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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包括鑽石山、藍田、牛頭角、九龍灣、啟業邨、彩虹）
車下道咀角大於，東道子太、道虹彩經途，出開站山石鑽於）灣港維咀角大往（ A07或07巴小

九巴10 (往彩雲-循環線) 於彩雲開出，途經彩虹鐵路站，於櫸樹街下車
九巴16 (往旺角柏景灣) 於藍田廣田邨開出，途經觀塘鐵路站、牛頭角下邨、九龍灣鐵路站，於銘基
書院下車

旺角（包括旺角東鐵路站、朗豪坊、旺角警署）
小巴 12S (往大角咀帝柏海灣-循環線) 於旺角東站開出，途經朗豪坊、廣華醫院，於大角咀道下車
小巴 12A或12B (往大同新邨) 於旺角東站開出，途經旺角站、前旺角街市／朗豪坊，於埃華街下車

深水埗
九巴18 (往愛民-循環線) 於深水埗(東京街)開出，途經北河街，於新九龍廣場下車
九巴33A (往旺角柏景灣) 於荃灣如心廣場開出，途經葵芳邨、美孚鐵路站、荔枝角鐵路站，於銘基
書院下車
九巴66X (往奧運鐵路站) 於大興開出，途經荔枝角鐵路站、元州邨、北河街，於銘基書院下車
九巴68X (往旺角 柏景灣) 於洪水橋（洪福邨）開出，途經元朗、葵涌交匯處、旺角警署，於銘基書院
下車

港島區
九巴 904 (往荔枝角) 於堅尼地城卑路乍灣開出，途經西祥街、皇后大道西，於櫸樹街下車
九巴 905 (往荔枝角巴士總站) 於灣仔北開出，途經利源東街、中環街市、西港城，於櫸樹街下車
九巴 914 (往海麗邨) 於銅鑼灣天后開出，途經怡和街、修頓球場、渡船街，於富貴街下車

其他
九巴 2E (往白田巴士總站) 於九龍城碼頭開出，途經紅磡街市、佐敦炮台街，於大同新村下車
小巴 3 (往中匯街大同新邨總站) 於尖沙咀亞士厘道開出，途經中港城、柯士甸站、文華樓，於埃華
街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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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地址：
九龍大角咀櫸樹街88號奧柏御峰2樓205-206號舖

網址：www.hkcnc.org.hk
電郵：tkt@hkcnc.org.hk電話：2866 9984



* 請於報名前留意清楚上課日期是否可以出席課堂

＊中心並不會個別通知取錄學生，請自行查閱抽籤結果

＊課程名額有限，若報名人數超額將以抽籤形式分配

＊學生或有機會不被抽中任何課程，敬請留意

注意事項：

1) 如學生有多於一個的報名記錄，中心將以最後報名記錄時間為準

2) 如學生需更改已提交的報名記錄，請重新再填寫一份網上表格

3) 獲抽中之學生，學生本人或家長必須於3月17日至3月22日透過whatsapp

向大角咀中心職員進行確認，否則視作放棄名額處理。

4) 如學生在3月12日或之前沒有遞交有效之經濟證明文件，其報名記錄將會作廢

報   名   須   知

截止報名日期: 2020/03/12(四)
公佈結果日期: 2020/03/17(二)

於編輯本刊時，於實際舉辦之課程有時間上的差距，故本中心可能有必要按當時情況作出相應修改；因此請各位留意，課程資料以

本中心最後公佈為準。

公佈結果
瀏覽www.hkcnc.org.hk
瀏覽「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Facebook專頁
瀏覽「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Facebook社團

辨理會員證所需文件：
1)綜援證明/全額書簿津貼證明(中/小學)/
  全額學費減免(幼稚園)
2)學生香港出世紙/回港證/身份證
3)學生之證件相片一張

非會員中心會員

報名方法：

・瀏覽www.hkcnc.org.hk 網上報名
 *請確保已遞交有效之經濟證明文件
・親身到大角咀中心
   

・請先whatsapp以下文件予本中心
 辦理會員證，之後填妥課程報名表格



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於2011年成立，是香港政府認可的非牟利慈善機構(註冊編號：91/11019)，
為有經濟困難的弱勢學童提供完全免費的一對一補習服務及其他學習支援

* 服務費用全免
* 對象只限 2019/20 年度家庭   領取綜援或獲批全額書津的學生

拉丁舞運動配合健腦操左右交替練習，令兒童腦部發展更帶效靈活及訓練專注力

*中心將提供舞衣及跳舞鞋，女生需自備黑色絲襪*

*課程舊生不用再登記

拉丁舞班

對象：5 至 10歲 男生      

日期：4月23日 至 5月21日（星期四）

堂數：4 堂（4月30日暫停）

時間：5:00pm - 6:30pm

義師：Miss Candy

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2019 年冬季課程 (12 月－2 月 )
免費兒童和青少年才藝及興趣班

截止報名日期：2019/12/05（四）  
公佈結果日期：2019/12/10（二）

對象：小四至小六       

日期：4月25日 至 5月23日（星期六）

堂數：3 堂 （5月9日，5月16日暫停）

時間：4:00pm - 5:00pm

義師：Miss Flora

主辦機構 捐助機構

2020 年春季課程 (3 月－5 月 )
免費兒童和青少年才藝及興趣班

截止報名日期：2020/03/12（四）  
公佈結果日期：2020/03/17（二）

TKT371

TKT442



小朋友只需要用手指直接在畫紙上塗抺粉彩，

配上簡單工具輔助，便可創作出漂亮的和諧粉

彩畫

TKT503   日本和諧粉彩班

對象：小一至小六

日期：4月26日 至 5月17日（星期日）

堂數：4 堂

時間：11:30am  - 12:30pm

義師：Miss Yuen

課程會教授學生掌握塑膠彩不同特性與用法、

色彩的運用

TKT500   塑膠彩班(初班)

對象：小四至中三       

日期：4月25日 至 5月23日（星期六）

堂數：5 堂

時間：1:00pm - 3:00pm

義師：吳老師

課程會教授學生掌握塑膠彩不同特性與用法、色彩

的運用

(只限2019冬季課程進階班舊生或義師推薦之學生)

TKT501  塑膠彩班(進階班)

日期：4月25日 至 5月23日（星期六）

堂數：5 堂

時間：3:00pm - 5:00pm

義師：吳老師

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2020 年春季課程 (3 月－5 月 )
免費兒童和青少年才藝及興趣班

只限
舊生

注重落筆渾勁豪爽、墨韻縱錯、色彩鮮豔明亮、水

分淋漓、暈染柔和均淨的現代繪畫新格局

TKT502   中國水墨畫興趣班

對象：小五至小六

日期：4月26日 至 5月24日（星期日）

堂數：5 堂

時間：10:00am - 11:30am

義師：Lydia, Kenny, Ricky, Jolia

認識中國傳統水墨畫，了解毛筆執筆法、筆墨及上

色技巧，繪畫花鳥、動植物等題材，從中增強學童

對中國文化的認識，激發創意。

TKT504   水墨畫初班

對象：小四至中二

日期：4月25日 至 5月23日（星期六）

堂數：5 堂

時間：2:00pm - 3:00pm

義師：Miss Grace

課程以一對一形式教授，每堂30分鐘

只適合從未接觸過鋼琴或三級以下之學

生。

TKT505   鋼琴體驗班

對象：小五至中六       

日期：4月22日 至 5月27日（星期三）

堂數：6 堂

時間：6:00pm - 6:30pm / 6:30pm - 7:00pm

義師 ：文老師



主要鍛鍊肌肉控制能力、柔軟度和平衡

能力，透過身體活動使幼兒認識自己及

外界、啟發創造力及培訓團隊合作精神

TKT498  兒童體適能班(初階)

對象：K1至K3       

日期：4月22日 至 5月20日（星期三）

堂數：3 堂（5月6日、13日暫停）

時間：2:00pm - 3:00pm

義師 ：林教頭

主要鍛鍊肌肉控制能力、柔軟度和平衡能力，透

過身體活動使幼兒認識自己及外界、啟發創造力

及培訓團隊合作精神

(必須曾報讀初階班及由義師推薦)

TKT4499   兒童體適能班(進階)

日期：4月22日 至 5月20日（星期三）

堂數：3 堂（5月6日、13日暫停）

時間：3:00pm - 4:00pm

義師 ：林教頭 只限
舊生

跆拳道基本介紹，並教授踢腳、套拳及

對拆等基本動作，鍛鍊體能及學習跆拳

道應有的禮儀（舊生不必重新報名）

TKT004   跆拳道

對象：小四至小六       

日期：4月26日 至 5月24日（星期日）

堂數：5 堂

時間：2:30pm - 5:00pm

義師 ：陶教練

主要鍛鍊身體柔勒性，並教授拳術的戰鬥理論

、身體結構、關節活動及流體力學

（舊生不必重新報名）

TKT279  空手道班

對象：小一至小二     

日期：4月21日 至 5月26日（星期二）

堂數：6 堂 

時間：5:00pm - 6:00pm

義師 ：定民師兄（由福音武術事工提供)

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2020 年春季課程 (3 月－5 月 )
免費兒童和青少年才藝及興趣班

由外籍導師全英語授課，英語拼音是字母及字

母組合在單詞中的發音規則，建立字母及字母

組合與發音的感知，從而達到“看字讀音，聽

音辨字”的效果

（本課程共有三期）

TKT506  幼兒英語拼音班(第一期)

對象：5歲－6歲     

日期：4月23日 至 6月4日（星期四）

堂數：6 堂 （4月30日暫停）

時間：3:45pm - 4:45pm

導師：Mr. Harsh

由外籍導師全英語授課，每一堂用音樂旋律和唱

歌學習一上詞彙或日常用語，以提升學生對英語

的興趣，並更加容易鞏固剛學習的知識，讓他們

更能輕鬆掌握英語（已上過的學生不可再報讀）

TKT507  英語唱遊班

對象：小一    

日期：4月24日 至 6月19日（星期五）

堂數：8 堂 （5月1日暫停）

時間：6:00pm - 7:00pm

導師：Mr. Harsh



中心地址：九龍大角咀櫸樹街88號奧柏御峰商場2樓205-206號舖
網址：www.hkcnc.org.hk
電郵：tkt@hkcnc.org.hk

電話：2866 9984   WTS：6757 8530
傳真：2866 2857 

大角咀中心 facebook 將會

定期發放最新活動資訊

請加入我們吧！

Whatsapp:6757 8530 

如想收到大角咀中心最新課程／活動
資訊，請將我們加入手機通訊錄，以
便我們發放最新消息到閣下Whatsapp
(必須為已登記的大角咀中心學生才會獲發訊息)

加入大角咀中心Facebook步驟
1) 在Facebook搜尋「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2) 按<加入社團>即可！！

加入大角咀中心Facebook步驟
1) 在Facebook搜尋「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2) 按<加入社團>即可！！

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
2020 年春季課程 (3 月－5 月 )
免費兒童和青少年才藝及興趣班

對象：K2至K3

日期：4月23日 至 5月14日（星期四）

堂數：3 堂（4月30日暫停）

時間：3:30pm - 4:30pm

義師：凌姨姨

透過繪本故事，向小朋友帶出正面的資訊，

學習做個好孩子

TKT495  中文故事班   

訓練學生腦袋急轉彎，以創意、突破性的方法解題。

而解題過程可訓練其多角度思維

TKT496   奧林匹克數學班

對象：小四至小六    

日期：4月22日 至 5月20日（星期三）

堂數：4 堂 （5月6日暫停）

時間：5:30pm - 6:30pm

義師：黃Sir

對象：小三至小四

日期：4月22日 至 5月20日（星期三）

堂數：5 堂 

時間：7:30pm - 8:30pm

義師：莫SIR

教授英語文法、閱讀、寫作及說話的知識，令

初小學生能全方位學習英語課題

TKT497  開心有趣學英文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