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節日課程

復活節：唱遊非洲鼓（CK85）
音樂是上帝給我們最美麗的禮物，能夠幫助小朋友舒
緩壓力及焦慮和不安，透過學習敲打不同節奏，遊戲
律動開開心心學音樂。過程中他們需要與其他學員合
作，敲打不同節奏及速度，學習團隊合作提升全人發
展。近年有不少研究指出，學習非洲鼓能提升兒童的
專注力及記憶力，幫助身心協調及舒緩負面情緒等。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850419   23/04-24/04 2 10:00am-11:30am（二、三）

導師︰ 由Zion Education派出專業導師 Ian哥哥任教
費用︰ 會員$400  
對象︰ 4-7歲
名額： 12人
備註： 每人提供一個非洲鼓上課

復活節：童樂Camp（CK97）
在充滿濃濃聖誕氣氛日子中，一連兩天，每天兩小時
讓兒童一起進行遊戲、美食製作、科學小實驗及創意
手工，從而增強兒童的社交及溝通能力，讓他們渡過
一個既開心又愉快的假期。

A班 B班

Easter egg game  
尋找復活蛋   

Easter sing and dance 
復活齊唱跳

Make a paper Bunny  
制作小兔子

DIY Easter string egg 
制作復活蛋

Easter Play Dough  
復活黏土趣

Colorful fiber optic lights 
七彩光纖燈

Hand crank generator 
手搖發電機

Popsicle stick chick 
 復活小雞

Easter cup cake  
復活蛋糕杯

Chocolate lollipop  
巧克力棒棒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A班CK9704A19  24/04 1 10:00am-12:00pm（三）
B班CK9704B19 25/04 1 10:00am-12:00pm（四）

導師： Ms. Rachel Lok （現修讀香港浸會大學幼兒教育
系） 

費用： 會員$230     
材料費用： 自備$50材料費於第一堂交導師
對象： 3-5歲
語言： 英語授課 /輔以粵語
名額： 12人
備註：	1.	烹飪堂（自備餐盒及圍裙）

	 2.	親自動手做小作品及試驗品，並可帶回家

復活節：科學樂趣多	
透過和小朋友一起動手做科學實驗和制作，並應用生
活化的例子，讓小朋友明白箇中的科學原理。課程將
滿足小孩對生活科學的好奇，刺激其小宇宙發揮！

對象： 4-6 歲

課堂主題 課堂內容

復活科學趣   復活小時鐘 穿越火線小制作

對象： 6-11歲

課堂主題 課堂內容

復活科學趣   自製驗鈔機 旋轉木馬

對象： 4-6歲 （CK119A）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11904A19   24/04-25/04 2 12:30pm-1:30pm（三、四）

對象：6-11歲 （CK119B）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11904B19   24/04-25/04 2 1:45pm-2:45pm（三、四）

導師： Rachel 姐姐 （多年教學經驗） 
費用： 會員$190     
材料費用： 約$50於第一堂交給導師 
名額： 12人
備註：	1.	每堂親自動手做小

作品及試驗帶回家

	 2.	導師第一堂派發
AA電芯兩粒於課
堂實驗後收回，完
成最後1堂才派給
學員

復活節：TINKER	BELL	
奇妙仙子座枱小吊燈（CK107）
運用黏土，閃粉及衣服配件，配上座枱小吊燈，制作
受小朋友歡迎的奇妙仙子小叮噹，與小朋友同渡復活
節。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1070419  26/04 1 10:00am-11:15am（五）

導師︰ T T姐姐（資深美術導師）
費用： 會員$110      
材料費用： 約$70於第一堂交給導師
對象： 4-8歲
名額： 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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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日課程

復活節：兔子羊毛氈公仔制作班		
軟綿綿的羊毛，因著一枝針加上一對手，可以變成一
件創意獨特的立體公仔。兔子配上盆子，制作特色復
活節手作。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1110419  26/04 1 11:30am-12:45pm（五）

導師︰ T T姐姐（資深美術導師）
費用： 會員$90       
材料費用： 約$35於第一堂交給導師
對象： 6-12歲
名額： 8人

復活節：親子木櫈彩繪（CK115）	
一家人合力繪畫一張小朋友的木櫈，享受節日親子時
間之餘，也為家中的家具增添色彩。（由於顏色要待風
乾，不能即日拿取）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1150419  26/04 1 1:00pm-2:30pm（五）

導師︰ T T姐姐（資深美術導師）
費用： 會員$150        
材料費用： 約$120於第一堂交給導師
對象： 3-11歲
名額： 8組家庭（一位成年人陪同上堂）
備註：自備圍裙、手袖、濕毛巾

復活節：來畫復活袋（CK104）

發揮創意，以復活節為題材，畫出獨一無二的環保袋。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1040419  25/04 1 10:0am-11:00am（四）

導師： Ms Charlotte Lau （多年教學經驗）
費用： 會員$90
材料費用： $40於第一堂交導師
對象： 6-10歲
名額： 12人
備註： 自備圍裙，手袖及濕紙巾

復活節：我的小小兔子扣針配套（CK113）
用絨布做出兔仔型態的扣針，再配合一個主題背題吊
包。想如何配搭就如何配搭。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1130419  25/04 1 11:15am-12:15pm（四）

導師： Ms Charlotte Lau （多年教學經驗）
費用： 會員$90
材料費用： $40於第一堂交導師
對象： 4-6歲
名額： 12人
備註： 自備圍裙，手袖及濕紙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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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節：繽紛魔幻（CK98）
以節日為題，完成近距離教授魔術表演包括講解魔術
手法。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980419  24/04 1 10:00am-11:15am（三）

導師： Solong 哥哥 （曾參與多次公開表演及多年教學
經驗）

費用： 會員$110      
材料費用： $15於堂上交，給導師 （二款魔術）
對象： 5-9歲
名額： 12人

復活節：氣球造型（CK99）
以復活節為題，運用節相關物件完成氣球造型配合畫
畫的技巧，讓氣球製作更為真實生動。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990419  24/04 1 11:30am-12:30pm（三）

導師： Solong 哥哥 （於大型商場作氣球及魔術表演）
費用： 會員$95      
材料費用： $12於堂上交給導師
對象： 5-9歲
名額： 12人

復活節：DIY小廚師（CK64）
想有一個難忘的假期，讓他們輕鬆愉快製作一些簡單
的節日美食曲奇，小朋友快快來報名啦 !
食譜內容

A班：1.繽紛復活節曲奇     2紅蘿蔔盆裁杯子蛋糕
B班：1.布朗尼復活蛋     2.朱古力米通雀巢復活蛋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6404A19  24/04 1 10:00am-12:00pm（三）
CK6404B19   26/04 1 10:00am-12:00pm（五）

導師： Winnie 姐
費用：會員$140 
材料費用： $35於堂上交給導師

（附送精美盒子）

對象：5-12歲
名額：10名 
備註：	1.	自備圍裙、手袖、濕

紙巾

	 2.	小朋友如對食物敏
感，請於課堂通知導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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