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2017 年冬季(12 月-2 月) 

 

獲取錄學生必須於 12 月 7 日（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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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KT240 幼兒珠心算班 

日期：14/12 - 1/3 （15/2，22/2不用上課） 逢星期四 2:30pm - 3:30pm 

*此課程之後會有延續班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TKS0783 RAI SOPHIA TKS0619 甯芯妤 

TKS0866 鄭港華 TkS0003 劉耀陽 

TKS0107 葉辰熙 TKS0712 唐嘉祺 

 

 

TKT241 珠心算延續班（初級） 

日期：5/1 -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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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KS0542 吳依諾 TKS0347 譚淑盈 

TKS0568 劉嘉楹 TKS0410 梁梓琪 

TKS0384 吳寶兒 TKS0176 曾俊豪 

TKS0567 關曉嵐 (TKS0706) (任致丞) 

 

TKT242 奧數延續班（初級） 

日期：5/1 -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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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KS0527 洪穎麟 Tks0143 彭婧怡 

TKS0244 黃栢軒 TKS0414 薛晉軒 

TKS0693 黃文玟 (未交證明)   

 

TKT243 珠心算班（初級） 

日期：8/1 - 5/2    逢星期一 4:00pm - 5: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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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KS0288 陳永媛 TKS0818 譚遠睿 

TKS0451 葛穎喬 TKS0575 余梓欣 

TKS0680 何冠溢 TKS0327 馮家俊 

TKS0681 何詠言 TKS0382 陳致勇(未交證明)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2017 年冬季(12 月-2 月) 

 

獲取錄學生必須於 12 月 7 日（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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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KT244 奧數班（初級） 

日期：8/1 - 5/2     逢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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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KS0293 吳啟峰 TKS0681 何詠言 

TKS0849 王子怡 TKS0578 羅穎 

TKS0767 吳睿騏 (未交證明) TKS0594 余凱茗 (未交證明) 

TKS0382 陳致勇 (未交證明)   

 

TKT245 活學活用英文班 A班 

日期：13/12 - 7/2   逢星期三 7:00pm - 8:00pm 

(27/12不用上課)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TKS0644 黄嘉浩 (舊生) TKS0567 關曉嵐 (舊生) 

TKS0071 梅傲怡(舊生) TKS0654 連沛恩 

TKS0657 陳心怡 (舊生) TKS0864 鍾家誠 

TKS0651 馬家霖 (舊生) TKS0575 余梓欣 

TKS0347 譚淑盈 (舊生) TKS0327 馮家俊 

 

TKT246 活學活用英文班 B班 

日期：13/12 - 7/2     逢星期三 8:00pm - 9:00pm 

(27/12不用上課)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TKS0545 勞君文 TKS0681 何詠言 

TKS0293 吳啟峰 TKS0414 薛晉軒 

TKS0594 余凱茗 (未交證明) TKS0382 陳致勇 (未交證明)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2017 年冬季(12 月-2 月) 

 

獲取錄學生必須於 12 月 7 日（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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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KT247 英文故事班 A班 

日期：10/1 - 2/3 逢星期三，四，五 2:30pm - 4:00pm 

(14/2-23/2 不用上課)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TKS0699 江皓駿 TKS0405 陳之維 

TKS0775 吳錚淼 TKS0646 郭绮琪 

TKS0866 鄭港華 TKS0726 梁家俊 

 

TKT248 英文故事班 B班 

日期：10/1 - 2/3     逢星期三，四，五 4:00pm - 5:30pm 

(14/2-23/2 不用上課)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TKS0860 廖承軒 TKS0854 黎恩浩 

TKS0635 吳仟紅 TKS0859 陳霆 

TKS0712 唐嘉祺 TKS0837 聶征 

TKS0190 何明濤 TKS0520 梁兆堂 

 

 

TKT249 中文故事班 

日期：14/12-8/2 逢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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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生) TKS0269 李明璋 

TKS0601 梁瑞桓 (舊生) TKS0557 馮宇彬 

TKS0697 李嘉晞 (舊生) TkS0837 聶征 

 

 

TKT250 兒童黏土班 

日期：31/12 - 11/2     逢星期日 11:30am-12:30pm 

(7/1,4/2 不用上課)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TKS0830 章凱璇 TKS0553 馮昊軒 

TKS0442 陳嘉盈 TKS0332 蘇梓琪 

TKS0848 朱淑清 TKS0184 張琳欣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2017 年冬季(12 月-2 月) 

 

獲取錄學生必須於 12 月 7 日（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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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KT251 塑膠彩班 

日期：16/12 - 27/1   逢星期六 3:00pm - 5:00pm 

（23/12 不用上課）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TKS0213 陳子璐 TKS0183 鍾晉 

TKS0070 陳瀅而 TKS0143 彭婧怡 

TKS0450 梁洛 TKS0446 鄭彗芯 

TKS0578 羅穎 / / 

 

TKT252 中國舞體驗班 A班 

日期：12/12 - 6/2   逢星期二 6:30pm -7 :30pm 

(26/12 不用上課) 

*學生需自備跳舞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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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KT253 中國舞體驗班 B班 

日期：14/12 - 8/2    逢星期四 5:00pm - 6:00pm 

(28/12 不用上課) 

*學生需自備跳舞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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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KS0830 章凱璇 / / 

 

 

TKT254 中國舞體驗班 C班 

日期：14/12 - 8/2     逢星期四 6:00pm - 7:00pm 

(28/12 不用上課) 

*學生需自備跳舞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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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2017 年冬季(12 月-2 月) 

 

獲取錄學生必須於 12 月 7 日（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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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KT255 兒童體適能班（初階） 

日期：13/12 - 7/2    逢星期三 2:00pm - 3:00pm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TKS0734 吳皆禧 (舊生) TKS0755 楊浠璐 (舊生) 

TKS0742 卓偉珉 (舊生) TKS0745 趙倩瑜 (舊生) 

TKS0744 謝幗姿 (舊生) TKS0750 周小龍 

TKS0406 劉敬奎 (舊生) TKS0762 馮宇俊 

 

TKT256 兒童體適能班（進階） 

日期：13/12 - 7/2   逢星期三 3:00pm - 4: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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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KS0372 趙韋瑜 

TKS0557 馮宇彬 / / 

 

TKT257 詩詞功夫班 

日期：13/12  -7/2   逢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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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KS0680 何冠溢 TKS0567 關曉嵐 

TKS0542 吳依諾 / / 

 

TKT258 空手道體驗班 A班 

日期：12/12 - 6/2    逢星期二 4:00pm - 5:00pm 

(26/12不用上課)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TKS0373 陳嘉麗 TkS0003 劉耀陽 

TKS0190 何明濤 TKS0775 吳錚淼 

TKS0405 陳之維 TKS0561 蔣大偉 

TKS0706 任致丞 TKS0697 李嘉晞 

TKS0372 趙韋瑜 TKS0712 唐嘉祺 

TKS0859 陳霆 (新生) TKS0776 陳莉莉 (新生)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2017 年冬季(12 月-2 月) 

 

獲取錄學生必須於 12 月 7 日（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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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KT259 空手道體驗班 B班 

日期：12/12 - 6/2 逢星期二 5:00pm - 6:00pm 

(26/12不用上課) 

**因報名人數不足，所以不會開班 

 

TKT260 詠春班 

日期：15/12 -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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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KS0664 陳承杰 TKS0080 李穎兒 

TKS0623 陳承希 TKS0081 李頌兒 

TKS0535 鄺穎妍 TKS0649 趙悦琳 

 

TKT236 鋼琴體驗班 

日期：13/12 - 7/2   逢星期三 7:30pm - 8:00pm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TKS0359 智琛 / / 

 

 

TKT261 鋼琴體驗班 

日期：12/12 - 6/2    逢星期二 8:00pm - 8:30pm/8:30pm - 9:00pm 

(26/12不用上課)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TKS0506 

梁瑞騏   

8:00pm - 8:30pm TKS0185 

羅嘉穎 

8:30pm - 9:00pm 

 

 

TKT262 電腦應用班 A班 

日期：15/12 - 9/2    逢星期五 5:00pm - 6:30pm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TKS0610 謝智軒 TKS0664 陳承杰 

TKS0649 趙悦琳 TKS0623 陳承希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2017 年冬季(12 月-2 月) 

 

獲取錄學生必須於 12 月 7 日（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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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KT263 電腦應用班 B班 

日期：15/12 -  9/2   逢星期五 6:30pm - 8:00pm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TKS0743 陳麗媛 TKS0184 張琳欣 

TKS0322 傳瑋佳 TKS0414 薛晉軒 

 

TKT264 乒乓球興趣班 

日期：17/12-4/2 逢星期日 10：00am-12:00pm 

(24/12,31/12不用上課)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TKS0105 李詩雅 (舊生) TKS0650 楊子儒 

TKS0771 黃琮煒 (舊生) TKS0029  李靖敏 

TKS0450 梁洛 (舊生) TKS0698 楊天睿 

TKS0527 洪穎麟 TKS0357 鄭睿 

 

TKT180 管樂團 

日期：10/12 - 11/2   逢星期日 12:30pm - 3:00pm 

(24/12，31/12不用上課) 

導師會於上課前安排與學生及家長先進行會面  

(會面時間為 12 月 10 日 下午 2:00)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學生證號碼 學生中文姓名 

TKS0740 張晞桐 TKS0662 曾晧忻 

TKS0739 張高森 TKS0698 楊天睿 

TKS0476 李映蒨 Tks0849 王子怡 

TKS0661 曾晴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