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浪體育會
2019 年 7-8 月
暑期泳班通告
課程目的
課程內容
教練資格
查詢方法
上課日期及時間
上課地點
名額
費用

報名

推廣游泳運動，培養紀律，學習水中自救能力;鍛鍊成游泳運動員，代表參加各大
比賽，力爭殊榮。
四式泳術學習(以自由泳為主，其餘泳式需視乎學生程度)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游泳教練;香港游泳教師總會游泳教師;香港游泳教師總會嬰糼
兒游泳教師;香港拯搦總會泳池救生章
歡迎致電 或 WhatsApp 57265753 洽
見附頁

屯門西北游泳池(室內泳池)*(見註 8) 或 屯門泳池(室外泳池)* (見註 9)
每班名額 20 人，另設 5 個補堂名額(以先報先得形式，並以繳交學費日期為算)
$960 共 12 堂(本會只提供學員入場費用)
 網上報名 - 按以下連結，填妥表格內客。
https://forms.gle/apHt9QSQnSiq3q379
 親身報名 - 列印以下報名表格並填妥，連現金學費或過數證明正本，
以信封入妥並寫上「２０１９暑期泳班報名」，交到以下地址：

屯門青山坊２號壹號總站４２號舖
繳費方法
公開比賽

備註

 現金：以舊信封入妥，填上姓名、金額及所報泳班。再約教練繳
交。
 銀行轉賬：請 WhatsApp 教練商討
表現上佳者可獲薦進入泳會泳隊，更有機會加入香港或地區代表隊，出席各大地
區或全港公開比賽，甚至國際性賽事。詳情可瀏覽本會 Facebook 或 Instagram。
1. 泳班將於泳池團體閘口集合及解散，請自行安排學生更衣方法及交通接送。
2. 倘若天文台於課堂舉行前 2 小時發出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紅色或黑
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時，或教育局宣佈停課，當天課堂將會取消，不設補堂。
3. 學員須在泳班開始前 15 分鐘到達泳池團體入閘口，本會教練將於 10 分鐘前安
排學員入場，逾時不候。遲到之學員須自費入場，並不設補時。
4. 學員如發覺有發燒或身體不適的現象，必須停止上課。
5. 學生因病或因事未能出席，或中途退出者，所繳交之費用將不予發還。
6. 如學生因病請假，必須出示醫生證明方可補堂，補堂必須在後備上課日期內進
行，病假補堂最多只設 3 天。
7. 如學生須請事假或調堂，必須預早一星期通知本會教練。事假或調堂上限為 1
天，如有突發事情，本會會酌情處理，本會保留所有補堂及調堂權利。
8. 課堂將於室內泳池上課為主，教練亦有機會因現場情況而安排到室外泳池授
課。
9. 因逢星期四為屯門泳池清洗日，故屯門泳池之泳班會改為逢星期一及三。
(所有參加者及其家長必須在報名前閱讀並同意以下聲明。)

泳班聲明：
所有參加學員之家長必須確定學員為健康及體能良好，適宜參加本泳班，如學
員有任何病歷必須報名或泳班開始前通知教練。若學員因自己的疏忽、健康或體能久
佳，而引致於參加這項活動時傷亡，白浪體育公司無須負責。

白浪體育會
2019 年 7-8 月
暑期泳班通告
泳班編號

上課時間

S1A

上午 9:00-10:00

S1B

上午 11:00-12:00

S1C

下午 1:00-2:00

22/7、25/7、29/7、1/8、5/8、

S1D

下午 3:00-4:00

8/8、12/8、15/8、19/8、22/8

S1E

下午 5:00-6:00

S2A

上午 9:00-10:00

S2B

上午 11:00-12:00

S2C

上課日期

逢星期一及四：15/7、18/7、

逢星期二及五：16/7、19/7、

下午 1:00-2:00

23/7、26/7、30/7、2/8、6/8、

S2D

下午 3:00-4:00

9/8、13/8、16/8、20/8、23/8

S2E

下午 5:00-6:00

S1F

下午 3:30-4:30

下午 4:45-5:45

S2F

下午 3:30-4:30

下午 4:45-5:45

游泳池

屯門西北
游泳池

屯門游泳池

7/8、12/8、14/8、19/8、21/8
逢星期二及五：16/7、19/7、
23/7、26/7、30/7、2/8、6/8、

S2G

屯門西北

逢星期一及三：15/7、17/7、
22/7、24/7、29/7、31/7、5/8、

S1G

上課地點

屯門游泳池

9/8、13/8、16/8、20/8、23/8

網上報名，方便快捷

白浪體育會
2019 年 7-8 月
暑期泳班通告
請

報名回條

泳班編號

上課時間

S1A

上午 9:00-10:00

S1B

上午 11:00-12:00

S1C

下午 1:00-2:00

22/7、25/7、29/7、1/8、5/8、

S1D

下午 3:00-4:00

8/8、12/8、15/8、19/8、22/8

S1E

下午 5:00-6:00

S2A

上午 9:00-10:00

S2B

上午 11:00-12:00

S2C

上課日期

上課地點

逢星期一及四：15/7、18/7、

逢星期二及五：16/7、19/7、

下午 1:00-2:00

23/7、26/7、30/7、2/8、6/8、

S2D

下午 3:00-4:00

9/8、13/8、16/8、20/8、23/8

S2E

下午 5:00-6:00

S1F

下午 3:30-4:30

下午 4:45-5:45

S2F

下午 3:30-4:30

下午 4:45-5:45

屯門西北
游泳池

屯門游泳池

7/8、12/8、14/8、19/8、21/8
逢星期二及五：16/7、19/7、
23/7、26/7、30/7、2/8、6/8、

S2G

游泳池

逢星期一及三：15/7、17/7、
22/7、24/7、29/7、31/7、5/8、

S1G

屯門西北

屯門游泳池

9/8、13/8、16/8、20/8、23/8

未滿 18 歲的學員須由家長或監護人填寫此聲明:
本人聲明：
敝子弟 __________________ (學員姓名)的健康及體能良好，適宜參加上述活動。如果參加者因自己的疏忽或
健康或體能欠佳，而引致於參加這項活動時造成傷亡，白浪體育會有限公司無須負上任何責任。

家長或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或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

白浪體育會
2019 年 7-8 月
暑期泳班通告
白浪體育會游泳班學員請假及補堂須知
本會一直致力提供優質的教學質素，故十分重視游泳班師生比例。為控制各游泳班學員之數目，
各學員之請假及補堂安排詳列如下：
1.

請假
事假

●



須最少於 1 個星期前 通知本會；

 家長請在進入以下連結，填妥請表格：
https://forms.gle/63BZkfra8RSGfmHx9
病假

●



須最少於上課前 1 小時 通知本會；



家長請在進入以下連結，填妥請表格：
https://forms.gle/63BZkfra8RSGfmHx9

2.

補堂

所有事假及病假必須於下月內安排補堂，否則便當作取消補堂處理。相關程序詳列如下：


家長須於請假當月選定補堂之日期及時間 (不可將下月 原定已報學之泳班日期作為抵
銷補堂之用)；



選定補堂日期及時間：原報班以外之暑期泳班班別，或９月份的週末泳班



在選定補堂日期及時間後，家長請在進入以下連結，填妥請表格：
https://forms.gle/KtNGhiGxdGrQyxHr6

***本會只設補堂安排，已繳付之學費不設退回***
3.

補堂注意事項
☞

只設補堂 1 次，已安排之補堂均不能再取消，如未能出席補堂者，則當作取消處理；

☞

如學員因病未能出席補堂，家長須向本會出示醫生證明，本會將會酌情處理；

☞

本會保留一切補堂之權利

本會旨意推動游泳運動，設立請假須知是希望能給本會學員一個高質素的習泳經驗，敬希各家
長 / 學生明白及配合。如對上述事宜有任何疑問，歡迎直接向本會查詢。

***未有按以上申請請假或補堂者，均一律不獲補堂***
***已繳付之學費不設退回***
白浪體育會有限公司

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