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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今年2020年雖然因COVID-19的影響, 令廸生尼演出取消，但學校堅持網上教學和

小班實體課，令學生得以繼續今年的考試， 我們十分感激各位家長讓Lisa B 
Academy of Jazz可以在過去一年能夠伴隨你們的子女成長，隨著六月中的考試完成
和緊接夏季的暑期和恆常班組，九月份又會踏進新的學年 ! 

來年本校繼續提供以爵士舞為主的教學課程, 並注重加入芭蕾舞的基本根基另提供
Kpop, Jazz Funk , Hop Hip 的課堂.  而對呼拉圈和空中舞的有興報學生也可以在本校
初嘗課程。
細味著往年本校活動大完滿，校長 - Ms Margaret、老師 - Ms Bernice、Mr

Kaho 、 行政和前台 - Ms Ann在此與大家細味一下往年的學生們在舞蹈中的快樂時光
與回報來年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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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優惠
介紹朋友來上堂並確定報名

將獲得$30元鞋卷一張

䁭捝猻ణ

䁭捝碉疄抓纷疥糷Ԝರ猻ణ

䁭捝碉疄獋㮆抓纷疥糷獌Բರ猻ణ

ণট䁭捝碉疄抓纷疥糷獌Բರ猻ణس

䁭捝Ӟจ๗獋璤疥糷ԜԲರ猻ణ

ণট䁭捝Ӟจ๗獋璤疥糷ԜԲರ猻ణس

堂費: $ 210 45min
$ 235     60min 
$ 260     90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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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堂的限期將訂於已付學費最後一日或之前-如果缺席的那一課是於月底或季尾
的一個星期內，學生可如下個月/下季度頭的一星期內補堂。
報讀一季: 有三堂補堂限額
報上一個月: 只有一堂補堂限額

補堂不可以學員原定參加的恆常班組同一個時間的，
而在準備考季度是不設補堂。

如何安排補堂: 家長必須於上堂前 3 小時WhatsApp我們 95058515 寫下缺少的
原因，以及想補堂的日期/時間。
所有學費不設退費，就算是因疫情影響，只會以網上課代替,也不可延至下一期
的堂數。

只有報讀整季課程的學生和家長透過內部互聯網，您們將能夠觀看選段的課堂
錄像。以下月份的1號，內聯網會自動清洗上一季的影片。家長請緊記在學期結
束前下載錄像。
家長請自行以電腦下載。9月、12月、2月、4月、7月

登入您的帳戶: 
您會收到一個來自no-reply@dancestudio-pro.com的電子郵件，標題為 "Lisa B 
Academy Of Jazz Parent Portal Login"。在電子郵件中，您可以找到您的用戶名和
密碼。如果您找不到該郵件，請檢查您的垃圾郵箱。

觀看課堂錄像

家長在登入主頁後可進入“Shared Files"的版面，然後再按 "Class Files" 就可以找
到的課堂錄像的連結。家長可以下載學生的影片。我們亦在郵件中附上了家長
內部互聯網教學。如果再您需要任何幫助，歡迎詢問我們的工作人員:) 

我們在Facebook上推出了Lisa B Academy of Jazz 的家長群組。我們會在群組裡發
佈我們Studio的最新資訊，亦會分享活動的照片和視頻。

)DFHERRN�疑裾䨝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729032817468335/?source_id=563990613638283



近這一年本校發覺舊生開始選擇穿自己的運動便服上堂。
除了, K pop, Jazz Funk和 Hip Hop不需要穿本校的跳舞制服外，
Jazz , Ballet,  Aerial 也需要有指定的衣裝。不同級別有可能會有
特別指定，學生的服裝和鞋必須向本校購買。

頭髮：上堂前一定要已經綁好，可以是馬尾/辮子/髮髻
頭飾：儘量簡單/黑色
需要購買的，可以進入Qr Code , 填寫表格/ 向前台查詢

蔬茐 8QLIRUP

Jazz Uniform : $400  1 set 
(250 top ) (250 pants ) 
Jazz Shoes:   $ 320 

Ballet Uniform : $ 300 
Included Pink Leotard , Pink Wrap 
Skirt 
Ballet Shoes :   $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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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Ka Ho
Hip Hop teacher

As well as  Jazz, Aerial & Hula Hop teach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