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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游泳會 2017 年 6-8 月 普及課程 報名表格 
截止報名日期︰2017年 6月 12日(星期一) 

表格一經遞交，如需更改／退出已報名課程，不論報名是否已被確認，均需繳付每人每項課程行政費港幣 100 元正； 

所有課程不設補課安排 
 

上課地點 場地資料 

堅尼地城 

室內游泳池 

 地址：香港堅尼地城西祥街北 2 號  

 港鐵香港大學站 C2 出口，步行約 3-5 分鐘，附近有私家時租停車場 

 巴士路線 (港島線) 1, 5B, 5X, 10, 18P, 43M; (隧巴) 101, 104, 113, 904, 971, A10 
 

 

程度簡介 

初班 初學至自由泳完成 30米 

中班 自由泳、背泳及蛙泳完成 50米 

高班 自由泳完成 200米至背泳、蛙泳及蝶泳完成 50米 
 

第一部份  學員個人資料(新學員必須填寫)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出生日期：                   

 

性別：           

電話(日)︰                         電話(緊急)︰                   

緊急聯絡人︰                  

家長手提電話 (可接收 SMS 訊息)︰                    

成功報名者將以 SMS 訊息通知 

常用電郵︰                                 地址︰                                                                                                          

學員程度  □  本會 4-6 月課程學員   □  新學員/非本會現時學員  (最近參加本會課程         年        月 ) 

現時程度（請；所有新學員／非本會現時學員均需提供下列資料） 

□  從未習泳     □  自由泳        米     □  背泳        米     □  蛙泳        米     □  蝶泳        米 
 

第二部份  繳費方法 
 
繳費金額 $              

□ 支票 (銀行名稱)                (支票號碼)            
支票抬頭為「大力游泳會」，1項課程 1張支票，期票恕不接受，本會收

到支票後將即時入帳 

□ 銀行入數紙 匯豐銀行(HSBC)戶口號碼：614-032829-838 請將報名表連同銀行入數紙交回/傳真/電郵到本會 

(入數紙上請寫上學員姓名) 傳真號碼：2648 7268 

□ 現金 只適用於親身到本會辦事處報名者  

(新界 火炭 坳背灣街 45-47 號 喜利佳工業大廈 10樓 N 室；服務時間：星期一至五 10am-5pm) 

交表方式   
1. 傳真：2648 7268 / 電郵︰mail@daliswim.com  (必須連同銀行入數紙副本提交) 

2. 郵寄地址：新界 火炭 坳背灣街 45-47 號 喜利佳工業大廈 10 樓 N 室 

     查詢電話︰5117 2639 侯教練 

註：如課程因任何原因導致退款，該款項將於收到閣下簽回退款申請表後八星期內以轉帳方式退回閣下提供之銀行帳戶 
 

第三部份  聲明( * 沒簽署之報名表將不獲受理) 
本人同意本人／敝子弟參加所報課程／活動，緊守 貴會訂明的規則，並承擔有關風險及責任。本人聲明本人／敝子弟健康狀況良

好，技術水平適宜作上述課程／活動，而且不會因參加 貴會課程／活動所引致的傷亡及任何損失等，向 貴會或 貴會職員追討責

任賠償。本人確認所填報的學員出生日期正確無誤，並明白若未能提供正確的出生日期，將會導致學員團體意外保險不能生效。 

 

*學員／家長簽署                         

學員／家長姓名(正楷)  
 

                          

日期 

 

                       

申請人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將用作本會內部紀錄、聯絡、通訊、發放最新消息及執行特別衛生措施時使用。若申請人不欲接收

這些資訊，請將學員姓名、登記電話及相關聯絡資料，電郵至 mail@daliswim.com 

Office Use Only  Mail / Fax / Drop-in Box / In person (Courier / Temp 

Receipt                       ) 

Ref：                      

Incoming Date：                                      Entry/Processed by and date：                        Official Receipt：                                

(請轉後頁) 

課程組別 對象 教學比例 報名詳情 

初至高班 (代號：C) 5 歲至成人 1:5  必須報讀全期堂數 

 每節 1 小時計 

 費用已包括學員入場費 

 上課時間及收費請參閱本表格第四部份 

3 人小組初班 (代號：CSB3X) 
4 歲至成人 

1:3 

2 人小組初班 (代號：CSB2X) 1:2 

單人初班 (代號：CP) 3 歲至成人 1:1 

港島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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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  報名課程 
 

堅尼地城室內游泳池 
評 
核 
日 

課程費用 
 

(包括學員入場費) 
**學員必須報讀全期堂數 

日期 星期 
堂
數 

上課時間** 
單人初班 

(代號：CP) 

2 人小組初班 

(代號：CSB2X) 

3 人小組初班 

(代號：CSB3X) 

初至高班 

(代號：C) 

22/6 – 27/7 二四 11 □5-6pm  □6-7pm 20/7 □$3300 □$2200 □$1650 □$1430 

1/8 – 31/8 二四 10 □5-6pm  □6-7pm 24/8 □$3000 □$2000 □$1500 □$1300 

23/6 – 25/8 五 10 □5-6pm  □6-7pm 18/8 □$3000 □$2000 □$1500 □$1300 

24/6 – 26/8 

(1/7 除外) 
六 9 

□9-10am □10-11am 

□11am-12pm 

□12-1pm 

19/8 □$2700 □$1800 □$1350 □$1170 

25/6 – 27/8 

(6/8 除外) 
日 9 

□9-10am □10-11am 

□11am-12pm 
20/8 □$2700 □$1800 □$1350 □$1170 

17/7 – 31/7 
一二四

五六 
11 □9-10am □10-11am 29/7 □$3300 □$2200 □$1650 □$1430 

1/8 – 15/8 
一二四

五六 
11 □9-10am □10-11am 14/8 □$3300 □$2200 □$1650 □$1430 

17/8 – 31/8 
一二四

五六 
11 □9-10am □10-11am 29/8 □$3300 □$2200 □$1650 □$1430 

18/7 – 31/8 二四 14 □9-10am □10-11am 24/8 □$4200 □$2800 □$2100 □$1820 

17/7 – 28/8 一五 13 □9-10am □10-11am 25/8 □$3900 □$2600 □$1950 □$1690 

**歡迎家長自費入場觀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