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丹福游泳學校 2023-2024 年嬰幼兒游泳(Water Babies) 課程報名表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地址：灣仔愛群道 9 號 

 查詢熱線:2267-8866 

 嬰幼兒課程 Stage 1 嬰幼兒課程 Stage 2 嬰幼兒課程 Stage 3 
收生

標準 

＊適合從未報讀 Water Babies 課程之新生 

＊6 個月起 
＊能完成本校 WaterBabies 課程 Level 5 評估之學生 ＊適合已完成本校 WaterBabies 課程 Level 7 評估之學生 

教學

重點 
＊於浮墊上步行後跳水並潛泳到家長 

＊獨立背浮 

＊狗仔式 
＊手持浮板, 配戴雙手袖踢腳 

  
 

逢星期六、日課程 

註：所有優惠不能共同使用 
學員注意事項 
1. 一經報名後，如報讀課程能如期舉行，本校不會再另行通知。學員可依照所報讀課程之開課日期及時間(提早 15 分鐘) 

直接到泳池接待處點名及集合上課； 
2.上課期間，嬰幼兒游泳(Water Babies) 課程學員必須穿著 “游泳專用尿片”及 自備嬰幼兒泳衣；每堂必須帶同手冊，手冊

($90)可於泳池接待處購買； 
3. 每次只可允許一名成人陪同下水上課；而成人需戴防護面罩下水上課，面罩($30)可於接待處購買； 
4. 學員於上課前 45 分鐘應盡量避免或過度進食； 
5.報名前及上課前請細閱本校之家長及學員需知，詳情請瀏覽本校網頁 www.stanfordswim.com.hk 之『家長及學員需知』。 
6.如該時間人數不足，本校或會要求學員更改至其他時間。  
報讀學員資料 
 
姓名 Name(中 CHI)       (英 ENG)        性別 Sex  年齡 Age     
 
聯絡電話 Mobile No.     住宅電話 Home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        /    
 
地址 Address                              

                                    
付款方法 Payment Method 
 

A). 1.  信用卡分期付款 Credit Card:  > 2.      VISA   MasterCard 

3.信用卡號碼：    4.  有效日期：月年 
B).  使用支票付款，支票抬頭『史丹福游泳學校』或『Stanford Swim School』 

(連報需全數繳付總堂數費用，不設分期付款。請於支票背後寫上學員姓名及電話，郵寄至本校收。地址: 觀塘創業街 9 號 15 樓) 
C). 銀行入數付款，戶口號碼 (中國銀行): 012-814-1-004766-9 / (滙豐銀行): 116-717828-838 

(連報需全數繳付總堂數費用，不設分期付款。請於入數紙上寫上學員姓名及電話，傳真至 2322-1396)  
                                  

   注意 1:本人謹此聲明本人身體狀況良好，並無任何疾病導致不適宜參加游泳訓練班。若本人 
        不注意安全或不遵守教練的指導，在泳池範圍內遇到任何意外而引致損傷或傷亡，本 
        人將不會向貴機構追究任何責任或賠償。(未滿十八歲學員需得家長同意並代為簽署) 

注意 2:如該時間內，報讀同一泳式人數不足，學員或會編排與其他泳式之學員一同上課。 
注意 3:如該時間泳班人數不足，本校有權要求學員更改至其他泳班時間。 
注意 4:本人同意其資料可作本校或其附屬公司作推廣、設計新服務及改善現有服務的用途。 
注意 5:本校將保留優惠最終決定權。 

 

日期 星期 每堂 1 小時  (50 分鐘上課時間 + 10 分鐘親子活動時間) 

學費 

連報優惠 單報 

1 期 3 期 
(F+A+D) 

2 期 
(F+A/A+D) 

F6  11/3 – 1/7 (17 堂) 
     (8/4、1/7 照常上課) 

六 

上午 
下午 

 
晚上 

(083)  08:30 
(123)  12:30 
(163)  04:30 
(183)  06:30 

(093)  09:30 
(133)  01:30 
(173)  05:30 
(193)  07:30 

(103)  10:30 
(143)  02:30 
 
(203)  08:30 

(113)  11:30 
(153)  03:30 
 
 

$205 
(堂) 

$245 
(堂) 

$335 
(堂) 

A6  8/7 – 4/11 (18 堂) 
     (30/9 照常上課) 

D6  11/11 – 2/3 (16 堂) 
     (10/2 停課) 

F7  12/3 – 2/7 (17 堂) 
     (9/4 照常上課) 

日 

上午 
下午 
 
晚上 

(083)  08:30 
(123)  12:30 
(163)  04:30 
(183)  06:30 

(093)  09:30 
(133)  01:30 
(173)  05:30 
(193)  07:30 

(103)  10:30 
(143)  02:30 
 
(203)  08:30 

(113)  11:30 
(153)  03:30 
 

 

A7  9/7 – 5/11 (18 堂) 
     (1/10 照常上課) 

D7  12/11 – 3/3 (16 堂) 
     (11/2 停課)   

原價 
$395/堂 

Signature 簽名：       

Name 姓名 ：       

Date 日期 ：       

Official Use Only 
23SFAD WB weekend (TS) 

       
此表格截止使用日期為 20-5-2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