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泳課時間表 

(9/28/22 - 12/22/22) 

游泳隊及游泳隊預備班:  (建議) 每週一天或兩天以上練習  

游泳隊預備班建議:  每周一天或兩天訓練, 選擇一天 1 小時短池訓練，另一天 1.5 小時長池訓練 
  

游泳隊建議:  選擇每周 2 次 至 4 次, 每次 1 小時 ~ 1.5 小時長池訓練 
 游泳隊費用將根據不同級數泳隊訓練場地及練習時間而收費 
 預備游泳隊及游泳隊成員, 也可以參加美國游泳總會舉辦的公開賽, 詳情請與本校聯絡或網站資訊 

現任學生提前報名優惠, 8/28 之前報名將獲得 -$30 折扣優惠 

優惠課程 A  $480  10 堂課, 60 分鐘/ 星期   選擇 60 分鐘短池訓練, 與 6 級或 7 級一起訓練 

優惠課程 B 
$580  
推薦 

10 堂課, 60 分鐘/ 每週兩次 
建議 1: 一天 60 分鐘短池 & 1 天 60 分鐘长池训练 
建議 2: 兩天一小時长池训练（共 20 次训练） 

優惠課程 C  $580 10 堂課, 90 分鐘/ 星期   選擇一天有 90 分鐘 的長池訓練（共 10 次訓練） 

優惠課程 D 
$680  
推薦 

10 堂課, 60-90 分鐘/ 每週兩

次 

建議 1: 兩天 90 分鐘長池訓練（共 20 次訓練） 
建議 2: 一天 60 分鐘短池訓練, 一天 1.5 小時長池 

**美國游泳總會 

    隊員 

$570 

超值 

只限 2022 & 2023  

美國游泳總會隊員 

10 堂課 60-90 分鐘 / 星期   

*(加 $ 10) - x2 每次 1 至 1.5 小時 (20 次訓練) 
*(加 $110)- x3 每次 1 至 1.5 小時 (30 次訓練) 
*(加 $210)- x4 每次 1 至 1.5 小時 (40 次訓練)   
                                     *一星期上兩天課的游泳隊學員將不設補課                                                  

**加入美國游泳總會的資料 
    $280 的年費包括 (美國游泳總會比賽證, 團隊游泳帽和一年四次的游泳比賽), 第四次之後的每場比賽可能會另收取費用 

個別每堂收費 
$55/ 60 分鐘 
$70/ 90 分鐘  

 學生報名 9 堂課或以下  (舉例 90 分鐘: 7 堂課為$490, 八堂課為$560, 九堂課為$630) 

**每星期遊兩天以上的學生不設任何補課                                                                                                    更多詳情: 短信 1-646-661-1038  

現任學生提前報名優惠, 8/28 之前報名將獲得 -$30 折扣優惠 

(4 歲至 7 歲) 基礎入門班 & (8 歲至 13 歲, 14 歲及以上) 初級班, 級別一至七級: 

**四歲至七歲第一次學游泳的學生, 必須要先報名基礎入門班, 才可報讀其他高年級 

優惠課程 A  
$480 

推薦 
10 堂課, 60 分鐘/ 星期   

只限 1 次免費補課 
第二或更多補課另收($45/ 堂) 

優惠課程 B $530 10 堂課, 60 分鐘/ 星期   
可享有 3 次免費補課 
*(適合於會經常旅遊的學生, 因私人原因缺席, 等等...) 

優惠課程 C  $380 10 堂課, 30 分鐘/ 星期   

適合 4-5 歲 首次接觸游泳的小朋友 

$380/ 30 分鐘/10 星期 或 $480/ 60 分鐘/10 星期(1 次免費補課/學

期) 

優惠課程 D  
$760 
推薦 

20 堂課優惠, 
60 分鐘 / 每週兩次 

優惠(加 $280)    * 額外游泳訓練 
*無論任何原因 不設任何補課 

個別每堂收費 
$55/ 60 分鐘 
$70/ 90 分鐘  

 學生報名 9 堂課或以下  (舉例 60 分鐘: 7 堂課為$385, 八堂課為$440, 九堂課為$495) 

家長及學生請留意: 
 

1. 好消息！我們布碌崙游泳池將在, 9/24/22 to 12/11/22 開放, 地點位於布碌崙植物園旁邊.  
   我們現在已經開始接受報名. 請參閱一下資料及背面以了解時間表和更多詳細信息 
      

2. 曼哈頓地點的新游泳課程 (9/28/22 to 12/22/22 ) 現在已經開始接受報名. 由於每個班級的名額有限, 請現任學生在 
   8/28 提前報名優惠 (減$30) 前報名以確保學位. 8/29/22 之後, 我們將向新生放開放報名, 謝謝合作 
 

3. 現金付款只在 8 月 28 日之前接受 (我們更傾向支票付款). 8 月 29 日後註冊, 將不接受現金, 只接受支票, 信用卡和 
    在線支付 (Zelle). 如果您想以現金支付, 請在 8 月 28 日之前向我們的員工註冊 
 

4.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游泳課程, 請推薦向您的朋友和家人到我們位於布魯克林的新地點或曼哈頓的地點. 如果您   

   推薦的新學生在我們的任何一個地點上游泳課, 您將獲贈$30 的代金券作為下學期使用 
 

5. 成人基礎班及初級班優惠課程—$350 平日課程 (週二、週四或週五) , 詳情請參閱時間表 
  

6. 由於我們的工作人員通常在泳池區或教學中，如果想與我們聯繫，請短信(646) 661-1038, 會比電子郵件或電
話回复的快 

電話: (888) 831-0688   

www.royalswim.com 

info@royalswim.com 
短信: (646) 661-1038          

*Student’s name: (姓名)       *Birthdate & Age (出生日期)  *上課日期和時間：（必須提供兩個時間段） 

選擇一)                                  選擇二) 

下個等級: 

*Student’s name: (姓名)       *Birthdate & Age (出生日期)  *上課日期和時間：（必須提供兩個時間段） 

選擇一)                                  選擇二) 

下個等級: 

*Location: （上課地點） 囗 Prospect Park, Brooklyn 囗 Hunter College, 25th Street 囗 350 Grand Street, Manhattan 囗 Chelsea W18th St, Manhattan 

Email: (電郵) 電話#: (請提供兩個號碼)  
(1)                                                            (2) 

FOR OFFICE USE: Accepted by: ____________ Date: ________ Cash $ ____________ or Check# ________ ($ ____________)  

如何註冊：您可以在泳池處向我們的工作人員註冊，或将支票寄送至：                         Royal Athletic 

欲了解更多信息，請發送短信至 1-646-661-1038                                         郵寄地址: P. O. Box 754178, Forest Hills, NY 11375 
   

填寫下面的表格並連同學費提交。收到全款之後我們才會為學生編排班級，謝謝 



成人基礎班, (優惠只限基礎班及初級班) (星期二, 四, 或五) 7:30pm  
$350 -(8/28 前報名),  $380 -(8/29 後報名)     (不能結合其他優惠) 

郵寄報名: 

新學生可以通過電話短信報名. 
646-661-1038  

當我們在名單中添加學生姓名時, 我們會信
息你 

 

支票寫給:    
Royal Athletic       

P.O. Box 754178, Forest Hills, NY 11375 
請付全額學費, 那樣會提高我們工作人員的

效率, 謝謝配合 

更多詳情: 短信 1-646-661-1038 或網站 www.royalswim.com 

或致電 1-888-831-0688 

私人課程： 1 名教師對 1 名學生 
半私人課程： 1 名教師對 2 名學生 

提供私人教學給小孩以及大人. 請與本校聯絡: 1-(888)-831-0688 

本校方保留一切最終更改的權利, 詳情請參閱本會游泳網站

www.royalswim.com 

基本規條: 

 全學期只為每位學生免費補課一次, 第二堂或以上的補課
會另收$45 堂費用, 補課時間均由校方提供, 若學生無法配
合補課時間, 最終被作爲自動放棄. 為安全理由, 補課時間
不能為學生上課的同一天, 避免運動過量.  補課必須在同
一學期補完, 不可延下期.   

  

 報名一周上課兩次或以上的學生及游泳隊, 不設補課. 
 

 學期最後一堂課為考試日, 如果學生在第 10 堂缺席, 由於
是最後一堂課及考試日, 我們不會安排有額外的補課 

 

 泳池範圍禁止奔跑, 用餐, 亂丟垃圾, 同時禁止在游泳池或
更衣室進行拍攝 

 

 七歲或以上學生, 必須在同一樣性別更衣室更衣。 
 

 本校方保留一切最終更改的權利, 詳情請參閱本會游泳網
站 www.royalswim.com 

PS = Pre-School = 基礎入門班           BEG = Beginner = 初級班            L1 to L7 = Level 1 to Level 7 = 級別一至級別七         PT = Pre-Team = 游泳隊預備班         
ST = Swim Team = 游泳隊          ** = Long Distance Lane (長池) 

退款守則:  ** 報名前請仔細閲讀所有的條規, 上課日子  
                        以及根據提供的上課時間表 
 

 家長/學員必須在學期開課前 10 日以短訊的方式 email 通知
本校.  由於學位已安排好，所以若在沒有及時通知校方或之
后才通知, 必須扣取$100 留位費用 

 

 在學期進行當中退學者, 不論任何原因, 不會有任何退款, 同
時也不能將剩餘堂課轉讓給其他學生, 以及不能留作日後使
用 (因為學位已留給你, 我們不能中途轉讓). 

 

* 若上課地點在開學前遇上需要關閉維修, 學生可以要求 
   退款;  反之在開學後/學期進行當中, 遇上需要緊急關閉 
   或維修, 本校將不會退款, 學生可以要求轉到其他上課地 
   點或等到同一地點可以再次使用爲止 

http://www.royalswim.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