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2017年秋季(9月-11月) 

獲取錄學生必須於 9月 8日（五）或之前向中心職員確認，才能視為成

功取錄（可透過親身到中心/電話/whatsapp) 如取消課程者，也請通知中

心職員。 
 

中心保留最後修改之權利 

 

TKT207 珠心算班(初級) 

日期 : 15/9 – 17/11 逢星期五 4:30pm – 5:30pm 

**學生需自備算盤 (中心指定款式)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TKS0177 曾俊豪 (舊生) Tks0410 梁梓琪 

TkS0611 謝智浩 (舊生) TKS0568 劉嘉楹 

TKS0567 關曉嵐 (舊生) TKS0732 張嘉濤 

TKS0757 劉樂怡 Tks0706 任致丞 

TKS0019 謝秀瑩 TKS0743 陳麗媛 

 

TKT208 奧林匹克數學班(初級) 

日期 : 15/9 – 17/11 逢星期五 5:30pm – 6:30pm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TKS0244 黃栢軒 (舊生) Tks0109 紀柏宇 

TKS0527 洪穎麟 (舊生) Tks0385 舒盈盈 

TKS0693 黃文玟 TKS0411 王景聰 

TKS0058 范凱晴 TKS0414 薛晋軒 

TKS0143 彭婧怡 TKS0736 陳蓉蓉 

 

TKT209 中文故事班 

日期 : 14/9 – 23/11 逢星期四 (5/10暫停) 2:30pm – 3:30pm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TKS0406 劉敬奎 TKS0601 梁瑞桓 

Tks0003 劉耀陽 TKS0349  余嘉嵐 

TKS0697 李嘉晞 Tks0488 羅啟謙 

TKS0372 趙韋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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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T210 活學活用英文班 

日期 : 13/9 – 22/11 逢星期三 (4/10暫停) 7:00pm – 8:30pm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Tks0071 梅傲怡 Tks0384 吳寶兒 

TKs0347 譚淑盈 TKS0567 關曉嵐 

TKS0657 陳心怡 TKS0293 吳啟峰 

TKS0651 馬家霖 tks0644 黄嘉浩 

 

TKT211 國際音標班(英文拼音) 

日期 : 16/9 – 2/12 逢星期六 (28/10暫停) 9:30am – 11:30am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TKS0019 謝秀瑩 TKS0545  勞君文 

Tks0169 吳汶軒 TKS0743 陳麗媛 

TKS0352 黎芷悠 TKS0439 譚鈞寶 

 

TKT212 英文拼音班 

日期 : 12/9 – 17/11 逢星期二 5:15pm – 6:15pm 及 逢星期五 5:15pm – 6:15pm 

(一星期兩堂)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TKS0108 鄧國豪 TKS0546 鄧芷琳 

TKS0162 鍾宛芝 TKS0767 吳睿騏 

TKS0696 伍俊翹 / / 

 

TKT213 英文故事班 A 班 

日期 : 12/9 – 17/11 逢星期二 3:30pm – 5:00pm 及 逢星期五 3:30pm – 5:00pm 

(一星期兩堂)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Tks0488 羅啟謙 TKS0769 鄺庭鋒 

TKS0557 馮宇彬 TKS0770 陳臻 

TKS0562 鄭頌軒 TKS0349  余嘉嵐 

TKS0601 梁瑞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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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T214 英文故事班 B 班 

日期 : 13/9 – 23/11 逢星期三 2:30pm – 4:00pm 及 逢星期四 2:30pm – 4:00pm 

(4/10, 5/10暫停 / 一星期兩堂)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TKS0405 陳之維 tks0269 李明璋 

Tks0487 楊梓楠 TKS0599 劉雅喬 

Tks0561 嶈大偉 TKS0613 葉卓昇 

TKS0619 甯芯妤 / / 

 

TKT215 英文班 A 班 

日期 : 13/9 – 23/11 逢星期三 4:15pm – 5:15pm 及 逢星期四 4:15pm – 5:15pm 

(4/10, 5/10暫停 / 一星期兩堂)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Tks0382 陳致勇 TKS0545  勞君文 

TKS0568 劉嘉楹 TKS0567 關曉嵐 

TKS0293 吳啟峰 TKS0019 謝秀瑩 

Tks0385 舒盈盈 TKS0693 黃文玟 

 

TKT216 英文班 B 班 

日期 : 13/9 – 23/11 逢星期三 5:30pm – 6:30pm 及 逢星期四 5:30pm – 6:30pm 

(4/10, 5/10暫停 / 一星期兩堂)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tks0323 傅瑋佳 TKS0450 梁洛 

TKS0546 鄧芷琳 TKS0696 伍俊翹 

TKS0711 謝子博 TKS0527 洪穎麟 

 

TKT217 中國舞體驗班 A 班 

日期 : 19/9 – 21/11 (3/10暫停) 逢星期二 6:30pm – 7:30pm 

**請留意課程日期作了修改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Tks0173 甘敏慧 TKS0567 關曉嵐  (舊生) 

TKS0186 羅嘉翹  (舊生) TKs0523 鄺衞賢  (舊生)  

TKS0575 余梓欣  (舊生) TKS0545  勞君文  (舊生) 

TKS0486 楊靖瑤  (舊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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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T218 中國舞體驗班 B 班 

日期 : 14/9 – 30/11 (5/10暫停) 逢星期四  5:00pm – 6:00pm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Tks0299 吳家樂 TKS0340 鍾嘉文 

TKS0482 陳唯姿 TKS0332 蘇梓琪 

 

TKT219 中國舞體驗班 C 班 

日期 : 14/9 – 30/11 (5/10暫停) 逢星期四  6:00pm – 7:00pm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TKS0721 歐卓妍 TKS0458 麥嘉瑤 

 

TKT220 兒童體適能班(初階) 

日期 : 20/9 – 22/11  (4/10暫停) 逢星期三  2:00pm – 3:00pm 

**請留意課程日期作了修改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TKS0406 劉敬奎 (舊生) TKS0734 吳皆禧 

TKS0745 趙倩瑜 Tks0741 莫穎昕 

tks0755 楊浠璐 TKS0742 卓偉珉 

TKS0557 馮宇彬 TkS0744 謝幗姿 

 

TKT221 兒童體適能班(進階) 

日期 : 20/9 – 22/11  (4/10暫停) 逢星期三  3:00pm – 4:00pm 

**請留意課程日期作了修改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Tks0003 劉耀陽 (舊生) TKS0372 趙韋瑜 (舊生) 

TKS0601 梁瑞桓 Tks0615 陸家軒 

TKS0697 李嘉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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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T222 詩詞功夫班 

日期 : 16/9 – 25/11  (28/10暫停) 逢星期六 9:30am -10:15am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tks0322 傅靜儀 (舊生) TKS0226 陳毅恒 

TKS0648 翁德咏 (舊生) TKS0284 李昕霖 

TKS0438 譚凱文 TKS0553 馮昊軒 

Tks0471 黃俊淇 TKS0288 陳永媛 

Tks0472 黃子豪 TKS0377 胡銘鈞 

TKS0528 符致豪 Tks0728 李偉豪 

 

TKT223 詠春班 

日期 : 15/9 – 17/11 逢星期五 7:00pm – 8:00pm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TKS0080 李穎兒 TKS0535 鄺穎妍 

TKS0081 李頌兒 TKS0411 王景聰 

TKS0584 殷嘉穎 Tks0754 曾耀慶 

TKS0585 殷嘉琦 TKS0108 鄧國豪 

Tks0706 任致丞 TKS0521 呂卓霖 

 

TKT224 塑膠彩班 

日期 : 16/9 – 11/11 (28/10暫停) 逢星期六 3:00pm – 5:00pm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TKS0070 陳瀅而 TkS0183 鍾晉 

TKS0213 陳子璐 TKS0184 張琳欣 

TKS0593 劉嘉茵 TKS0771 黃琮煒 

TKS0149 李彥儀 TKS0450 梁洛 

 

TKT225 兒童黏土班 

日期 : 17/9 – 19/11 (1/10 ,29/10暫停) 逢星期日 11:00am – 12:00pm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Tks0165 李欣儀 TKS0766 冼曉同 

TKS0439 譚鈞寶 TKS0757 劉樂怡 

TKS0350 余嘉峰 TKS0768 趙其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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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T226 圍棋入門班 

日期 : 14/9 - 12/10 (5/10暫停) 逢星期四 5:00pm – 6:00pm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TKS0043 谷旻憙 TKS0309 黎俊 

TKS0661 曾晴忻 TKS0441 蔡佩琪 

TKS0662 曾晧忻 TKS0450 梁洛 

TKS0650 楊子儒 TKS0736 陳蓉蓉 

 

TKT227 圍棋進階班 

日期 : 14/9 - 12/10 (5/10暫停) 逢星期四 6:00pm – 7:00pm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TKS0443 李文弘 TKS0461 陳卓熙 

TKS0080 李穎兒 TkS0183 鍾晉 

TKS0081 李頌兒 TKS0108 鄧國豪 

TKS0414 薛晋軒 / / 

 

TKT228 乒乓球興趣班 

日期 : 17/9 – 19/11  (1/10暫停) 逢星期日 10:00am – 12:00pm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TKS0018 謝淯詳 tks0323 傅瑋佳 

TKS0105 李詩雅 TKS0354 譚皓富 

TKS0649 趙悅琳 TKS0355 譚皓盈 

TKS0771 黃琮煒 TkS0183 鍾晉 

 

TKT229 木結他體驗班 

日期 : 9/9, 23/9, 4/11, 11/11, 18/11, 25/11 

星期六 7:00pm – 8:00pm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Tks0754 曾耀慶 TKS0649 趙悅琳 

TKs0523 鄺衞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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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T230 小提琴體驗班 

日期 : 17/9 – 19/11  (1/10暫停) 逢星期日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TKS0117 

李詩軒  

(11:30am - 12:15pm) TKS0534 

鄺慧妍 

(12:15pm - 1:00pm) 

 

TKT231 鋼琴體驗班 A 班 

日期 : 17/9 – 19/11  (1/10暫停) 逢星期日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Tks0033 

李淑鈞 

(3:00pm - 3:45pm) TKS0063 

鄧馨菲 

(4:30pm - 5:15pm) 

TKS0535 

鄺穎妍 

(3:45pm - 4:30pm) TKS0662 

曾晧忻 

(5:15pm - 6:00pm) 

 

TKT232 兒童繪畫班 

日期 : 23/9 -18/11  (28/10暫停) 逢星期六 7:30pm – 8:30pm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TKS0756 孫藝菲 TKS0663 廖子誠 

TKS0759 吳清帆 Tks0728 李偉豪 

TKS0763 林宇澄 TKS0737 陳駿熙 

 

TKT233 鋼琴體驗班 B 班 

日期 : 23/9 – 18/11 (29/10暫停) 逢星期六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TKS0185 

羅嘉穎 

(11:00am - 11:30am) TKS0587 

李皓楠 

(11:30am - 12:00pm) 

TKS0580 

羅雋傑 

(12:00pm - 12:30p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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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跑少年」長跑訓練計劃 A 班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Tks0385 舒盈盈 TKS0743 陳麗媛 

 

「街跑少年」長跑訓練計劃 B 班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TKS0661 曾晴忻 TKS0698 楊天睿 

TKS0662 曾晧忻 TKS0727 陳嘉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