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網址：www.hkcnc.org.hk
電郵：kc@hkcnc.org.hk

地址：新界葵涌青山公路430-436號偉賢樓地下B鋪(寶星中心側)
電話：3956 3877

網址：www.hkcnc.org.hk
電郵：kc@hkcnc.org.hk

地址：新界葵涌青山公路430-436號偉賢樓地下B鋪(寶星中心側)
電話：3956 3877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服務費用全免，對象只限本學年家庭領取綜援或獲批全津的學生，登記時請攜同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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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C���� 功課輔導班
指導學生完成功課，根據學生的進度
溫習默書及考試測驗。

義務老師：黃Sir
對象：小一至小四       堂數：10堂
日期：18/09 - 20/11/2021 逢星期六
時間：17:00 - 18:30

KC���� 北京舞蹈學院等級考試課程

義務老師：林老師
對象：5歲或以上      堂數：4堂
日期：20/10 - 10/11/2021 逢星期三
時間：15:00 - 16:00

此課程是北京舞蹈學院中國舞蹈訓練體系的

一部份，包括中國古典舞基訓、身韻；中國

民族民間舞；墊上技術及舞蹈節奏感訓練。

2021年免費
秋季才藝課程

鄭裕彤葵涌學習中心鄭裕彤葵涌學習中心

截止報名日期: 2021/09/03(五)
公布結果日期: 2021/09/07(二)

PRINCIPAL CHAN

KC��� 管樂班

義務老師：David Sir
對象：小五至中六       堂數：10堂
日期：19/09 - 21/11/2021 逢星期日
時間：15:30  - 17:30

"教授長笛、雙簧管、單簧管、色士風、
圓號、小號、長號等管樂器。學生可學
習適合自己之樂器。
*此課程需通過面試才正式取錄*

KC��� 兒童體適能班

義務老師：林教頭
對象： K1-K3       堂數：8堂
日期：15/09 - 17/11/2021 逢星期三
         (22/9及29/9 暫停)
時間：16:40 - 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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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發創造力和培養團隊合作精神。

KC��� 音樂兒童合唱團

義務老師：Parkland - Miss Carol
對象：3-11歲兒童       堂數：8堂
日期：23/09- 18/11/2021 逢星期四
         (14/10 暫停)
時間：17:00 - 18:00

基本樂理認識、合唱技巧、吐字及用
氣訓練、音樂遊戲。

KC��� 空手道班

義務老師：香港福音武術事工 - 定民師兄
對象：K3至小四       堂數：9堂
日期：16/09- 18/11/2021 逢星期四
         (14/10 暫停)
時間：17:00 - 18:00

全面鍛煉身體柔韌性，忍耐力及強身
自衛。

KC���� 成人瑜珈初班

義務老師：Miss Eva
對象：才藝班會員之家長     堂數：9堂
日期：16/09- 18/11/2021 逢星期四
         (14/10 暫停)
時間：10:30 - 11:30

讓家長參與簡單瑜珈運動，從忙碌的
生活中放鬆。

學習粵劇基功、身段、唱曲等。

KC��� 兒童粵曲班

義務老師：畢老師    堂數：9堂
對象：小一至小四
日期：15/09 - 17/11/2021 逢星期三
         (22/9 暫停)
時間：17:30 - 18:45

教授英語發音及拼讀生字技巧，提升
學生串讀英文生字的興趣和信心。

KC��� 英文拼音班

義務老師：畢老師
對象：小一至小三       堂數：9堂
日期：17/09 - 19/11/2021 逢星期五
         (01/10 暫停)
時間：17:30 - 18:45

Whatsapp:92695970
此號碼只供本中心發放消息，
如需電話查詢請致電39563877

聯絡電話:39563877      
註: 所有課程報讀對象為2021-22年度就讀相應年級的學生

KC��� 鈎織班

義務老師：Miss Kammy
對象：小四至中一       堂數：10堂
日期：19/09 - 21/11/2021 逢星期日
時間：16:30  - 18:00

運用各種簡易鈎針編織技巧，編
出一些小物件。

舊生
優先

KC���� 功課輔導及英語閱讀班
                                   (網上課堂)

義務老師：Miss Celeste
對象：小一至小三       堂數：9堂
日期：16/09- 18/11/2021 逢星期四
         (14/10 暫停)
時間：16:30 - 17:30

與學生一同閱讀英語書籍及報章，
引導學生自主學習，加強英語能力
。

KC���� 升小五英文呈分試準預備班
為學生作呈分試的預備，內容針對於
寫作及閱讀理解的範疇。

義務老師：莫Sir
對象：小五               堂數：10堂
日期：18/09 - 20/11/2021 逢星期六
時間：10:30 - 11:30

舊生
優先 舊生

優先



歡迎任何界別的人士
(包括應屆DSE畢業生、大學生、在職人士、
退休人士、家庭主婦等等)加入我們義師行列，
將你的知識和才藝分享給基層孩子，
讓他們擁有發展潛能的機會!

親臨新界葵涌青山公路430-436號
偉賢樓地下B鋪(葵星中心側)
致電3956 3877
電郵kc@hkcnc.org.hk

登記方法：
1)

2)
3)

以中秋為主題，利用溫暖的粉彩色調，配
合手指頭及其他工具，在畫紙上創作屬於
自己的畫作。

義務老師：Miss Stella
對象：小四或以上       堂數：1堂
日期：24/09/2021 星期五
時間：14:30 - 16:00

義師
招募

 J
o

in
 V

o
lu

nteer 

註: 所有課程報讀對象為2021-22年度就讀相應年級的學生

KC���� 功課練習班

義務老師：Miss Helen
對象：小四至小六       堂數：10堂
日期：19/09 - 21/11/2021 逢星期日
時間：09:15  - 10:30

透過趣味教學法，教導學生學習
，以及傳授知識。

只限
新生

只限
新生

只限
新生

舊生
優先

KC���� 和諧粉彩班 KC���� 電腦程式Roblox編寫課程
                                         (網上課程)

義務老師：David Sir
對象：12歲或以上       堂數：10堂
日期：13/09 - 18/10/2021 逢星期一及三
時間：15:15  - 16:15

學習編寫電腦程式能讓學生發展邏輯思
維、提昇解難能力，同時能加強英語溝
通。 全英語教學，必須有良好英語能力。

於第一堂需通過英文能力測試才正式取錄

課堂會指導學生以拼貼方式為自
已創作獨特布袋。
義務老師：Miss Stella
對象：小五或以上       堂數：1堂
日期：15/10/2021 星期五
時間：14:30 - 16:30

KC���� 蝶古巴特班 KC���� 幼兒黏土班

義務老師：Miss Joey
對象： K2-K3       堂數：6堂
日期：29/09 - 03/11/2021 逢星期三
時間：15:00 - 16:00

透過製作不同可愛簡單的黏土作品，從而
訓練學生手眼協調和觀察，啟發創作思維
，建立個人風格。

以不同材料製作賀卡，將祝福卡給
予身邊的人。

義務老師：Miss Joey
對象：小一至小三       堂數：1堂
日期：23/10/2021 星期六
時間：16:00 - 17:00

KC���� 賀卡手工製作

教授英語發音及拼讀生字技巧，提
升學生串讀英文生字的興趣和信心
。

KC���� 英文拼音班(A) 

KC���� 趣味英語班
課程會透過聽歌和會話來增強
對英語的興趣。
義務老師：Miss Clara    堂數：9堂
對象：小三至小四
日期：15/09 - 17/11/2021 逢星期三
         (22/9 暫停)
時間：18:15 - 19:15

課堂會教授基本插花花藝技巧，同
時學習包裝花束。

義務老師：Miss Jess
對象：才藝班會員之家長   堂數：1堂
日期：08/09/2021 星期三
時間：10:00 - 12:30

義務老師：Miss Cindy
對象：K3   堂數：4堂 
第一堂是面授課堂，第二至四堂是網上課堂

日期：09/10 - 30/10/2021 逢星期六
時間：14:15 - 15:15

教授英語發音及拼讀生字技巧，提
升學生串讀英文生字的興趣和信心
。

KC���� 英文拼音班(B) 

義務老師：Miss Cindy
對象：小一至小三   堂數：4堂
第一堂是面授課堂，第二至四堂是網上課堂

日期：09/10 - 30/10/2021 逢星期六
時間：15:15 - 16:15

KC����基礎花藝班(A)
課堂會教授基本插花花藝技巧，同
時學習包裝花束。

義務老師：Miss Jess
對象：才藝班會員之家長   堂數：1堂
日期：13/10/2021 星期三
時間：10:00 - 12:30

KC���� 基礎花藝班(B)

課堂會教授基本插花花藝技巧，同
時學習包裝花束。
義務老師：Miss Jess
對象：才藝班會員之家長   堂數：1堂
日期：10/11/2021 星期三
時間：10:00 - 12:30

KC���� 基礎花藝班(C)



我們已於FACEBOOK開設群組
，歡迎大家ADD我們啊=)可在Facebook搜尋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鄭裕彤葵涌學習中心

，就可以緊貼中心的消息!!!

練習和圖書借閱練習和圖書借閱

開辦英語學前班開辦英語學前班

本中心為兒童和青少年提供
完全免費的服務，包括：

自修室借用自修室借用

鋼琴和電腦借用鋼琴和電腦借用

費用全免 歡迎報名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於2011年4月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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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材施教的免費一對一補習
服務和其他學習支援

＊報名資格：現正領取綜援(即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或獲
批學生資助辦事處全額書簿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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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鄭裕彤葵涌學習中心
Principal Chan Free Tutorial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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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方向
To

Tsuen Wan

九龍方向
To Kowloon

86 83A

97

31

412 401

94

43A

35A 36B

31B 32

青
山
公
路
葵
涌
段

名德大廈
Ming Tak Building

Wai Yin
Building

行人天橋

Foot Bridge

和宜合道
熟食市場

到達本中心方法：
巴士：31、31B、31M、32、35A、36B、38、42C、43A     小巴：83A、94、97、401、412

小巴86(往石籬)於荃灣西鐵站開出，途經川龍街、大窩口鐵路站、國瑞路，於屏麗徑下車。86

小巴83A(往安蔭)於戴麟趾夫人診所正門對面「協和廣場」總站開出，途經大河道、大窩口
鐵路站、國瑞路，於屏麗徑下車。

83A

小巴97(往華景山莊)於荃灣西鐵站開出，途經大河道、戴麟趾夫人診所、眾安街、鹹田街、
大窩口鐵路站，於屏麗徑下車。

97

九巴31(往石籬-循環線)於荃灣西鐵站開出，途經戴麟趾夫人診所、寶石大廈、悅來酒店、
大窩口鐵路站，於屏麗徑下車。

31

荃灣 (包括荃灣西鐵站、仁濟醫院側、大窩口)

小巴412(往石籬-循環線)於葵涌邨開出，途經禾塘咀街、昌榮路迴旋處，於屏麗徑下車。412

小巴94(往梨木樹)於葵盛東開出，途經葵盛西、林士德室內運動場、葵興鐵路站，於屏麗徑
下車。

94

九巴43A(往石籬)於青衣長宏總站開出，途經葵涌運動場、林士德室內運動場、葵興鐵路站
，於屏麗徑下車。

43A

九巴31M(往石籬)於葵芳鐵路站開出，途經葵芳邨、光輝圍，於打磚坪街下車，步行10分鐘即達。31M

葵芳、葵興 (包括新葵芳花園、葵芳邨、新葵興花園、葵涌)

小巴401(往石蔭)於青衣碼頭開出，途經青衣北橋、荃灣及大窩口鐵路站，於屏麗徑下車。401

九巴43A(往石籬)於青衣長宏總站開出，途經長宏、長康及長青，於屏麗徑下車。43A

青衣 (包括青怡花園、翠怡花園、宏福花園、青衣邨、長安邨、長亨邨、長青邨)

九巴31B(往石籬)、32(往石圍角)、35A(往安蔭)或36B(往梨木樹)，於打磚坪街下車，步行5
分鐘即達。

KMB

西九龍 (包括深水埗區、海麗邨、華員邨)

星期二至六 上午9時至下午9時
星期一及日 上午9時至下午6時

(公眾假期除外)

開放時間
新界葵涌青山公路430-436號
偉賢樓地下B鋪(葵星中心側)

中心地址

只限
新生

KC���� 電腦程式Roblox編寫課程
                                         (網上課程)
學習編寫電腦程式能讓學生發展邏輯思
維、提昇解難能力，同時能加強英語溝
通。

以不同材料製作賀卡，將祝福卡給
予身邊的人。

教授英語發音及拼讀生字技巧，提
升學生串讀英文生字的興趣和信心
。

課堂會教授基本插花花藝技巧，同
時學習包裝花束。



截止報名日期: 2021/09/03(五)
公布結果日期: 2021/09/07(二)

報名方法

職員專用

於編輯本刊時，於實際舉辦之活動有時間上的差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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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資料以

本中心最後公佈為準。

公布結果
親臨中心
瀏覽www.hkcnc.org.hk
瀏覽「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鄭裕彤葵涌學習中心」Facebook專頁

登記學生可免費報讀各項課程和使用中心設施

備註: 如超出活動人數上限，需進行抽籤

*學生/家長必需於2021年9月7至13日內期間到中心完成確認，方可成功取錄。*

填妥以下表格親臨中心報名

瀏覽www.hkcnc.org.hk網上報名

中心會員

請Whatsapp或親臨中心更新
2021/22年度全額書簿津貼證明
或最新綜援證明

學生姓名：

聯絡電話： Whatsapp： 日期：

學生證編號： 年齡： 級別：

性別： 男 女

報讀課程(可選多項)：

2021年秋季才藝班報名表

管樂班

鈎織班

兒童體適能班

空手道班

音樂兒童合唱團

兒童粵曲班

英文拼音班

功課輔導班

功課輔導及英語閱讀班 (網上課堂)

升小五英文呈分試準預備班

成人瑜珈初班

北京舞蹈學院等級考試課程

功課練習班

和諧粉彩班

電腦程式Roblox編寫課程(網上課程)

蝶古巴特班

KC308

KC338

KC368

KC449

KC465

KC696

KC822

KC1071

KC1087

KC1157

KC1210

KC1226

KC1229

KC1283

KC1284

KC1285

幼兒黏土班

賀卡手工製作

趣味英語班

基礎花藝班(A)

基礎花藝班(B)

基礎花藝班(C)

英文拼音班(A) 

英文拼音班(B)

 

KC1286

KC1287

KC1288

KC1289

KC1290

KC1291

KC1292

KC1293

"教授長笛、雙簧管、單簧管、色士風、
圓號、小號、長號等管樂器。學生可學
習適合自己之樂器。
*此課程需通過面試才正式取錄*

全面鍛煉身體柔韌性，忍耐力及強身
自衛。

教授英語發音及拼讀生字技巧，提升
學生串讀英文生字的興趣和信心。

瀏覽www.hkcnc.org.hk網上報名

填妥以下表格，親臨中心報名並攜帶以下
文件登記成為會員
1)綜援證明/全額書簿津貼證明(中/小學)
2)學生香港出世紙/回港證/身份證
3)證件相

非會員

必須於�月�日或之前成為本中心會員，
否則其報名記錄將被取消，而不作任何通知

註: 所有課程報讀對象為2021-22年度就讀相應年級的學生

為學生作呈分試的預備，內容針對於
寫作及閱讀理解的範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