKT336 兒童泰拳班 

日期: 6/4 - 18/5 逢星期六 11:00 a.m. – 12:00 p.m. 

仍接受報名 對象：小三 至 小六 

學生證號碼 學生姓名 名額確認 

TKS0142 彭博  

TKS0143 彭婧怡  

TKS0711 謝子博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2019 春季(3 月- 5 月) 

獲取錄學生或學生家長必須於 3 月 11 日(一) 至 3 月 13 日(三)      
透過 whatsapp 或致電 6757 8530 向職員確認，才能視為成功取錄。 
 

中心保留最後修改之權利 

 

TKT337 奧林匹克數學班 

日期: 9/4 - 21/5 逢星期五 5:30 p.m. – 6:30 p.m. 

學生證號碼 學生姓名 名額確認 

TKS0186 羅嘉翹  

TKS0347 譚淑盈  

TKS0486 楊靖瑤  

TKS0567 關曉嵐  

TKS0575 余梓欣  

TKS0669 羅櫻桐  

TKS0818 譚遠睿  

TKS1107 余宣蓉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2019 春季(3 月- 5 月) 

獲取錄學生或學生家長必須於 3 月 11 日(一) 至 3 月 13 日(三)      
透過 whatsapp 或致電 6757 8530 向職員確認，才能視為成功取錄。 
 

中心保留最後修改之權利 

 

TKT338  STEM 電腦編程班 (Micro:bit) 

日期: 6/4 – 18/5 逢星期六 10:00 a.m. – 11:00 a.m. 

學生證號碼 學生姓名 名額確認 

TKS0142 彭博  

TKS0143 彭婧怡  

TKS0360 ALISHA KHAN  

TKS0669 羅櫻桐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2019 春季(3 月- 5 月) 

獲取錄學生或學生家長必須於 3 月 11 日(一) 至 3 月 13 日(三)      
透過 whatsapp 或致電 6757 8530 向職員確認，才能視為成功取錄。 
 

中心保留最後修改之權利 

 

TKT339  STEM 電腦編程班 (AppInvento) 

日期: 6/4 – 18/5 逢星期六 11:00 a.m. – 12:00 p.m. 

學生證號碼 學生姓名 名額確認 

TKS0260 麥樂賢  

TKS0360 ALISHA KHAN  

TKS0791 何詠晴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2019 春季(3 月- 5 月) 

獲取錄學生或學生家長必須於 3 月 11 日(一) 至 3 月 13 日(三)      
透過 whatsapp 或致電 6757 8530 向職員確認，才能視為成功取錄。 
 

中心保留最後修改之權利 

 

TKT340  圍棋班 

日期: 6/4 – 18/5 逢星期六 1:00 p.m. – 2:00 p.m. 

學生證號碼 學生姓名 名額確認 

TKS0022 郭曉桐  

TKS0023 郭曉恩  

TKS0081 李頌兒  

TKS0668 羅丹  

TKS0669 羅櫻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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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季(3 月- 5 月) 

獲取錄學生或學生家長必須於 3 月 11 日(一) 至 3 月 13 日(三)      
透過 whatsapp 或致電 6757 8530 向職員確認，才能視為成功取錄。 
 

中心保留最後修改之權利 

 

TKT341_1  數學班 A 班 

日期: 7/4 – 19/5 逢星期日 1:00 p.m. – 2:30 p.m. 

仍接受報名 對象：小五 至 小六 

學生證號碼 學生姓名 名額確認 

TKS0108 鄧國豪  

TKS0173 甘敏慧  

TKS0805 林嘉慧  

TKS1107 余宣蓉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2019 春季(3 月- 5 月) 

獲取錄學生或學生家長必須於 3 月 11 日(一) 至 3 月 13 日(三)      
透過 whatsapp 或致電 6757 8530 向職員確認，才能視為成功取錄。 
 

中心保留最後修改之權利 

 

TKT341_2  數學班 B 班 

日期: 7/4 – 19/5 逢星期日 2:45 p.m. – 4:15 p.m. 

仍接受報名 對象：小五 至 小六 

學生證號碼 學生姓名 名額確認 

TKS0143 彭婧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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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季(3 月- 5 月) 

獲取錄學生或學生家長必須於 3 月 11 日(一) 至 3 月 13 日(三)      
透過 whatsapp 或致電 6757 8530 向職員確認，才能視為成功取錄。 
 

中心保留最後修改之權利 

 

TKT342  開心有趣學英文班 

日期: 3/4 – 22/5 逢星期三 7:30 p.m. – 8:30 p.m. 

仍接受報名 對象：小三 至 小四 

學生證號碼 學生姓名 名額確認 

TKS0124 王景琦  

TKS0410 梁梓琪  

TKS1253 李苑婷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2019 春季(3 月- 5 月) 

獲取錄學生或學生家長必須於 3 月 11 日(一) 至 3 月 13 日(三)      
透過 whatsapp 或致電 6757 8530 向職員確認，才能視為成功取錄。 
 

中心保留最後修改之權利 

 

TKT343  嶺南畫派班 

日期: 7/4 – 26/5 逢星期日 10:00 a.m. – 11:30 a.m. 

仍接受報名 對象：小五 至 中六 

學生證號碼 學生姓名 名額確認 

TKS0070 陳瀅而  

TKS0143 彭婧怡  

TKS0486 楊靖瑤  

TKS1107 余宣蓉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2019 春季(3 月- 5 月) 

獲取錄學生或學生家長必須於 3 月 11 日(一) 至 3 月 13 日(三)      
透過 whatsapp 或致電 6757 8530 向職員確認，才能視為成功取錄。 
 

中心保留最後修改之權利 

 

TKT344  英語故事班 A 班 

日期: 2/4 – 21/5 逢星期二 2:20 p.m. – 3:50 p.m. 

仍接受報名 

對象：K2 至 K3 (曾報讀之學生不能再報) 

學生證號碼 學生姓名 名額確認 

TKS0561 蔣大偉  

TKS0919 周梓莃  

TKS1202 謝新穎  

TKS1255 IZZ KHAN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2019 春季(3 月- 5 月) 

獲取錄學生或學生家長必須於 3 月 11 日(一) 至 3 月 13 日(三)      
透過 whatsapp 或致電 6757 8530 向職員確認，才能視為成功取錄。 
 

中心保留最後修改之權利 

 

TKT345  英語故事班 B 班 

日期: 2/4 – 21/5 逢星期二 4:00 p.m. – 5:30 p.m. 

仍接受報名 

對象：K2 至 K3 (曾報讀之學生不能再報) 

學生證號碼 學生姓名 名額確認 

TKS1215 郭駿浩  

TKS1261 吳子明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2019 春季(3 月- 5 月) 

獲取錄學生或學生家長必須於 3 月 11 日(一) 至 3 月 13 日(三)      
透過 whatsapp 或致電 6757 8530 向職員確認，才能視為成功取錄。 
 

中心保留最後修改之權利 

 

TKT346 中文閱讀及寫作班 

日期: 4/5 – 1/6 逢星期六 3:00 p.m. – 4:00 p.m. 

學生證號碼 學生姓名 名額確認 

TKS0043 谷旻憙  

TKS0071 梅傲怡  

TKS0108 鄧國豪  

TKS0261 麥樂詩  

TKS0347 譚淑盈  

TKS0458 麥嘉瑶  

TKS0568 劉嘉楹  

TKS1253 李苑婷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2019 春季(3 月- 5 月) 

獲取錄學生或學生家長必須於 3 月 11 日(一) 至 3 月 13 日(三)      
透過 whatsapp 或致電 6757 8530 向職員確認，才能視為成功取錄。 
 

中心保留最後修改之權利 

 

TKT347 兒童體適能班(初階) 

日期: 3/4 – 22/5 逢星期三 2:00 p.m. – 3:00 p.m. 

仍接受報名 對象：K1 至 K3 

學生證號碼 學生姓名 名額確認 

TKS0561 蔣大偉  

TKS0734 吳皆禧  

TKS0825 梁家傑  

TKS0920 何婉姿  

TKS1068 葉宇軒  

TKS1116 梁浩賢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2019 春季(3 月- 5 月) 

獲取錄學生或學生家長必須於 3 月 11 日(一) 至 3 月 13 日(三)      
透過 whatsapp 或致電 6757 8530 向職員確認，才能視為成功取錄。 
 

中心保留最後修改之權利 

 

TKT348 兒童體適能班(進階) 

日期: 3/4 – 22/5 逢星期三 3:00 p.m. – 4:00 p.m. 

學生證號碼 學生姓名 名額確認 

TKS0406 劉敬奎  

TKS0744 謝幗姿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2019 春季(3 月- 5 月) 

獲取錄學生或學生家長必須於 3 月 11 日(一) 至 3 月 13 日(三)      
透過 whatsapp 或致電 6757 8530 向職員確認，才能視為成功取錄。 
 

中心保留最後修改之權利 

 

TKT349 幼兒詩詞功夫班 

日期: 3/4 – 22/5 逢星期三 5:00 p.m. – 6:00 p.m. 

學生證號碼 學生姓名 名額確認 

TKS0406 劉敬奎  

TKS0417 吳詠儀  

TKS0561 蔣大偉  

TKS0758 洪梓宸  

TKS0775 吳錚淼  

TKS0806 林祐俊  

TKS0807 林祐傑  

TKS0825 梁家傑  

TKS0920 何婉姿  

TKS1202 謝新穎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2019 春季(3 月- 5 月) 

獲取錄學生或學生家長必須於 3 月 11 日(一) 至 3 月 13 日(三)      
透過 whatsapp 或致電 6757 8530 向職員確認，才能視為成功取錄。 
 

中心保留最後修改之權利 

 

TKT350 日本和諧粉彩班 

日期: 7/4 – 19/5 逢星期日 11:30 a.m. – 12:30 p.m. 

學生證號碼 學生姓名 名額確認 

TKS0410 梁梓琪  

TKS0714 吳榮瀚  

TKS0791 何詠晴  

TKS0792 何昊俊  

TKS1207 鄭霖峻  

TKS1208 鄭霖崎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2019 春季(3 月- 5 月) 

獲取錄學生或學生家長必須於 3 月 11 日(一) 至 3 月 13 日(三)      
透過 whatsapp 或致電 6757 8530 向職員確認，才能視為成功取錄。 
 

中心保留最後修改之權利 

 

TKT351 塑膠彩班(初班) 

日期: 6/4 – 18/5 逢星期六 1:15 p.m. – 2:45 p.m. 

仍接受報名 對象：小四 至 中三 

學生證號碼 學生姓名 名額確認 

TKS0071 梅傲怡  

TKS0080 李穎兒  

TKS0142 彭博  

TKS0260 麥樂賢  

TKS0458 麥嘉瑶  

TKS0476 李映蒨  

TKS1253 李苑婷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2019 春季(3 月- 5 月) 

獲取錄學生或學生家長必須於 3 月 11 日(一) 至 3 月 13 日(三)      
透過 whatsapp 或致電 6757 8530 向職員確認，才能視為成功取錄。 
 

中心保留最後修改之權利 

 

TKT352 塑膠彩班(進階班) 

日期: 6/4 – 18/5 逢星期六 3:00 p.m. – 5:00 p.m. 

學生證號碼 學生姓名 名額確認 

TKS0070 陳瀅而  

TKS0108 鄧國豪  

TKS0143 彭婧怡  

TKS0183 鍾晉  

TKS0213 陳子璐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2019 春季(3 月- 5 月) 

獲取錄學生或學生家長必須於 3 月 11 日(一) 至 3 月 13 日(三)      
透過 whatsapp 或致電 6757 8530 向職員確認，才能視為成功取錄。 
 

中心保留最後修改之權利 

 

TKT353 巴西柔術班 

日期: 6/4 – 18/5 逢星期六 7:00 p.m. – 8:30 p.m. 

學生證號碼 學生姓名 名額確認 

TKS0032 夏正霖  

TKS0521 呂卓霖  

TKS0622 林卓恆  

TKS0669 羅櫻桐  

TKS0698 楊天睿  

TKS0993 吳錦秋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2019 春季(3 月- 5 月) 

獲取錄學生或學生家長必須於 3 月 11 日(一) 至 3 月 13 日(三)      
透過 whatsapp 或致電 6757 8530 向職員確認，才能視為成功取錄。 
 

中心保留最後修改之權利 

 

TKT354 英語伴讀計劃 

日期: 13/4 – 1/6 逢星期六 10:30 a.m. – 11:30 a.m. 

學生證號碼 學生姓名 名額確認 

TKS0123 王景楠  

TKS0520 梁兆堂  

TKS0766 冼曉同  

TKS0969 馮芷瑤  

TKS1023 祝焱晴  

TKS1159 陳浩彬  

TKS1259 蔡梓灝  

TKS1260 蔡梓濤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2019 春季(3 月- 5 月) 

獲取錄學生或學生家長必須於 3 月 11 日(一) 至 3 月 13 日(三)      
透過 whatsapp 或致電 6757 8530 向職員確認，才能視為成功取錄。 
 

中心保留最後修改之權利 

 

TKT355 中文故事班 

日期: 4/4 – 23/5 逢星期四 2:30 p.m. – 3:30 p.m. 

學生證號碼 學生姓名 名額確認 

TKS0397 陳嘉柔  

TKS0406 劉敬奎  

TKS0557 馮宇彬  

TKS0561 蔣大偉  

TKS0920 何婉姿  

TKS1255 IZZ KHAN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2019 春季(3 月- 5 月) 

獲取錄學生或學生家長必須於 3 月 11 日(一) 至 3 月 13 日(三)      
透過 whatsapp 或致電 6757 8530 向職員確認，才能視為成功取錄。 
 

中心保留最後修改之權利 

 

TKT358 中國書法 

日期: 28/4 – 26/5 逢星期日 2:00 p.m. – 3:00 p.m. 

仍接受報名 對象：小四 至 小六 

學生證號碼 學生姓名 名額確認 

TKS0043 谷旻憙  

TKS0458 麥嘉瑶  

TKS0869 林鈺淇  

TKS1253 李苑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