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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春季短期課程  
報名表格  

 
 
 
 

報名者資料 
 
 
 
學員姓名：_______________          性別：________   年齡：_______    
 
 
 
首選 
報名班別編號：_______________   班別名稱：_______________ 
 
 
 
次選 
報名班別編號：_______________   班別名稱：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用作通知是否取錄) 
 
 
 
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__  (報名者為18歲以下的兒童，須填寫此欄)   
 
 
 
 
 

報名方法  
填妥報名表格並連同支票及回郵信封(已貼郵票)，郵寄致本會會址：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08號2樓 香港大學



中國武術舊生會有限公司。支票抬頭請填「香港大學中國武術舊生會有限公司」。 

楊式太極體驗班   
3月份課程 

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地點 費用 截止報名日期

TC03SUN 楊式太極拳體驗班 3/3/2013 –24/3/2013  
(逢星期日，共4堂) 

03:00p.m-04:00p.m
灣仔 

$500 開課前10日 

TC03WED 楊式太極拳推手班 6/3/2013 –27/3/2013  
(逢星期三，共4堂) 

12:45p.m-01:45p.m
灣仔 

$500 開課前10日 

4月份課程 
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地點 費用 截止報名日期

TC04FIR 楊式太極拳體驗班 5/4/2013 – 26/4/2013   
(逢星期五，共4堂) 

12:45p.m-01:45p.m
灣仔 

$500 開課前10日 

TC04SAT 楊式太極拳推手班 6/4/2013 – 20/4/2013   
(逢星期六，共3堂) 

12:00p.m-01:20p.m
灣仔 

$500 開課前10日 

TC04SUN-HKU 楊式太極拳體驗班 7/4/2013 – 21/4/2013   
(逢星期日，共3堂) 

10:30a.m-11:50a.m
香港大學 

$500 開課前10日 

TC04SUN-ST 楊式太極拳體驗班 7/4/2013 – 21/4/2013   
(逢星期日，共3堂) 

11:00a.m-12:20p.m 
沙田蘇浙公學 

$500 開課前10日 

TC04MON-HKU 楊式太極拳體驗班 8/4/2013 – 29/4/2013    
(逢星期一，共4堂) 

06:30p.m-07:30p.m
香港大學 

$500 開課前10日 

TC04SAT-L 楊式太極拳體驗班 
 

6/4/2013 –20/4/2013    
(逢星期六，共3堂) 

06:30p.m-07:50p.m
鯉景灣公園 

$500 開課前10日 

TC04MON-HKU 楊式太極拳體驗班 6/4/2013 – 20/4/2013    
(逢星期六，共3堂) 

02:30p.m-03:50p.m
理工大學平台(D 

& E之間) 

$500 開課前10日 

5月份課程 
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地點 費用 截止報名日期

TC05SAT 楊式太極拳體驗班 4/5/2013 –18/5/2013  
(逢星期六，共3堂) 

02:40p.m-04:00p.m 
灣仔 

$500 開課前10日 

TC05FIR 楊式太極拳推手班 10/5/2013 –31/52013  
(逢星期五，共4堂) 

12:45p.m-01:45p.m  
灣仔 

$500 開課前10日 

 
 
五禽戲  

4月份課程 
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地點 費用 截止報名日期

5A04WED 五禽戲 3/4/2013– 24/4/2013 
(逢星期三，共4堂) 

12:45p.m-01:45p.m
灣仔 

$370 開課前10日 

 
 
達摩易筋經 時間:4 

4月份課程 
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地點 費用 截止報名日期

YJJ04SAT-L 達摩易筋經 6/4/2013– 27/4/2013 
(逢星期六，共4堂) 

02:40p.m-04:00p.m 
灣仔 

$500 開課前10日 

5月份課程 
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地點 費用 截止報名日期

YJJ04WED 達摩易筋經 8/5/2013– 29/5/2013 
(逢星期三，共4堂) 

12:45p.m-01:45p.m 
灣仔 

$500 開課前10日 

 
 
 



玄功廿訣   
3月份課程 

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地點 費用 截止報名日期

XG03MON 玄功廿訣-初班 4/3/2013– 8/4/2013 
 (逢星期一，共5堂) 

12:45p.m-01:45p.m 
灣仔 

$600 開課前10日 

XG03SAT 玄功廿訣-初班 2/3/2013– 23/3/2013 
 (逢星期六，共4堂) 

02:45p.m-04:00p.m 
灣仔 

$600 開課前10日 

4月份課程 
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地點 費用 截止報名日期

XG04SUN 玄功廿訣-初班 7/4/2013 –28/4/2013 
 (逢星期日，共4堂) 

03:00p.m-04:15p.m 
灣仔 

$600 開課前10日 

XG04SUN-
HKU 

玄功廿訣-初班 28/4/2013 –19/5/2013 
 (逢星期日，共4堂) 

10:30a.m-11:45a.m 
香港大學 

$600 開課前10日 

XG04SUN-ST 玄功廿訣-初班 28/4/2013 –19/4/2013 
 (逢星期日，共4堂) 

11:00a.m-12:15p.m 
沙田蘇浙公學 

$600 開課前10日 

XG04SAT-L 玄功廿訣-初班 4/5/2013 –25/5/2013 
 (逢星期六，共4堂) 

06:30p.m-07:45p.m
鯉景灣公園 

$600 開課前10日 

XG04SAT-L 玄功廿訣-初班 4/5/2013 –25/5/2013 
 (逢星期六，共4堂) 

02:30p.m-03:45p.m
理工大學平台(D & 

E之間)  

$600 開課前10日 

5月份課程 
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地點 費用 截止報名日期

XG05SAT-L 玄功廿訣-初班 4/5/2013 –25/5/2013  
(逢星期六，共4堂) 

12:00p.m-01:15p.m
灣仔 

$600 開課前10日 

 
 
 
 
八段錦    

3月份課程 
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地點 費用 截止報名日期

8BR03SAT 八段錦 2/3/2013 –16/3/2013   
(逢星期六，共3堂) 

12:00p.m-01:20p.m
灣仔 

$500 開課前10日 

8BR03SAT-L 八段錦 2/3/2013 – 16/3/2013   
(逢星期六，共3堂) 

06:30p.m-07:50p.m
鯉景灣公園 

$500 開課前10日 

8BR03SAT-POLY 八段錦 2/3/2013 – 16/3/2013    
(逢星期六，共3堂) 

02:30p.m-03:50p.m
理工大學平台(D & 

E之間) 

$500 開課前10日 

8BR03SUN-HKU 八段錦 3/3/2013 – 17/3/2013    
(逢星期日，共3堂) 

10:30a.m-11:50a.m 
香港大學 

$500 開課前10日 

8BR03SUN-ST 八段錦 3/3/2013 – 17/3/2013    
(逢星期日，共3堂) 

11:00a.m-12:20p.m 
沙田蘇浙公學 

$500 開課前10日 

8BR03MON-HKU 八段錦 4/3/2013 – 25/3/2013    
(逢星期一，共4堂) 

06:30p.m-07:30p.m 
香港大學 

$500 開課前10日 

8BR03FIR 八段錦 8/3/2013 – 29/3/2013    
(逢星期五，共4堂) 

12:45p.m-01:45p.m
灣仔 

$500 開課前10日 

4月份課程 
8BR04TUE 八段錦 9/4/2012 – 30/4/2012 

 (逢星期二，共4堂) 
12:45p.m-01:45p.m 

灣仔 
$500 開課前10日 

5月份課程 
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地點 費用 截止報名日期

8BR05SAT 八段錦 4/5/2013 – 18/5/2013  
(逢星期六，共3堂) 

10:30a.m-11:45a.m 
灣仔 

$500 開課前10日 

8BR05MON 八段錦 6/5/2012 – 27/5/2012 
 (逢星期一，共4堂) 

12:45p.m-01:45p.m 
灣仔 

$500 開課前10日 



 
 
少林武術基礎班 

3月份課程 
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地點 費用 截止報名日期

SL03FIR-1 少林武術基礎班  
(對象:6-12歲) 

8/3/2013 –26/4/2013  
(逢星期五，共8堂) 

03:30p.m-04:30p.m 
灣仔 

$500 開課前10日 

SL03FIR-2 少林武術基礎班  
(對象:6-12歲) 

8/3/2013 –26/4/2013  
(逢星期五，共8堂) 

04:30p.m-05:30p.m 
灣仔 

$500 開課前10日 

5月份課程 
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地點 費用 截止報名日期

SL05FIR-1 少林武術基礎班  
(對象:6-12歲) 

3/5/2013 –21/6/2013  
(逢星期五，共8堂) 

03:30p.m-04:30p.m 
灣仔 

$500 開課前10日 

SL05FIR-2 少林武術基礎班  
(對象:6-12歲) 

3/5/2013 –21/6/2013  
(逢星期五，共8堂) 

04:30p.m-05:30p.m 
灣仔 

$500 開課前10日 

 
詠春 

3月份課程 
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地點 費用 截止報名日期

WC03SAT 詠春 2/3/2013 –13/4/2013  
(逢星期六，共6堂) 

10:30a.m-11:50a.m 
灣仔 

$800 開課前10日 

5月份課程 
編號 課程名稱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地點 費用 截止報名日期

WC05SUN 詠春 5/5/2013 –9/6/2013  
(逢星期日，共6堂) 

03:00p.m-04:20p.m 
灣仔 

$800 開課前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