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劍擊初班課程 報名表
上課地點：香港劍擊學校 □油麻地 □太古康怡

課程編號：______ 逢星期：_____ 上課時間：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同意書 (必須由家長/監護人填寫)

本人准許敝子弟(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正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列印證書之用

出生日期：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性別：男 / 女

聯絡電話：1) _________________2)___________________

就讀學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加「2016劍擊初班課程」，並聲明其健康良好，適宜參加是

項課程及明白在課程其間如發生意外，「香港劍擊學校」

及有關人士無需負責，並同意放棄追索權。

家長/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 與參加者關係：______

家長/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 簽署日期：___________

閣下以什麼方法得知『香港劍擊學校』及有關課程：

□本校網頁 □宣傳單張 □週刊廣告 □劍擊表演示範

□朋友/劍校學生 ________________介紹 □其他：_________

---「香港劍擊學校」內部填寫 For Internal use only ---

□ 2008-2011年 學費$1380/6堂+器材費$650 = $2030

□ 2004-2007年 學費$1610/7堂+器材費$650 = $2260

□成人班 學費$1600/8堂+器材費$650 = $2250 

現金/支票：___________  總數$_________  支付日期：_________

=======   ** 下方表格由職員填寫 **    ==============

香港劍擊學校 HONG KONG FENCING SCHOOL

2016劍擊初班課程 < 收 據 Receipt>

學生姓名：(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列印證書之用

上課地點：香港劍擊學校 □油麻地 □太古康怡

課程編號：______ 逢星期：_______  上課時間：________ 

□ 2008-2011年 學費$1380/6堂+器材費$650 = $2030

□ 2004-2007年 學費$1610/7堂+器材費$650 = $2260

□成人班 學費$1600/8堂+器材費$650 = $2250 

< 器材費 $650 包括：面罩、手套、護胸 >

現金/支票：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 職員簽署：________

截止日期：2015年12月20日 [額滿即止]2016劍擊初班課程 時間表

對象：成人組 (初學)                        $1600共8堂 1.5小時

對象：2004-2007年出生者(初學)$1610共7堂 1.5小時

Y63 □ 星期三 16:30-18:00  
2016年 1月13 20 27日 2月3 17 24日

對象：2008-2009年出生者(初學)$1380共6堂 1.5小時

Y86 □ 星期六 11:00-12:30  
2016年 1月2 9 23 30日 2月6 20 27日

[代號Y]上課地點：香港劍擊學校(油麻地校)
九龍油麻地登打士街56號
柏裕商業中心10樓1001室(港鐵站油麻地A2出口)
Room 1001, 10/F, Park In Commercial Centre,

Yau Ma Tei, Kowloon (Exit A2,  Yau Ma Tei MTR Station)

查詢電話：2332 3135

[代號K]上課地點：香港劍擊學校(康怡校)
香港鰂魚涌康山道1號
康怡廣場辦公大樓14樓全層 (港鐵站太古A2出口)
14/F,Kornhill Plaza-Office Tower,

1 Kornhill Road, Quarry Bay (Exit A2 Tai Koo MTR Station)

查詢電話：2567 7833

※  為保障個人衛生，學員必需購買劍擊專用器材，費用為$650(面罩、手套及護胸)。

※ 學生必須穿著運動長褲及帶備室內運動鞋上課前更換。

※  學生評分合格及出席率達80%，方可獲發完成證書乙張。

※  本課程不設任何請假、補堂及退款之申請。

***

請自備購物袋

YA1 □ 星期一 19:00-20:30  
2016年 1月4 11 18 25日 2月1 15 22 29日

K44 □ 星期四 18:00-19:30  
2016年 1月14 21 28日 2月4 18 25日

K47已滿星期日 14:30-16:00  

2016年 1月3 10 17 24 日 2月21 28日

對象：2010-2011年出生者(初學)   $1380共6堂 1.5小時

對象：2004-2007年出生者(初學)$1610共7堂 1.5小時

K67少量星期日 11:30-13:00  

2016年 1月3 10 17 24 日 2月21 28日

對象：2008-2009年出生者(初學)     $1380共6堂 1.5小時

K85 □ 星期五 17:00-18:30  
2016年 1月8 15 22 29日 2月5 19 26日

Y43 已滿 星期四 18:00-19:30  

2016年 1月14 21 28日 2月4 18 25日

加推 Y44 □ 星期四 16:30-18:00  
2016年 1月14 21 28日 2月4 18 25日

加推 Y41 □星期一 17:30-19:00  
2016年 1月11 18 25日 2月1 22 29日

對象：2010-2011年出生者(初學)   $1380共6堂 1.5小時



『報讀課程須知』Notice to applicants
- 如報名人數不足，該班將被取消。
- 修讀劍擊初班之學生，經本校確認有關學生評分合格及出席率達80%，方可獲發完成證書乙張。

- 本課程不設任何請假、補堂及退款之申請。
- 於上課前兩小時天文台懸掛八號或更高風球、黑色暴雨警告，當日之課程將被取消，恕不安排
任何補課。(八號風球警告訊號、黑色暴雨警告訊號除下兩小時後之課程將照常上課)。

- 如有任何爭議，『香港劍擊學校』保留最終之決定權。
- Transfer to another course is permitted if the enrolled course is full or cancelled. 

- Certificate should  be given to participants have or over 80% attendances.

- No refund nor replacement class will be given in these course.

- Fees paid are not refundable nor transferable regardless of whether applicant have attended class or not.

- Classes will be cancelled due to severe typhoon signal number 8 or above or black rainstorm warning  is hoisted     

or will be hoisted within 2 hours,  no refund or make up class will be given. 

- Right for any final changes would be reserved by Hong Kong Fencing School, the organizers.

課程目標 Aims
學習基本劍擊技巧，培養及提升參與者身體協調、個人自信心及上學時集中能力。
Fencers will gain self-confidence and improve concentration through this fencing training program.

課程教練 Instructor
香港劍擊總會認可教練或同等資歷。
Recognized by Hong Kong Fencing Association and or equivalent qualification.

課程內容 Syllabus
從遊戲中學習劍擊之基本步法、進攻及防守技巧。
Tactics training and games will be launched in this program.

上課語言 Language 廣東話 / 普通話教授 Conducted in Cantonese and/or Mandarin

報名方法
-將報名表格連同劃線支票，抬頭請寫「香港劍擊學校」於截止日期12月20日(額滿即止) 
或以前，親臨或以郵寄方式交回報讀課程之分校。請賜電查詢開放時間。

- Please fill in the entry form, enclosed with a crossed cheque made payable to 
‘Hong Kong Fencing School ’ on or before 20 DECEMBER 2015.

課程費用 Course Fee     2004-2011年$230 (90分鐘 minutes) , 成人班$200 (90分鐘 minutes) 

器材費用 Equipment  Fee $650 (個人器材:面罩、手套及護胸)  

為保障個人衛生，學員必需購買劍擊專用個人器材，請透過「香港劍擊學校」選購。
Fo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fection, personal basic training equipment ($650/set of Mask, 
Glove & Chest protector)  must self prepared and they are available for your choice at our scho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