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ver

51



中心服務 
簡介

循道衛理中心自1980年成立至今，致力為社
會不同的年齡層及界別，提供多元化的優質
服務。

延伸教育服務與兒童及家庭支援
服務本著「更新優化，與時並進

」的信念，因應市場環境

的變化，提供到位及貼身課程及
活動，同時搜羅最新及最快的資

訊，為現有課程及活動

增添新元素，令會員有 全新的體驗。中心多元化的課程，更讓會員
達致均衡的發展。

使  命
促進德、智、體、群各項活動，以達成個人的均衡發展

提供各類型的小組活動、建立群策群力的精神

不論宗教和國藉，為有需要人士提供社會服務

創立新服務，以滿足社會上不斷改變的需求

關愛

誠信

創新

尊重

公義

平等



關於我們 
循道衛理中心的企業發展服務部，致力為香港公營及私營機構度身設
計不同的培訓課程及興趣班。讓各類型的機構透過特定的專業培訓課
程，提升企業的生產力、服務質素，讓員工提高專業技能。此外，配
合企業工作與生活平衡的文化 ,我們提供各式各樣的興趣班，如康體運
動，烹飪、手藝工作坊、山藝及郊遊活動、家庭及親子活動等，讓公
司員工在繁忙工作之餘，得以紓緩壓力，享受家庭及個人生活。

服務範圍 

C Corporate Clinic 企業諮商服務
O Outstanding Training 企業培訓
R Recreation Activities 工餘活動
P Professional Counseling 輔導服務
S Social Enterprise Incubating 初創社會企業

查詢

電話：2863 5687 （李小姐）
傳真：2527 3065
電郵：amandalee@methodist-centre.com 
網址：http://www.methodist-centre.com/ces

專為中、小學、幼稚園
籌辦各項到校課程及訓
練，發掘學童的潛能，提
升他們的才能，加強知識
範疇、語文能力及創意思
維，培育成為多元技能的
優秀學生。

我們的專業團隊，具備籌
辦活動的豐富經驗，亦緊
貼時代步伐，讓學生掌握
最新資訊，培養學習的興
趣及求知的精神。

我們每年因應不同學校的
需求，提供逾百項目和活
動，令學生寓學於樂。

企業發展服務
Corporate Empowerment Service

到
校
服
務

課程強化學生範疇包括：

✔ 語文能力

✔ 知識範疇

✔ 創意思維

✔ 潛能探索

✔ 技巧探索

查詢

電話： 2863 5683 （鍾小姐）
傳真：2527 3065
電郵： ces@methodist-centre.com 
網址： http://www.methodist-centre.com/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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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會員申請辦法︰

1. 親臨本中心3 樓辦理
2. 郵寄方法：填妥申請表、會員費及$5 行政費（ 支票抬頭： 循道衛理中心）、回郵信封，寄回本中心。
3. Whatsapp方法：填妥申請表，將表格及入數紙傳至 5224-5469 便可
3. 會員收費

B 證  5歲以下  $40

C 證 6至14歲  $40

Y 證 15至24歲 $40

A 證 25歲或以上 $60

4. 會員証有效期為一年，由簽發當日起計算。一經繳交，不論任何情況，恕不退還。

二） 報名指引及會員須知︰

1. 報讀任何課程或活動必須填寫報名表。
2.  報名後，須核對收據上之資料，以確保報讀之課程正確無誤，課程資料以收據為準。
3.  參加者如未能出席課堂或活動，恕不作任何補課，所繳的費用概不退還。
4.  如因惡劣天氣導致恆常課程或活動未能如期進行，中心將盡量安排延期。戶外活動如未能延期，中心將扣除
必須支付的費用（例如︰租車、訂餐、營費訂金等），餘數將退回參加者。

5.  所有課程，若遇黑色暴雨訊號、八號或以上颱風，將不設補課或退款。
6.  本中心保留更改課程導師、上課時間、地點及開班的權利。
7.  課堂期間或會進行拍攝或錄影，以作日後本中心宣傳之用。如參加者不欲照片被刊登，請於開課前通知本中
心。

8.  根據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會員所提交的個人資料，只用作處理報名、會員事務及中心資訊發放，會員有權
查詢及更改個人資料。

三） 付款方法︰

親臨本中心3 樓詢問處 郵寄報名 銀行入數

現金
開班前14天
付款，享有
95 折優惠

郵寄報名必須包括︰
1. 報名表
2. 劃線支票（課程費用）
3. 回郵信封
 - 寄回灣仔軒尼詩道  

22 號3 樓
 - 不設95 折優惠

步驟：
1. 於開課前14 天致電中心留位，留位期為

3 天。留位時請向職員確認課程收費。
 （開班前14 天付款，享有95 折優惠）
2. 所須費用轉賬至本中心滙匯豐銀行戶
口︰ 162-2-003828，入數後請保留通知
書，以備查核。

3. 致電2527 2249、Whatsapp 銀行通知
書至5224 5469 以確認。（請註明會員
編號及課程編號）

4. 正式收據可於上課日到詢問處索取。

易辦事（EPS）

支票
（ 抬頭︰循道衛理中心）

不設
95 折優惠

信用卡
（VISA / MASTER CARD）

入會及報名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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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轉班原則︰

1. 一經報讀的課程或活動，所有費用概不退還。若遇特殊情況參加者需轉換課程，須於開班前14 天提出申請
（所有暑期課程或活動除外）。轉班手續費以每個課程計算，課程費用$200 或以下收$20，$200 以上收$50。
若轉換的課程費用少於原先報讀課程的金額，中心會以「轉班餘額券」方式退回餘額，須四個月內使用，此券
不可兌換現金，及轉予他人使用。

2. 若因中心行政問題或報名人數不足而取消課程或活動，將個別聯絡參加者並安排轉班。

五） 惡劣天氣安排：

八號颱風或黑色暴雨警告訊號於以下時間後懸掛，下列時間課堂將取消：

上午7:00 後懸掛 上午8:00 至中午12:00 的課程會取消

上午11:00 後懸掛 下午1:00 至晚上6:00 的課程會取消

下午3:00 後懸掛 晚上6:00 後的課程會取消

八號颱風或黑色暴雨警告訊號於以下時間除下，下列時間課堂將照常進行：

上午7:00 前除下 照常

上午11:00 前除下 下午1:00 或之後的課程照常

下午3:00 前除下 晚上6:00 或之後的課程照常

八號颱風或黑色暴雨警告訊號於課堂當中發出之安排：

八號或更高之颱風 立刻終止

黑色暴雨警告訊號 在安全的情況下課堂會繼續進行

備註：

1. 凡遇上雷暴警告、黃色暴雨警告及一號颱風，戶外活動會視乎情況而決定是否舉行。紅色暴雨警告及三號颱
風，戶外活動將取消。

2. 若天文台宣佈，預料未來兩小時內或後懸掛八號颱風訊號，進行中的課堂仍會繼續，直至訊號正式發出才終
止。未進行的課堂將會取消，並安排補課，會員若未能出席補課課堂，將不予退款。

3. 所有暑期課程，若遇黑色暴雨訊號或八號及以上颱風，將不設補課或退款。
4. 本中心的措施與教育局有別，請勿以教育局的宣佈視為本中心的安排。

六） 課程證書申請：

1. 兒童及青少年系列課程可於每期課程（單一課程） 完結後申請證書，每張收費$25。
2. 學前幼兒系列須連續四個月報讀同一課程，在完結後申請證書，每張收費$25。
3. 如有遺失或修改，需要補領，每張收費$50。
4. 由迦南創意教育舉辦的班組，須自行向迦南創意教育申請。

七） 貯物櫃租用：

循道衛理中心會員可申請租用貯物櫃

租金 月租 鎖匙按金

一般貯物櫃 $50 $20

八） 鋼琴室租用：

直身琴

每次繳費 30 分鐘 1小時 時數（ 只限會員）

會員費用 $30 $50 5小時 $230

非會員費用 $50 $100 10小時 $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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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導師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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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群美Minnie Poon
持香港體適能總會健康舞導師證書及水中健體
的導師證書，逾10年任教瑜伽及健康舞的經
驗。

黃佩塋
鶴林太極學會主席、擁有中國武術段位五段、
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內家拳裁判、香港中國
國術龍獅總會內家拳教練、中國香港傳統武
術總會武術裁判，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註冊導
師及香港太極總會考選太極拳教練曾多次獲
獎包括：本港及國際賽事中（內、外家拳術及
器械）超過百項冠軍、2009年及2010年於世
界武林大會（傳統太極拳）榮獲全場總冠軍、
2010年及2012年（拳術、器械、對練）榮獲個
人全能冠軍、2011年至2013年於傳統功夫太
極賽榮獲全埸總冠軍（四項）。逾10年任教太
極拳經驗。

鄭鍾琦
擁有八段錦教練、香港武術聯會教練、太極拳
（楊式）教練資格，曾獲傳統武術公開賽陳式太
極拳冠軍。逾10年任教太極拳經驗。

黃鶴林
香港太極總會考選太極拳，劍教練，曾多次獲
獎包括：第一屆及第二屆九龍城武術節傑出師
傅獎，武術賽中（太極拳，劍）冠軍，武術邀
請賽（對練）冠軍及第十八屆全港公開內家拳
錦標賽2010（太極拳）優異獎，有多年教學經
驗。

李依蓉Grace Li
擁有印度Kaivalyadhama GS瑜珈研究學院高
級瑜珈導師文憑，澳洲體適能教練學院獲瑜珈
導師及健身球個人教練資格，逾10年教授瑜
珈及健身球的經驗 。

祁慧萍Clara Kee
持有多項運動教練資格，除了教授纖腰肚皮舞
外，更是健康球個人教練及健康球健體舞導
師，逾10年任教經驗。

葉慶富King Ip
為瑜伽彼拉提斯，籃球及龍舟教練擁有逾多年
的教授經驗。

倫潔瑩Kitty Lun
是註冊爵士舞導師，經常任教排排舞，跳舞伸
展運動，逾10年任教爵士舞及伸展舞蹈的經
驗。

胡珮珊Rosana Wu
持有澳洲體適能教育學院健康舞導師證書，高
級私人健身教練牌照，Boot camp教練證書，
關節炎太極導師証書，Anti Gravity導師証書，
Pilates Reformer 導師証書，Bosu導師証書，
芭蕾舞把桿健身操導師證書，zumba導師証
書，現亦任職香港護脊中心運動治療師，逾10
年任教經驗。

鍾寶兒Bonnie Chung
擁有香港瑜伽教練總會瑜伽導師文憑，澳洲體
適能考獲彼拉提斯蓆上運動證書及拳擊教練證
書課程，逾10年教學經驗。

趙美霞Ingrid Chiu
擁有澳洲體適能專業教練學院瑜伽導師資格現
為Yogasana及Yoga Mala學員逾10年豐富教
授瑜伽的經驗。

劉慕芬Joyce Lau
擁有Yoga Alliance國際認可500小時瑜伽導師
證書，亞洲運動及體適能專業學院～營養及體
重管理證書，運動科學及體適能基礎證書，高
級私人體 |適能教練證書。教授瑜伽課程逾10
年。

謝麗嫦Amy Tse
考獲美國Polestar Pilates on Mat導師証書，
擁有逾多年的教授經驗。

陳雪儀lvy Chan
持有香港跆拳道協會，國際私人教練學院，澳
洲體適能專業教練學院，香港瑜伽協會，美
國瑜伽專業聯盟，Les  Mills Body Balance，
Physicalmind Institute的 彼 拉 提 斯，Yoga 
Woks的 教 練 證 書，Rocktape-Rock Doc 
Certification Progam，亞洲運動及體適能專業
學院 -孕婦 -產前產後體適能運動，中華中醫藥
整脊治療師證書逾10年任教爵瑜伽的經驗現任
中心的瑜伽，健身球健體班導師。

Ms. Jennifer Liu
擁有健康舞，水中健體及健體訓練的導師證
書，亦是專業個人健身教練，逾10年任教健
體舞的經驗。

林美玲Joe Lam
持有中國香港體適能總會健康舞導師證書，具
多年教學經驗。

霍嘉穎Fok ka wing 
擁有香港演藝學院現代舞深造證書，逾10年
任教爵士舞現代舞等經驗，並參與不同的型音
樂會及舞蹈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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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桂薇Wendy Chui
為英國國際舞蹈教師會，香港國際專業舞蹈體
育總會及香港創藝舞蹈教師協會會員，具多年
教授舞蹈經驗。

馮權基及陳蘭香
為英國國際舞蹈教師協會及香港標準舞總會會
員，獲東南亞職業十項冠軍，2002-2004年世
界職業標準及拉丁舞十項香港區冠軍代表，具
多年教學經驗。

湯樂
是中國算蹈家協會會員及香港舞蹈團體聯會常
委，逾10年教學經驗。

劉慶如Karen Lau
為健康舞教練，同時亦是適體能導師，具多年
教學經驗。

張鳳驊
具多年教授古箏經驗。

黃偉良
中國民族管弦樂學會 -社會藝術水平考級證書
考獲二胡拾級並擁有逾10年任教二胡經驗。

區建華
專業歌唱導師，具有多年教學經驗。

龐華炎及鄧惠牽
具有多年教學經驗。

黃美賢
擁有中國水墨畫文憑，善於教授山水畫。

陳桂忠
擁有中國水墨畫高等文憑，亦是視覺藝術導
師，善於教授花鳥畫，亦善長繪畫都市景色陳
導師的作品經常於水墨畫展中展出。

梁啟明
擅書畫篆刻，現為油尖區文化藝術協會主席，
啟明書法學會會長，大方書畫會主席，中國書
法家協會（香港分會）理事，香港畫家聯會永
遠會員，美洲敦風文藝社社員。作品為香港中
文大學文物館，香港浸會大學，江門博物館，
山東曹植學會及泰國東方文化中心等文化機構
收藏。

盧雁明
專業麵粉花工藝導師具有多年教學經驗。

Gigi Lau 
Certified Zentangle Teacher 
10 years of ceramic articles 
20 years of extensive advertising and graphic 
design experience in sizable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such as adidas, Skechers and 
Budweiser.

區可欣（Anges）
畢業於香港教育大學主修音樂，並獲學年成績
優異獎，持有鋼琴ATCL證書，聲樂八級證書
及樂理八級證書，擁有十多年教學經驗。

陳浪曦
師隨莫建美，1990年拜入門下，師公佘雪曼，
太老師胡小石。

2003年 畢 業 於 加 拿 大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主修中國文學及文言文翻譯
2010年修畢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中國書法
文憑

篆刻：師隨鄧昌成

2010年開始教授書法，現為政府轄下社區中
心之常任書法導師。

Best Talent Education 
英才教育中心 
負責人︰趙志鴻女士
「英才教育」是中國著名中文教育課程的香港總
代理，負責在全港推廣直映教育課程。本課程
是國內著名語言學家張秀琴老師經過多年運用
全腦開發的理論和腦科學研究出來的成果，讓
學習中文的效率可提高十倍以上。

Canaan Creative Education 
迦南創意教育 
負責人︰衛鳳芝女士
「迦南創意教育」成立於1999年，為小朋友提
供英語、普通話、音樂等興趣課程，憑著專業
和熱誠的服務，深得家長們的信任。

陳美琪（Maggie）
修畢香港浸會大學幼兒工作高級文憑，從事幼
教工作超過十年，擁有豐富的幼教經驗，曾到
國內進行學術交流及開辦親子課程。

徐啟安 （徐Sir）
在加拿大取得我的大學學位，隨後在香港大學
完成我的教育文憑。曾在一間中學任教了13
年，同時須兼教高中和初中。除各	中學外，
在最近十多年更於補習班教授各級中小學課
程。



課程導師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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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cky's Workshop沈寶思
持浸會大學幼兒教育學士學位、澳洲昆士蘭大
學學士學位及修畢由電視廣播有限公司—電視
製作專業訓練中心舉辦之創藝展才

演員訓練課程。任教創作劇、演說表達訓練、
司儀訓練、故事口才訓練、視覺藝術創作等課
程上有豐富教學經驗。

沈教練亦鑽研詠春，並由劉全安詠春拳術會授
徒沈寶思教練任教。

Hong Kong School Ballet 
香港舞蹈學院 
院長：黃慕貞女士
港舞蹈學院院長，英國皇家芭蕾舞註冊教師，
有廿多年教授芭蕾舞的經驗。

Hong Kong Taekwondo Discipline 
Association 

（香港跆拳道恒毅會） 
負責人︰鄺偉明教練
鄺教練為資深黑帶六段教練，逾三十多年教授
跆拳道教練，於本中心教授跆拳道超過二十餘
年。不時帶領合

曾蘭斯（Lanz）
獲取英國阿斯頓大學（Aston University, UK）
碩士學位，在英國生活近二十年，曾在倫
敦 城 市 專 業 學 會（City & Guilds of London 
Institution） 修讀藝術及設計文憑 （Art & Design 
Foundation）, 有任教兒童畫班和英文班。研
究幼兒教育多年， 擁有豐富教育幼兒經驗和興
趣。致力栽培孩子，務求讓孩子在愉快中學習。

曾煥儀（Auntie Cherry）
兒童情緒及行為培育導師

親子管教教練

資深註冊社工

兼修幼兒學前教育

具豐富兒童、青少年及駐校輔導經驗

致力支援家長成為孩子的生命導師

Innova Workshop 
負責人︰陳敏聰先生 
林慧欣 （Annie）
曾任港島band1教師，豐富教學經驗，並修讀
兒童心理學課程，並為兒童遊戲治療執行師。

超過二十年教學經驗，二十多年私補經驗，在
超過十多間社區中心、補習社任教 
曾任小學部作中文班、中文寫作班、面試班導
師及考官及小學部作中文部執行編輯 
中文及數學MC plus 及小學測考模擬試卷的編者 
曾辦2013書展閱讀悅樂講座及中作講座 
高級兒童遊戲治療執行師

已修讀特殊需要學童的課程（高階）

吳敏超（Michelle）
畢業於英國曼徹斯特大學音樂系（榮譽）學士
及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碩士，師承吳美樂博士
及 Mr. Andrew Wilde。考獲ABRSM鋼琴、小
提琴、中提琴及樂理八級証書。

劉蘋Charlotte Lau
5歲開始學習芭蕾舞，現代舞，10年開始學習
拉丁舞，Jazz，Hip Hop，Fitness Dance，曾
經為2014全港拉丁舞冠軍。
多年教授舞蹈及手工藝教學經驗。

黎善功（SK）
為「國際青年商會」高級培訓師，擁有豐富的
體驗式學習法培訓經驗。黎先生對開發大腦潛
能有近二十年的研習心得，早在九十年代，已
將高速學習法（Accelerated Learning）及高
效率記憶技巧融入於培訓工作。近十年來，更
將體適能運動融滙於培訓課程中，達至身心整
合，全腦運用。

顏耀明（Thomas）
加籍華人青年油畫家，回流香港後以教畫及畫
肖像為業，具有清晰務實的教學風格及繪畫理
論。

廖明慧Jennifer
擁有健康舞，水中健體訓練的導師證書，亦是
專業個人健身教練，逾10年任教健體3多持有
體適能教練證書及健身教練，

現在中文大學修讀運動科學與健康教育學士課
程，具多年教授兒童教學經驗。

梁燕莉（Moon）
十多年教授數學經驗，尤其重視培養學生對數
字敏感度及強化邏輯思維訓練，提升學生學習
興趣。



課程導師介紹

511

陸巧婷（Rachel）
修讀香港浸會大學幼兒教育系，具五年教授幼
兒興趣班及任教幼稚園的經驗。

楊思慧 
畢業於北京清華大學法律學院，對幼兒教育有
濃厚興趣，擁有多年教導小朋友的經驗，致力
於開心教學使小朋友在學習中增強自信，勇於
表達自己。

楊應柳（Annie）
楊老師現於社區中心及教會負責任教兒童普通
話主日學，多年教學經驗老師

Olympic Association 
國際奧林匹克學會  
負責人︰羅永康先生
派出Ms.Lee導師任教，超過10年教學經驗，
現為各小學、社區開辦課程

Slong哥哥
超過6年以上的教學經驗，曾與超過20所學
校及機構合作，教授及編制課程，以及公開表
演，經驗豐富。

Sheep Yard Education 
負責人︰黃愛兒女士 
譚建茵
持美育奧福教學證書、倫敦聖三一音樂學院鋼
琴文憑（ATCL）、英國皇家音樂學院教學文憑
（Dip. ABRSM）、英國皇家音樂學院八級樂理。

Sheep Yard Education 
負責人︰黃愛兒女士 
陳碧珊 Elsa（青蛙老師）
資深兒童教育工作者。 從小自習得口琴，
於1999年成立香港新口琴，為主音口琴手
之一。十九年來經常作為Facilitator 以Drum 
Circle （鼓樂圈）遊走於各大小機構及院校。
曾於中文大學SCS 修讀兒童成長治療專業文
憑，考獲英國皇家音樂敲擊八級，另外亦曾
修讀 Art in Assessment, Music Therapy, NLP 
Diploma 及取得Certified Integral Master。
於2013年整合以音樂，繪畫，表達藝術，感
統發展及向性遊戲等元素，從而創辦五感藝術
教育系列， 深受家長小朋友歡迎。 多年來，
致力以鼓樂，親子敲擊樂班，奧福音樂班，
Ukulele，兒童畫班，水墨畫及手工藝班等服
務社會，讓更多人能接觸到藝術療癒的神奇力
量。

譚敏芝（TT姐姐）
畢業於英國倫敦藝術大學，教授藝術創作畫班
多年，在多個機構，學校及私人團體任教。

葉霆鋒 （Jacky）
英國倫敦聖三一音樂學院古典結他結他ATCL
演奏文憑（Distinction）
英國倫敦音樂學院流行鋼線木結他八級
（Distinction）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鋼琴八級

Rock school流行電結他八級
Rock School流行音樂理論八級
2016年赴台灣參與國際結他大師福田進一、
大萩康師和朴葵姬大師班

2011-2012年度嶺南大學歌唱及音樂評審
2011-2012年擔任兼職結他樂手
2011年於青苗琴行 `舉行個人音樂會
曾任教超過十間大小型音樂中心，學校，教授
個別和班際課程，任教不同風格和種類的音樂
如古典，流行音樂「Ukulele小結他」
2008年開始加入香港結他樂團並參與獨奏和
合奏演出

Zion Education Limited 
錫安教育中心 
負責人︰高柏文
Ian導師於2005年跟香港敲擊樂大師 Ben 
Leung 學習非洲鼓，2005年開始於教會敬拜
樂隊，擔任領唱及非洲鼓手。2006年曾跟著
名敲擊樂手 Kumi Masunaga學習非洲鼓。此
外，於2005年至2018年間，曾參與多次公開
表演，並於多間中、小學、幼稚園及社區中心
教授非洲鼓。

曾修讀兒童心理、生理及輔導證書課程，考獲
皇家音樂學院5級爵士鼓。曾到非洲作義工3
年，熱心兒童事工並在所屬教會擔任青少年事
工導師。



親親家庭樂

粒粒皆辛館	 	

活動編號： SF010219 
日期：09/02/2019（星期六）
時間：2:00-4:00pm 
地點：深水埗惜食堂 
參觀內容：融合惜食、關愛、環保的實體展館。在旅

程中大家將會接觸惜食冷知識，了解香港
以至全球的食物浪費及飢餓問題。透過互
動遊戲、影片及實戰去發掘「粒粒皆辛苦」
的真正意義。喚醒一份關愛宣揚惜食人
生。 

集合時間：1:15pm 
解散時間：4:45pm 
費用：學生$250.00 
 成人$320.00 
 （包車費） 
名額：25人 

探索天際	 	

活動編號： SF020319 
日期：19/03/19（星期二）
時間：3:00-4:00pm 
地點：九龍環球貿易廣場 
參觀內容： 參觀全港唯一能360度鳥瞰全港四方八面

維港景色的室內環球貿易廣場100樓觀景
台，亦是香港必遊地標。感受全港最快雙
層電梯，各種展品道出100個有趣的香港
故事。 

集合時間：2:15pm 
解散時間：4:30pm 
費用： HK$150.00  

費用已包括車費、入場費及導賞費

 （ 大小同價）  
名額：25人 
  

民航署教育徑	 	

活動編號： SF030419 
日期：23/4/2019（星期二） 
時間：10:00-11:30am  
地點：香港國際機場民航署總部 
參觀內容： 了解香港民航歷史及其職能，飛機結構及

物料、參觀機艙設計及安全措施及新空管
中心。 

集合時間：9:00am  
解散時間： 12:30pm 
費用： HK$150.00 （包車費） 
 10歲以上 
名額：50人 

綠匯學苑（舊大埔警署）古蹟導賞
活動編號： SF040519 
日期：5/5/2019（星期日） 
時間：10:00am-12:00nn 
地點：大埔綠匯學苑 
參觀內容： 綠匯學苑（舊大埔警署）導賞活動，主

要介紹舊大埔警署內的歷史、建築及
生態特色，以及綠匯學苑的綜合保育設
計。 

集合時間：9:15am  
解散時間：1:00pm 
費用： HK$150.00（包車費）  
名額：25人 

12



廚樂無窮

家庭入廚樂	（小組實習）

導師： Winnie 姐（二十多年教學經驗）
節數： 1堂  
對象： 3歲以上小朋友及家長或監護人陪同上堂
會員： 報讀家庭入廚樂，只須其中一位學員是會員便可以會員價報名 （以家庭為一組別）
名額： 20人
費用： （二人組） 會員： $240   
 （三人組） 會員： $290   
 （四人組） 會員： $340   
材料費用： 每堂約$28-$40或以上，以每一家庭計算 （於

堂上交予導師） 
備註： 1.	自備圍裙、手袖、濕紙巾

	 2.	附送食物盒	

	 3.	出席入廚樂的家庭，若報名後超出人數，恕未
能招待，若課程未滿，可即時補交費用給導師

星期六   時間：11:30am-1:30pm
日期：09/02
編號： CK1302A19   情人節曲奇
1.彩繪印模曲奇  2.情人節心形曲奇

日期：02/03
編號： CK1303B19   
1.Q萌薯條饅頭  2.Q萌薯表情紫薯包

日期：16/03
編號： CK1303C19   
1.烤雞米飯薄餅2.小雞粟米芝士米漢堡

日期：30/03
編號： CK1303D19     復活節曲奇
1.蛋殼雞曲奇 2賓利兔曲奇 3.紅蘿蔔曲奇

日期：13/04
編號： CK1304E19
1.米通復活蛋2.米通賓利兔 3.米通雀巢復活蛋

日期：27/04
編號： CK1304F19
1.壽司蛋糕2.糙米吞拿魚反卷

日期：11/05
編號： CK1305G19
母親節：五月花子蛋糕  2. 朱古力士多啤梨杯子蛋糕

日期：25/05
編號： CK1305H19
1.水晶糉 2.水晶西米糉

星期日     時間：1:45pm-3:45pm
日期：10/02
編號： CK5302A19 
情人節：朱古力士多啤梨心型厘士蛋糕

日期：24/02
編號： CK5302B19
1.美國旗果醬批2.芝士雞批

日期：10/03
編號： CK5303C19
1.簡易蝴蝶酥 2.樹葉批3.蘋果酥卷

日期：24/03
編號： CK5303D19
1.卡通芝士撻  2.朱古力芝士撻

日期：07/04
編號： CK5304E19
1.復活節賓尼造型薄餅2.復活兔麵包

日期：14/04
編號： CK5304F19
1.復活節賓利兔杯子蛋糕 2.雀巢復活蛋杯子蛋糕

日期：12/05
編號： CK5305G19
母節節：心型鮮果粟子蛋糕

日期：26/05
編號： CK5305H19 
1.咸肉糉 2.紫米甜薯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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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職教育

「從兒童角度看孩子」	
家長也學習	
生活在成年人世界的家長們，已習慣了成年人角度看
事物。在教導小孩時應
如何明白他們所思所想？
如何與孩子合作讓他們在成長路上發揮自己？
如何調節大家的步伐?
如何 ......
很多的如何，
此課堂讓我們好好解構，課堂見^^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P280319 30/03 1  4:00pm-5:30pm（六）

導師︰林慧欣女士（修讀特殊需要學童的高階課程）

費用：會員$160 
對象：小學生之家長或有興趣人士

中文閱讀理解拆解班~	
家長也閱理	
很多學生不懂如何做閱讀理解，因而在測考失分，家
長應該如何處理？此講座拆解閱理問題，教授當中技
巧，讓家長也能幫助孩子提升閱理能力。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P330219 18/02 1 7:15pm-8:45pm（一）

導師︰林慧欣女士（曾在中小學任教中文科十多年及中
小學教材編輯）

費用：會員$160 
對象：小學生之家長或有興趣人士

中文寫作拆解班~家長也作文
作文是普遍學生較難掌握的一科，取分不高，應如何
入手？此講座解構如何提升作文能力，授予方法，從
而提升技巧，令家長成為孩子的最佳幫手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P340419 01/04 1 7:15pm-8:45pm（一）

導師︰林慧欣女士（曾在中小學任教及中文科十多年及
中小學教材編輯）

費用：會員$160 
對象：小學生之家長或有興趣人士

「難搞孩子有出路」	
家長管教工作坊
沒有天生出來就懂管教孩子的家長；家長其實只要了
解到管教上的幾項原則和掌握一些執行技巧，許多孩
子的情況也是可以處理的。

如果你：管束不到孩子的行為、或者未能找到有效的
方法去處理孩子的情緒、又或在孩子成長發展感到疑
惑與疑難，歡迎你把的「問題」帶來、然後放下、一起
拆解。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1/3 1 7:30pm-9:30pm（五）

導師： Auntie Cherry （兒童情緒及行為培育導師、親
子管教教練、資深註冊社工） 

對象：幼稚園及小學家長或有興趣人士

名額：20人
備註：1.	名額有限，歡迎致電2527	-2249查詢及留

位

	 2.	留位後如未能出席，請致電中心取消留位

	 3.	 7:30pm準時開始

NEW

免費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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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職教育

如何處理孩子壞脾氣	
「脾氣來到就聽不入耳」，一切管教也是從情緒過後開
展才見效。本課程提供處理孩子情緒的應對技巧、即
席示範、並以案例讓家長進行擬擬練習。

課程重點：

1. 了解孩子的脾氣
2. 脾氣養成的因素
3. 「冷靜角」的應用
4. 訓練孩子冷靜的步驟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P040519 3/5 1 7:30pm-9:30pm（五）

導師： Auntie Cherry （兒童情緒及行為培育導師、親
子管教教練、資深註冊社工）

費用： 會員$190   
對象： 家長或有興趣人士

名額： 10人

家長情緒必修科	~「憤怒管理」	
（Anger	Management）
看見孩子做出難以接受的行為，家長憤怒是在所難免；
大聲、忮憎、叫喝，成為了管教的常客。本課程嘗試
透過「正念」療法 （Mindfulness） 讓家長認識如何發怒
而不傷己或傷及孩子，把怒氣「有技術」及「有建設」地
轉化為用於管教孩子之上。

課程重點：

尋找「火起」根源

檢視「發火」規律

轉化「怒氣」技巧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P020519 17/5 1 7:30-9:30pm（五）

導師： Auntie Cherry （兒童情緒及行為培育導師、親
子管教教練、資深註冊社工）

費用：會員$190    
對象：家長或有興趣人士

名額：10人

親子「溫習及應考策略」		
本課程為家長提供實戰的應用技巧及方法，幫助家長
去：

1. 協助孩子建立良好的學習習慣
2. 掌握應付功課、溫習及測考試的策略
3. 打破「埋位溫書就角力」的困局，建立出亦師亦友的
親子關係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P060319 15/3 1  7:30pm-9:30pm（五）

導師： Auntie Cherry（兒童情緒及行為培育導師、親子
管教教練、資深註冊社工）

費用：會員$190 
對象：幼稚園及小學家長或有興趣人士

名額：10人

在家訓練孩子「專注力」功課篇	
良好的專注力是幫助孩子有效學習的基本條件。本課
程讓家長學習激發孩子專注及動力的措施，練習在家
中實踐的執行技巧，幫助家長：

1. 了解孩子的「專注力」及「學習動機」
2. 協助孩子「坐定」的心法
3. 提高孩子的：眼專注、聆聽專注訓練
4. 提昇工作「持久度」和「耐力」的方法
5. 訓練孩子「專心做功課」的技巧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P080419 12/4 1 7:30pm-9:30pm（五）

導師： Auntie Cherry （兒童情緒及行為培育導師、家
長管教教練 、資深註冊社工）

費用：會員$190  
對象：幼稚園及小學家長或有興趣人士

名額：10人

A
B

C

NEW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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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餘託管服務
負責人：李姑娘  查詢電話：2527 3027
對　象︰小一至小六學童

時　間︰逢星期一至五（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服務目標
• 讓學童有效管理功課及學業的能力，提升學習興趣。
• 透過小組活動及個人輔導，培養孩子積極人生觀及良好品格。
• 提升學童自我照顧能力，建立良好人際關係。
• 透過不同的親子活動及家長工作坊，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

託管服務內容
• 舒適安全的學習環境
• 資深導師協助學童解決功課及溫習上的疑難
• 多元化的康樂活動、生日會、獎勵計劃及成長小組
• 均衡膳食及豐富茶點
• 提供各類圖書，包括︰中英文故事書，生活常識書，小說散文，兒童雜誌

組別 時間 每月費用 內容

下午組 1:00pm-6:30pm $2,400 午膳、茶點、功課輔導、康樂活動

黃昏組 3:30pm-6:30pm $2,000 茶點、功課輔導、康樂活動

* 學校長假期（聖誕節、復活節、農曆新年）亦會提供全日活動，收費將因應活動而有
所調整。

* 加託服務收費為$10/每小時，不足一小時，亦作一小時計算。午膳費用為$35/餐，
惟需要一星期前作出加託通知。一星期內作出加託通知，費用會調整至$20/每小時。

組別 時間 每月費用 內容

SEN組 3:30pm-6:30pm $4,000 茶點、功課輔導、成長學習訓練

* 師生比例1:4 (導師已獲特殊學習需要教學訓練 )

組別 時間 每日費用 內容

暫託組
1:00pm-6:30pm $ 170

午膳、茶點、功課輔導、康樂活動
9:00am-6:30pm $ 230

* 暫託需於7日前致電申請。
* 若需提早至8:30am暫託，需另外繳付$25加託費用。
備註：

• 報名為先到先得形式，本中心只接受六個月內的申請。
• 報名表可於網站www.methodist-centre.com/cfss下載或親臨本中心二樓索取，並以傳真方式（3112-4349）或
親身遞交。

• 如有任何疑問，歡迎於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10:00am-6:00pm）致電 2527-3027（李姑娘）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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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新年託管
負責同事：李姑娘  查詢電話：2527-3027

日期 內容(上午) 內容(下午) 費用

4/2 (星期一 ) 新春聯歡派對 逛年宵市場 $280
8/2 (星期五 ) 衛生教育展覽及資料中心 競技大比併 $280

11/2 (星期一 ) 鯉魚門公園渡假度假村 $280
12/2 (星期二 ) 稻鄉飲食文化博物館 創意DIY $280

課程編號： AC1902H
費　　用：已包括活動費、交通費、 
 午膳及茶點

時　　間：8:30am-6:30pm
地　　點：中心二樓

對　　象：小一至小六學童

服務暫停：5/2/2019至6/2/2019

負責同事：李姑娘  查詢電話：2527-3027

日期 內容(上午) 內容(下午) 費用

18/4 (星期四 ) 參觀可口可樂 (待定 ) 美味小廚師 $290
23/4 (星期二 ) 參觀消防及救護教育中心暨博物館 (待定 ) 創意DIY $290
24/4 (星期三 ) 西貢戶外康樂中心 $280
25/4 (星期四 ) 粒粒皆辛館 (待定 ) 童來遊玩 $290
26/4 (星期五 ) 冒險樂園 (待定 ) 小小魔術師 $290

課程編號： AC1904E
費　　用：已包括活動費、交通費、 
 午膳及茶點

時　　間：8:30am-6:30pm
地　　點：中心二樓

對　　象：小一至小六學童

服務暫停：19/4/2019至22/4/2019

備註：

• 每日服務時間由8:30am開始，8:30am前到達者請於門外等候。
• 8:00am-8:30am及6:30pm-7:00pm需要加託服務者，每節需
另收取$25加託費

• 4/2/2019為 年 三 十， 將 提 早 於4:30pm放 學。4/2/2019及
11/2/2019不設功課輔導時段。

• 部份參觀活動及戶外活動尚在批核中，十二月落實，請留意本
中心網頁www.methodist-centre.com/cfss

備註：

• 每日服務時間由8:30am開始，8:30am前到達者請於門外等候。
• 8:00am-8:30am及6:30pm-7:00pm需要加託服務者，每節需
另收取$25加託費

• 24/4/2019不設功課輔導時段。
• 部份參觀活動及戶外活動尚在批核中，二月落實，請留意本中
心網頁www.methodist-centre.com/cfss

• 活動後會收到相片連結，家長可於網上下載。

2019復活節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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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tainment 

寓學於樂
Edutainment 

寓學於樂
「寓學於樂」是

指在學習中找
到樂趣,有樂趣

地去學習。透

過遊戲、講故
事，增強學習

語文的興趣；
舞蹈、音樂及

手

工藝讓兒童發
展其創意，大

膽跳出固有的
模式；體育運

動

提升個人的堅
毅，不畏艱巨

的精神；戶外
體驗可擴濶視

野，增強好奇
心，建立互助

的精神，從而
培養兒童多元

智

能發展，發揮無
限的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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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親孩子多元智能班
本課程以幼稚園的範本設計，利用多元化和有趣的活
動來增強幼兒的專注力，期望透過主題學習、故事、
音樂唱遊、勞作及集體遊戲等活動，提供一個多元的
學習空間，為幼兒升上幼稚園作好準備。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AC010219 14/2-28/2 3 10:00am-11:30am（四）
AC010319 7/3-28/3 4 10:00am-11:30am（四）
AC010419 4/4-18/4 3 10:00am-11:30am（四）
AC010519 2/5-30/5 5 10:00am-11:30am（四）

AC0102A19 12/2-26/2 3 10:00am-11:30am（二）
AC0103A19 5/3-26/3 4 10:00am-11:30am（二）
AC0104A19 2/4-30/4 4 10:00am-11:30am（二）
AC0105A19 7/5-28/5 4 10:00am-11:30am（二）

導師：由SheepYard Education派出經驗導師 
黃愛兒女士任教

費用：（3堂） 會員 $585 非會員 $655 
（4堂） 會員 $780 非會員 $850 
（5堂） 會員 $975 非會員 $1,045

對象：16個月至2歲半之幼兒
名額：13人（只可由1位成人陪同上課）
上課地點：灣仔軒尼詩道22號
報名地點：灣仔軒尼詩道22號3樓
課程暫停：5/2, 7/2, 23/4及25/4
備註：請自備水、茶點及有袖圍裙。

	Panda	Music	English	Class
This program includes music games, story telling, 
constructed play, art and crafts. By using lots of music 
and movement, toddlers will get engaged in the group 
activities easily.
Course code Date Sessions Time

AC010219 1/2-27/2 6 Wed & Fri
10:15am-11:15am

AC020319 1/3-29/3 9 Wed & Fri
10:15am-11:15am

AC020419 3/4-26/4 6 Wed & Fri
10:15am-11:15am

AC020519 3/5-31/5 9 Wed & Fri
10:15am-11:15am

Teacher: Teacher is experienced and well-trained by 
Panda Playground 
Fee: Member $788/6       Non-member $858/6
        Member $1,182/9    Non-member $1,282/9 
Age: Kids from 15 months to 2 1/2 years old
Vacancy: 13 children (Only one adult can attend)
Venue: 22 Hennessy Road, Wanchai
Enrolment: 3/F, 22 Hennessy Road, Wanchai
Medium: English
Ref :  1. Please bring your water and snacks for tea 

time.
 2. No Class on 6/2, 8/2, 5/4 & 19/4.

所有恆常課程為延續性課程，每月內容均不同。

學前幼兒班

幼兒學前適應預備班
特別為準備入讀幼稚園的幼兒作準備，增強幼兒的適
應力，社交能力，溝通能力及團體紀律。課程內容以
主題為主，透過唱歌，音樂律動，故事和不同遊戲活
動，提升幼兒的語言和表達能力。教導幼兒建立良好
的生活習慣和態度，讓幼兒學習基本常規訓練及禮
儀，令他們輕鬆學習並在日常生活中運用已學的知識。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AC030219 1/2-27/2 6 11:30am-12:30pm（三及五）
AC030319 1/3-20/3 6 11:30am-12:30pm（三及五）
AC030419 3/4-26/4 6 11:30am-12:30pm（三及五）
AC030519 3/5-31/5 9 11:30am-12:30pm（三及五）

導師：蕭月媚女士

費用：（6堂） 會員 $1,095 非會員 $1,195 
（8堂） 會員 $1,460 非會員 $1,560 
（9堂） 會員 $1,643 非會員 $1,743

對象：2歲至3歲之幼兒
名額：8人（只可由1位成人陪同上課）
上課地點：灣仔軒尼詩道22號
報名地點：灣仔軒尼詩道22號3樓
課程暫停：6/2, 8/2, 22/3, 27/3, 29/3, 5/4, 19/4及1/5
備註：須自備餐盒，水樽和毛巾

幼稚園適應課程
本課程特別為準備升讀幼稚園的小朋友設計，模擬幼
稚園的生活和模式，透過主題學習和常規訓練，提供
一個幼兒和父母短暫分離的機會，提升幼兒獨立學習
的能力，以作好生理和心理的準備，以便投入未來的
幼稚園生活。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AC050219 14/2-28/2 3 11:35am-1:05pm（四）
AC050319 7/3-28/3 4 11:35am-1:05pm（四）
AC050419 4/4-18/4 3 11:35am-1:05pm（四）
AC050519 2/5-30/5 5 11:35am-1:05pm（四）

AC0502A19 12/2-26/2 3 11:35am-1:05pm（二）
AC0503A19 5/3-26/3 4 11:35am-1:05pm（二）
AC0504A19 2/4-30/4 4 11:35am-1:05pm（二）
AC0505A19 7/5-28/5 4 11:35am-1:05pm（二）

導師： 由SheepYard Education派出經驗導師 
黃愛兒女士任教

費用： （3堂） 會員 $660 非會員 $730 
（4堂） 會員 $880 非會員 $950 
（5堂） 會員 $1,100 非會員 $1,200

對象： 已報讀「親親孩子多元智能親子班」4個月或以
上之幼兒

名額：5人
上課地點：灣仔軒尼詩道22號
報名地點：灣仔軒尼詩道22號3樓
課程暫停：5/2, 7/2, 23/4及25/4
備註：請自備水、茶點及有袖圍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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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教室

Junior	Stem英語課程	（CK19）

導師帶領學生動手參與各項有趣小實驗，啟發學生在科
學（Science）、科技（Technology）、工程 （Engineering）
及數學（Mathematics）的學習興趣，除了學到相關的英
文詞彙外，亦為學生銜接未來STEM課程打好穩固基礎。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190219 02/02-23/02 4 10:00am-11:00am（六）
CK190319 02/03-23/03 4 10:00am-11:00am（六）

CK1903A19 30/03-27/04 4 10:00am-11:00am（六）
CK190519 04/05-25/05 4 10:00am-11:00am（六）

導師：	由迦南創意教育派出經驗外籍導師任教

費用： 會員$600
對象： 3-5歲
名額： 12人
語言：英語授課

備註：1.	每一期其中一堂均有一作品	Engineering帶回
家（已包括材料費）

	 2.	延續性課程	

證書頒發： 連續修讀6期或以上，可獲迦南創意教育
頒發證書，家長必需填寫附設在Handbook
之申表及連同收據，自行郵寄或傳真至迦
南創意教育（Fax：2553 5669），約4至6
星期後接獲通知到中心領取。

故事扮嘢學英語English	Storyland	
（CK03）
透過精彩的英語故事，以不同道具讓小朋友扮演故事
人物，啟發學生的想像力，讓他們有機會發揮表演天
份及創意；在這個互動開心及輕鬆的環境下，導師能
有效地訓練小朋友的英語聽、講能カ及學習更多的英
文辭彙。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030219 02/02-23/02 4 11:10am-12:10pm（六）
CK030319 02/03-23/03 4 11:10am-12:10pm（六）

CK0303A19 30/03-27/04 4 11:10am-12:10pm（六）
CK030519 04/05-25/05 4 11:10am-12:10pm（六）

導師：	由迦南創意教育派出經驗外籍導師任教

費用： 會員$590

對象： 3-5歲
名額： 12人
語言： 英語授課

備註： 1. 提供學生手冊
 2. 課程會有臉部或手部彩繪環節
 3. 每期主題不同 
證書頒發： 連續修讀4期或以上，可獲迦南創意教育

頒發證書，家長必需填寫附設在Handbook
之申請表及連同收據，自行郵寄或傳真至
迦南創意教育（Fax：2553 5669），約4至
6星期後接獲通知到中心領取。

Jolly	Phonics英語拼音班	
Jolly Phonics基礎英語拼音班透過「多元感官」( Multi-
sensory )和互動學習方法。
3-4歲：英文中的26個發音。學生會從聽覺和視覺中
學習如何拼合和辨認發音，並透過學習關聯的發音動
作和書寫訓練，建立對拼音的認知及提升閱讀能力。  
5-7歲：透過全新的Jolly Phonics Pupil Books有系統
地教授英語拼音。學習英語中的42個發音和不規則拼
字（Tricky words），務求使學生最終能獨立閱讀和寫
作。

對象：3-4歲（CK21A）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2102A19 23/02-29/06 18 10:00am-11:30am（六）

費用：會員$3,520
完成課程後，導師會按評估不足5歲小朋友升讀5-7歲課堂

對象：5-7歲（CK21B）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2102B19 23/02-29/06 18 11:40am-1:10pm（六）

費用：會員$3,620

導師：由迦南創意教育派出經驗外籍導師任教

名額： 12人
語言：英語授課

筆記：3-4歲  課程包括迦南作業簿 
5-7歲  費用包括Jolly Phonics Pupil Book

備註：提供家長手冊、測驗、評估表

證書頒發：出席率達80%或以上之學生，最後一堂將
獲迦南創意教育頒發證書乙張。

內容涵蓋文字形態、語音、
語彙、語法、聽解、會話、
閱讀與寫作等。透過靈活生
動的教學方法，掌握作文技
巧、提升表達能力，加強對
文章的理解，更能學以致用。

A我你 他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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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拼音識字遊樂園
課程旨在幫助孩子了解「字母」和「字音」的關係，認讀
字母讀音(letter	sound)及長短元音，課堂中透過兒歌、
故事、影片和遊戲，學習基本英語拼音的技巧。

「初班」3.5-4.5歲(CK24)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240219 16/02-09/03 4 12:20pm-1:20pm（六）

CK240319 16/03-06/04 4 12:20pm-1:20pm（六）

CK240419 13/04-11/05 4 12:20pm-1:20pm（六）

CK240519 18/05-08/06 4 12:20pm-1:20pm（六）

費用：會員$570
「進階班」4.5-6歲 (CK26)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260219 16/02-09/03 4 11:10am-12:10pm（六）

CK260319 16/03-06/04 4 11:10am-12:10pm（六）

CK260419 13/04-11/05 4 11:10am-12:10pm（六）

CK260519 18/05-08/06 4 11:10am-12:10pm（六）

費用：會員$580 
導師： Ms.Lanz	Tsang（具多年兒童英語教學經驗）

費用： 9人(小班教學)

語言：英語授課

備註：延續性課程

課程暫停：9/2

活學英語跳跳躍	(CK121)
透過「兒歌、遊戲，故事，舞蹈、勞作」，有助學習提
升學習的效果和趣味，培養幼兒英語語言能力，同時
亦啟發他們的創造力。課堂以英文兒歌為主導，唱詠
童謠方式教授幼兒理解一些日常英語會話和生字，令
他們對生字和音調的應用更有信心，鼓勵他們在生活
中運用更多英語。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1210219 16/02-09/03 4 10:00am-11:00am（六）
CK1210319 16/03-06/04 4 10:00am-11:00am（六）
CK1210419 13/04-11/05 4 10:00am-11:00am（六）
CK1210519 18/05-08/06 4 10:00am-11:00am（六）

導師：	Ms.Lanz Tsang（英國阿斯頓大學碩士學位及 
曾在倫敦城市專業學會修讀藝術及設計文憑）

費用：會員$500      非會員$ 570
材料費用：自備$30於第一堂交導師
對象： 3-6 歲
名額： 9人（小班教學）
語言：英語授課

備註：1.	自備圍裙、濕紙巾

	 2.	延續性課程	

課程暫停：9/2

英語遊戲「詞彙識字班」（CK62）
透過導師悉心安排的互動遊戲、趣味習作、故事閱讀等
媒介，以主題模式認識相關詞彙，讓幼兒在輕鬆的環境
下學習英語，記憶常用的英文字彙和發音，為日後的閱
讀、聆聽、書寫、會話能力奠定良好基礎，提升學習英
語的興趣和信心。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620119 26/01-16/02 4 10:00am-11:00am（六）
CK620219 23/02-16/03 4 10:00am-11:00am（六）
CK620319 23/03-13/04 4 10:00am-11:00am（六）
CK620419 27/04-18/05 4 10:00am-11:00am（六）
CK620519 25/05-15/06 4 10:00am-11:00am（六）

導師：	Ms. Rachel Lok（修讀香港浸會大學幼兒教育系） 
費用：會員$470
對象：3-5歲
名額：12人
語言：英語授課

備註：1.自備文具及顏色筆 
2.導師每期給予進展評估表 

聖三一國際英文口語	
等級考試預備班	（CK59）

Trinity College London Graded Examination in 
Spoken English （GESE） 為國際和香港考試評核局
所認可的英語會話考試。考試由國際認證機構英國聖
三一學院舉辦。考試模式著重於小朋友之間的互動，
以評核考生的發音，詞彙，文法和組織結構。

課程設計是基於聖三一會話考試的課程大綱和等級而
設，未會書寫的小朋友也適合參加。課程以全英語教
授，配合活動教學，讓小朋友在樂趣中打好根基。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590219 16/02-11/05 12 1:35 pm-2:35pm（六）
CK590519 25/05-10/08 12 1:35 pm-2:35pm（六）

導師： Ms. Rachel Lok （修讀香港浸會大學幼兒教育系） 
費員：會員$1,510   
對象： K2-K3學生

名額： 10人

語言：英語授課

考試： 1.		每年於三月、七月、十一月及十二月設公開
考試，家長可自行報名，表格可於網頁下載	
www.trinitycollege.co.uk，有關通知及安排會
直接寄到府上

	 2.	自備文具

	 3.	不參加考試同學亦	
可延續報讀

	 4.		延續性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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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橋英語預備班Pre-Starter	
（CK93）	
以淺易的圖像和互動的教學方式教授學生基礎「辭
彙」、聆聽」、會話」，預備銜接劍橋小學英語Starters 
Level課程。習作本設計精美，內容充實，與劍橋 l課
本符合，全面提升學生的英語能力和信心，為日後應
考劍橋小學英語考試打好基礎。

*循環課程，於任何「1級別」開始報讀均可，只需修畢
「1-3級」課程便完結 *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第一級CK9303A19 23/03-01/06 10 10:00am-11:00am（六）
第二級 CK9306B19 08/06-10/08 10 10:00am-11:00am（六）

第三級 待定 10 10:00am-11:00am（六）

導師：由迦南創意教育派出經驗外籍導師任教

費用： 會員$1,450
對象： K2-K3學生
名額： 12人
語言：英語授課

證書頒發： 連續修讀「第1-3級課程，可獲迦南創意教育
頒發證書，家長必需填寫附設在Handbook
之申請表及連同收據，自行郵寄或傳真至迦
南創意教育（Fax：2553 5669），約4至6星
期後接獲通知到中心領取。

公開考試： 家長可自行報名，表格可於英國文化協會
索取或網頁下載www.britishcouncil.org，
有關通知及安排會直接寄到府上。

備註：1. 提供學生手冊
 2. 完成課程後，導師會按評估推薦不足歲小朋

友升讀P1-P2 

劍橋小學英語班（CK61）
針對全面提升學生的英語水平，學習辭彙、句子架
構、互動和學習進度上的安排，培訓學生的英語「閱讀
與寫作」、「聆聽」及「會話」的能力。習作本是為劍橋
小學英語考試而設計，內容充實、精美，確保學生完
成預定課程後，不但對劍橋小學英語考試有充分的準
備，還能全面提升學生的英語能力和信心。

*循環課程，於任何「1級別」開始報讀均可，只需修畢
「1-2級」課程便完結 *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第一級 CK6103A19 23/03-01/06 10 11:10am-12:10pm（六）
第二級 CK6106B19 08/06-10/08 10 11:10am-12:10pm（六）

導師︰由迦南創意教育派出經驗外籍導師任教

費用：會員$1,450    
對象： P1-P2學生 
書本費用：1. Staters $150第一級及第二級（合拼一

本書）不設95折，於報名時一併收取書
本： Skills Builders for young learners, 
published by Express 

 2. 如學生已於第一級或第二級購買課本，
於延續報讀時則不需要再購買（請於報
名時說明）

名額︰12人
語言：英語授課        
證書頒發： 連續修讀「第1-2級課程，可獲迦南創意教育

頒發證書，家長必需填寫附設在Handbook
之申請表及連同收據，自行郵寄或傳真至迦
南創意教育（Fax：2553 5669），約4至6星
期後接獲通知到中心領取。

公開考試： 家長可自行報名，表格可於英國文化協會
索取或網頁下載www.britishcouncil.org，
有關通知及安排會直接寄到府上。

備註：提供學生手冊

LCM	Speech	&	Drama	forEarly	Learning	
LCM Early Learning 鼓勵幼兒在愉快及無壓力的環境下享受學習，透過兒歌，遊戲、角色扮演及互動對答等活
動，將英語滲入日常生活環境中，克服學習英語之恐懼，奠下良好的英語基礎，有助迎接升讀小學的挑戰。

LCM 評核試於全球50多個國家進行，並包括多個亞洲國家。 LCM 證書由英國西倫敦大學 （University of West 
London ）頒發，並獲英國學歷評審局部（ofqual）認可。
對象：3-4歲 Stage 1（CK122A）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第一期 CK12203A19 22/03-26/04 4 4:00pm-5:00pm（五）
第二期 CK12205A19 03/05-31/05 5 4:00pm-5:00pm（五）
第三期 CK12206A19 14/06-28/06 3 4:00pm-5:00pm（五）
第四期 CK12207A19 05/07-26/07 4 4:00pm-5:00pm（五）
第三期 CK12208A19 02/08-30/08 5 4:00pm-5:00pm（五）
第四期 CK12209A19 06/09-27/09 3 4:00pm-5:00pm（五）

導師：由Scholars Academy 派出經驗豐富以英語為母語的NET Teacher
費用︰會員（每堂）$150 （修畢課程共24堂）             名額︰ 8人
語言：英語授課                                                         備註：已包括Scholars Academy筆記
                                      課程暫停：13/9

    

語文教室A我你 他B
C

對象：5-6歲 Stage 2（CK123B）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第一期 CK12303B19 22/02-22/03 4 5:10pm-6:10pm（五）
第二期 CK12305B19 03/05-31/05 5 5:10pm-6:10pm（五）
第三期 CK12306B19 14/06-28/06 3 5:10pm-6:10pm（五）
第四期 CK12307B19 05/07-26/07 4 5:10pm-6:10pm（五）
第三期 CK12308B19 02/08-30/08 5 4:00pm-5:00pm（五）
第四期 CK12309B19 06/09-27/09 3 4:00pm-5:00pm（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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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二	英文	
Grammar	+	Sentence	structure	
攻略班（CK37）
本課程旨在教授同學多個常見的「文法課題」及「基本
句式」。

課程會配以一些活動來提升同學的學習興趣。例如「描
述人物或其它比賽等」。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370219 02/02-23/02 4 1:30pm-2:30pm（六）
CK370319 02/03-30/03 5 1:30pm-2:30pm（六）
CK370419 06/04-27/04 3 1:30pm-2:30pm（六）
CK370519 04/05-25/05 4 1:30pm-2:30pm（六）

費用： （每堂）會員$142     
對象： P1-P2 學生
名額︰ 15人
備註︰ 延續性課程

小三/四/五/六	
「英文Writing	Skill	+	Grammar	
攻略班」
本課程旨在教授在「英文作文」所需的「技巧」及各種常
見的「複雜句式及其用法」。

課程會配以一些活動來提升同學的學習興趣。例如「故
事創作及演講比賽等」。

對象：小三/小四學生 （CK38）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380219 02/02-23/02 4 2:45pm-4:00pm（六）
CK380319 02/03-30/03 5 2:45pm-4:00pm（六）
CK380419 06/04-27/04 3 2:45pm-4:00pm（六）
CK380519 04/05-25/05 4 2:45pm-4:00pm（六）

對象：小五/小六學生 （CK39）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390219 02/02-23/02 4 4:15pm-5:30pm（六）
CK390319 02/03-30/03 5 4:15pm-5:30pm（六）
CK390419 06/04-27/04 3 4:15pm-5:30pm（六）
CK390519 04/05-25/05 4 4:15pm-5:30pm（六）

費用： （每堂）會員$170  
名額︰ 15人
備註︰ 延續性課程

徐sir

中三/四/五/六「英文攻略班」
本課程涵蓋新學制英文科及文憑試所須的Sentence 
patterns、Grammar、Comprehensive skills及「常用
字彙」。

課程會配以「說話」為主的「活動」來提升同學的學習興
趣。例如「辯論比賽等」。

對象：中三/中四  （CK57）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570219 02/02-23/02 4 5:45pm-7:00pm（六）
CK570319 02/03-30/03 5 5:45pm-7:00pm（六）
CK570419 06/04-27/04 3 5:45pm-7:00pm（六）
CK570519 04/05-25/05 4 5:45pm-7:00pm（六）

對象：中五/中六 （CK34）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340219 13/02-27/02 3 7:30pm-8:45pm（三）
CK340319 06/03-27/03 4 7:30pm-8:45pm（三）
CK340419 03/04-24/04 4 7:30pm-8:45pm（三）
CK340519 08/05-29/05 4 7:30pm-8:45pm（三）

費用： （每堂）會員$170  
名額︰ 12人
備註︰ 延續性課程

語文教室A我你 他B
C

若干年前……我在加拿大取得我的大學學位，隨
後在香港大學完成我的教育文憑。曾在一間中學
任教了13年，同時須兼教高中和初中。除各中、
小學外，在最近十多年更補習班教授各級中小學
課程。

以上課程設中途插班，惟入須延續報讀插之後連
續的堂數
＃ 如徐啟安先生因事請假，將由其英文團隊老師
代課

＃ 以下為延續性課程，每月內容均不冋

緊貼課程

用心教學

自設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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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小一、小二「 英文生字詞彙」專修班  
（CK54）

若同學認識的英文字不多，在學習英文科上必然困難
重重。本班旨在教授同學在英文科常用的英文字彙和
一些簡單句子，希望同學能有一個良好的基礎。課程
會配以「朗讀」的「活動」。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540219 01/02-22/02 4 5:15pm-6:00pm（五）
CK540319 01/03-29/03 5 5:15pm-6:00pm（五）
CK540419 12/04-26/04 2 5:15pm-6:00pm（五）
CK540519 03/05-31/05 5 5:15pm-6:00pm（五）

費用： （每堂）會員$138 
對象： P1-P2 學生
名額︰ 5人（小班教學）
備註︰延續性課程

升小四/小五「英文專修班」

「小組教學」的好處就是讓導師有「充裕時間」照顧各同
學英文上的問題。同學的水準就更易提升了。
課程會配以一些活動來提升同學的學習興趣。例如「故
事創作及演講比賽等」。

（CK56）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560219 12/02-26/02 3 4:00pm-5:00pm（二）
CK560319 05/03-26/03 4 4:00pm-5:00pm（二）
CK560419 02/04-30/04 5 4:00pm-5:00pm（二）
CK560519 07/05-28/05 4 4:00pm-5:00pm（二）

費用：（每堂）會員$183 
（CK41）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410219 13/02-27/02 3 4:45 pm-6:00pm（三）
CK410319 06/03-27/03 4 4:45 pm-6:00pm（三）
CK410419 03/04-24/04 4 4:45 pm-6:00pm（三）
CK410519 08/05-29/05 4 4:45 pm-6:00pm（三）

費用：（每堂）會員$241 
對象： P4-P5
名額︰ 5人（小班教學）
備註︰延續性課程

升小六/中一/中二「英文專修班」 

「小班上課」可以令同學有更充裕時間「明白」和「練習」
本級英文必須學會的課題。

課程會配以一些活動來提升同學的學習興趣。例如「故
事創作及演講比賽等」。

對象： P6-F1學生 （CK51）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510219 12/02-26/02 3 5:00pm-6:15pm（二）
CK510319 05/03-26/03 4 5:00pm-6:15pm（二）
CK510419 02/04-30/04 5 5:00pm-6:15pm（二）
CK510519 07/05-28/05 4 5:00pm-6:15pm（二）

對象： F1-F2學生 （CK44）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440219 12/02-26/02 3 6:15 pm-7:30pm（二）
CK440319 05/03-26/03 4 6:15 pm-7:30pm（二）
CK440419 02/04-30/04 5 6:15 pm-7:30pm（二）
CK440519 07/05-28/05 4 6:15 pm-7:30pm（二）

對象： F2-F3學生（CK45）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450219 13/02-27/02 3 6:15 pm-7:30pm（三）
CK450319 06/03-27/03 4 6:15 pm-7:30pm（三）
CK450419 03/04-24/04 4 6:15 pm-7:30pm（三）
CK450519 08/05-29/05 4 6:15 pm-7:30pm（三）

費用：（每堂）會員$241 
名額︰ 5人（小班教學）
備註︰延續性課程
        

語文教室A我你 他B
C

英文專修小組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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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實戰寫作班
以句、段、文循序漸進教導學生作文基本功，掌握寫
作方法，為寫作打下基礎及。每堂教授如何寫作不同
題目，堂上解說、分析及實戰。並教授各類文體（如記
敘文、說明文、描寫文、議論文及實用文等），使學生
掌握基礎作文技巧及輕鬆面對考試。導師會親自批改
及給予評語，令學生得以提升寫作及技巧能力。

課堂以互動、探討、活動等不同形式上課。

對象： P2-P3學生（CK16A）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1602A19 16/02-16/03 5 2:45pm-3:45pm（六）
CK1603A19 30/03-04/05 5 2:45pm-3:45pm（六）
CK1605A19 11/05-08/06 5 2:45pm-3:45pm（六）

對象： P4-P5學生（CK16B）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1602B19 16/02-16/03 5 1:40pm-2:40pm（六）
CK1603B19 30/03-04/05 5 1:40pm-2:40pm（六）
CK1605B19 11/05-08/06 5 1:40pm-2:40pm（六）

費用：會員$550   

對象： 17人
備註： 1.	自備文具

	 2.	延續性課程

課程暫停：09/02，23/3

中文實戰寫作技巧班	（CK17）
面對呈分試、升中試、DSE，各同學必須裝備自己，
中作是一科沒有技巧下難取高分的科目。此課堂導師
會教授應試技巧，務求在試中取得理想佳績，並授予
各種不同的修辭及寫作技巧，令同學更上一層樓。課
堂以互動、探討、活動等不同形式上課。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170219 16/02-16/03 5 12:30pm-1:30pm（六）
CK170319 30/03-04/05 5 12:30pm-1:30pm（六）
CK170519 11/05-08/06 5 12:30pm-1:30pm（六）

費用： 會員$570      
對象： P6-F1學生
名額︰ 16人
備註： 1.	自備文具

	 2.延續性課程

課程暫停：09/02，23/3

兒童趣味成語故事班（CK114）
成語是言語中最精煉而又富生命力，它內涵豐富，短短
幾個字便包含著意味深長的故事。坊間有很多成語故事
產品，但如何使小朋友把成語融會於日常生活，並牢牢
記在腦海中，這正是這成語故事班的特點。我們透過故
事演釋，活生生地把成語含意傳達給小朋友，使小朋友
記得故事含意便聯想起適當的成語，對小朋友在中國語
文科和中文寫作上有著很大得益和幫助。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1140219 16/02-09/03 4 11:10am-12:10pm（六）
CK1140319 16/03-06/04 4 11:10am-12:10pm（六）
CK1140419 13/04-11/05 4 11:10am-12:10pm（六）
CK1140519 18/05-08/06 4 11:10am-12:10pm（六）

導師： 楊思慧女士／鄧老師 （十多年幼兒教學經驗）
費用： 會員$430         
對象： 4-6歲
名額：8人（小班教學）
備註： 1.	堂上提供合適文具給幼兒

	 2.	自設課堂筆記

	 3.	完成課堂導師給予進展評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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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老師

自中五起我已任職私人補習老師，教了近十多年
學校，說來已有二多年教學經驗。完成大學課程
及教育文憑後，我也進修了兒童心理學課程。我
總覺得每位小孩也獨一無二，除了學業外，我更
重視學生們的心理發展，隨著他們的性格，替他
們解難。其後也當過教育機構的中文總編輯，出
過一些中文習作，完成了自己出書的夢想。現在
我的學生範圍幼稚園低至中學六年級也有，能令
他們進步，使我的教學生活更具挑戰性。

愉快而有目標的學習

自設筆記

教與學並行

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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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聆聽訓練班（CK117）
聆聽是訓練兒童注	力最好的方法。透過故事，引導小
朋友留心故事內容，讓小朋友從故事中找答案，令他
們明白專心的重要，更可進一步鍛練記憶力。通過各
種練習（中、英文聆聽）， 有助小朋友建立自信，使他
們更有信心地回答老師問題。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1170219 16/02-09/03 4 12:20pm-1:20pm（六）
CK1170319 16/03-06/04 4 12:20pm-1:20pm（六）
CK1170419 13/04-11/05 4 12:20pm-1:20pm（六）
CK1170519 18/05-08/06 4 12:20pm-1:20pm（六）

導師： 楊思慧女士／鄧老師 （十多年幼兒教學經驗）
費用： 會員$430       
對象： 4-6歲
名額： 8人（小班教學）
語言： 中 /英文授課
備註： 1.	堂上提供合適文具給幼兒

	 2.	自設課堂筆記

	 3.	完成課堂導師給予進展評估表

	 4.	延續性課程

直映快速認字普通話學中文	
「親子示範試堂」
為使家長更深入的了解課程設計原理及教學方式，本
中心特別安排講解示範試堂，歡迎家長帶小朋友一起
參加。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06/04 1 11:15am-12:15am（六）

對象：4-8歲學生及家長
備註： 1.		名額有限，歡迎致電2527	-2249查詢及留

位

	 2.		留位後如未能出席，請致電中心取消留位

直映快速認字「普通話學中文」	
（CK27）
右腦可以像照相機一樣把圖像記憶起來，我們稱這種
能力叫為「直映」。實驗證明，五歲至七歲的孩子這種
直映能力是最強的，而直映認字法能充分使用人的右
腦進行學習，把每個漢字變成了一幅幅「字圖」，見字
如圖，加速學習，音、形、義，熟記於心，	學習中文
打好基礎。

教學目標：

1. 第一、二期每節課學習大約15個漢字，每期學會13
篇文章

2. 完成直映認字及閱讀 .第一、二期可以達到小學二年
級的閱讀水平

3. 直映認字教材又是數碼教材，配有廣東話及普通話
語音數碼筆點讀。（可向導師訂購）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第一期
CK2705A19 18/05-03/08 12 12:20pm-1:20pm（六）

第二期
CK2702B19 16/02-11/05 12 12:20pm-1:20pm（六）

導師：英才教育派出以普通話為母語的導師任教（具多
年教學經驗）

費用：會員$1,980      
書本費用： 1.（第一期及第二期）各分別配一套教材，

每期書費用為$198元（於第一堂交導師
 2. 每一期書包括識字書、字卡書、閱讀

書三本書，一張普通話CD及一張CD-
ROM（電腦遊戲光碟供小朋友回家溫
習）。

對象： 4-5歲（第一期）完成後可繼續升（第二期） 
 5歲半 -7歲可以報（第二期）或由（第一期）開始

報讀均可  
名額： 10人
語言： 普通話授課

備註： 提供學生手冊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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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PSK幼兒普通話水平測試培訓班	
（CK55）
GAPSK幼兒普通話水平測試是國家語委認證的標準測
試，是幫助幼兒克服學習普通話的難點，糾正易犯的
錯誤，全面提高孩子的普通話水平，為將來升學打下
良好的語言基礎。

1. 測試模式涵蓋普通話朗讀、會話、聆聽等方面
2. 口試要求考生 “表達流暢，語調自然”為測試標準
3. 筆試試題包括看圖和聆聽錄音撰擇等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550219 16/02-11/05 12 10:00am-11:00am（六）
CK550519 25/05-10/08 12 10:00am-11:00am（六）

導師： 楊老師 （多年教學經驗）
費用： 會員$1,300
書本費用： 書內附MP3光碟，費用約$160元於第一堂

交導師

對象： K2-K3學生
名額： 10人
語言：普通話授課

備註： 1.	必須有普通話基礎程度

	 2.	不參加考試同學亦可報讀此報程

	 3.	完成課程後，家長可以瀏覽普通話水平測試
的官方網GAPSK（http://www.gapsk.org），了
解公開考試的資料詳情

普通話漢語拼音班	（CK79）
課程以唱遊、互動形式授課，讓小朋友在毫無壓力之
環境氣氛中學習普通話，並享受學習的無限樂趣；為
小朋友學習漢語拼音打下基礎，以適應未來學業及個
人發展的需要。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790219 16/02-09/03 4 11:10am-2:10pm（六）
CK790319 16/03-06/04 4 11:10am-2:10pm（六）
CK790419 13/04-11/05 4 11:10am-2:10pm（六）
CK790519 18/05-08/06 4 11:10am-2:10pm（六）

導師：楊老師（多年教學經驗）

費用：會員$340     
對象：4-6歲
名額：12人
語言：普通話授課

備註： 1.	延續性課程

	 2.	導師每期給予進展評估表

語文教室A我你 他B
C

循道衛理中心延伸教育服務
地址：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2號3樓
電話： 25272249

日 期  初賽 2019 年3月24日 （星期日）  
            決賽 2019年4月14日 （星期日）

時 間   下午

地 點  灣仔循道衛理中心

比賽組別 幼稚園 （初、中、高組）
  初小組 （小一至小三） 
  高小組 （小四至小六） 
  親子組 （每組最多6人） 

比賽形式 獨唱、小組合唱（每組2至6人）、詩歌獨唱      

費 用 獨唱 $110 小組合唱 $280

比賽章程 參賽資格年齡介乎3 至 11 歲之兒童，對歌唱具
有濃厚興趣者，均可參加。

宗 旨 以童聲和分享為概念，配合欣賞和讚美為主題的
兒童歌唱比賽，讓具有歌唱及表演潛質的兒童，
有發揮音樂才華的機會，實踐自己對音樂的夢想。

獎 項 《獨唱組》幼兒組及兒童組 設冠軍、亞軍、季軍及
優異獎 可獲獎座乙個及証書

  《合唱組》每組設 冠軍、亞軍、季軍及優異獎 可
獲每隊獎座乙個及每一位參賽者証書

循道衛理美樂童聲歌唱比賽2019
報名方法
1. 網上登記
2. 親臨本單位報名  
3. 郵寄報名
4. 截止報名日期： 2019年2月14日（星期三） 下午5:00

whatsapp ： 5224 5469
電郵： ces@methodist-centre.com
網址： www.methodist-centre.com/ces 527



邏輯謎蹤

「小一/小二」活學數學	（CK67）
本課程以初小數學的三大主要範圍：數，圖形與空間
及度量作出生動而有趣的訓練 , 而在數據處理方便亦讓
學生有基本的認識 , 
目的是

1. 引起學生對學習數學的興趣；
2. 誘導學生理解及掌握數學的基本概念； 
3. 發展學生的思維 , 解難及創造能力； 
4. 培養學生的「數字感」和「空間感」；及
5. 使學生能在日常生活運用數學知識。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670219 02/02-23/02 4 12:30am-1:30pm（六）
CK670319 02/03-30/03 5 12:30am-1:30pm（六）
CK670419 06/04-27/04 3 12:30am-1:30pm（六）
CK670519 04/05-25/05 4 12:30am-1:30pm（六）

導師︰ Ms. Moon Leung（十多年教授數學經驗）
費用： 每堂$113      
對象： P1-P2之學生
名額： 12人
備註： 1.自備文具

	 2.延續性課程

小三/小四「活用數學實戰班」	
主要針對數學中數，圖形與空間，度量及數據處理等
四大範疇進行訓練 ,

「小三課程」促使更有效學習數字運算技巧，圖形的結
構， 並建立及提升解決問題能力。

「小四課程」目的為培養學生能有效掌握四式運算，而
對整數，分數及小數三者之間能明確理解相互關係，
並提高學生檢查結果的合理性，建立及解決有關數的
問題，為往後學習數學有更穩固的基礎。

對象： P3學生 （CK74）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740219 02/02-23/02 4 2:50pm-3:50pm（六）
CK740319 02/03-30/03 5 2:50pm-3:50pm（六）
CK740419 06/04-27/04 3 2:50pm-3:50pm（六）
CK740519 04/05-25/05 4 2:50pm-3:50pm（六）

對象： P4學生（CK75）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星期及時間

CK750219 02/02-23/02 4 1:40pm-2:40pm（六）
CK750319 02/03-30/03 5 1:40pm-2:40pm（六）
CK750419 06/04-27/04 3 1:40pm-2:40pm（六）
CK750519 04/05-25/05 4 1:40pm-2:40pm（六）

導師︰ Ms. Moon Leung（十多年教授數學經驗）
費用：每堂$115      
名額：12人
備註：1.	自備文具

	 2.	延續性課程

兒童珠心算		
透過此訓諫，幫助兒童學習一種打快速心算的技巧，
同時打開數學大門；鍛鍊思考，提昇學習專注力、記
憶力及對數學的興趣。

課程內容：

初班 （第一、二級）
1.  算盤基本認識（1位 /2位）
2.  5補數、10補數口訣加減
3.  長口訣加減，乘法口訣
4.  心算（空撥+手算）
進階班 （完成可掌握計算加
減法速算及乘法的基本概念
技巧的心算範疇）

1.  多位數加減
2.  加強心算加減
3.  快速心算
4.  乘法＋速算
5.  乘法口訣
初班 （第一級） （CK60A）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6004A19  27/04-29/06 10 11:10am-12:10pm（六）

費用︰會員$1,020

初班 （第二級） （CK60B）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6007B19 06/07-07/09 10 11:10am-12:10pm（六）

費用︰會員$1,020

進階班 （CK60C）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待定 待定 13 11:10am-12:10pm（六）

費用︰ 會員$1,330 

導師︰ 由奧林匹克學會派出經驗導師任教

材料費用： $30 （初班包括珠心算書本第一期及第二期
書一本、算盤），於第一堂交給導師

 $10 （進階班包括珠心算書一本），於第一
堂交給導師

對象： 4-6歲
名額︰ 20人 （13人以上多1位助教協助）
備註：1.	自備文具

	 2.	報讀（第二級及進階班）同學，開課當日必須
攜同算盤及書本上堂

頒發證書： 完成（第一期、第二期）及（進階班）出席率
達80%或以上之同學，於最後一堂獲奧林
匹克數學會頒發証書乙張

透過認識數學及科學常識，
有效運用推論、判斷等思維
形式，及比較、分析、綜合
等思考方法，啟發學生邏輯
思維和解難能力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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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指巧妙速算法
課程可擴闊兒童在數學上的知識領域，除了訓練他們
手腦巧算（手指 + 右腦 + 口訣 + 技巧）及加強計算理
念，更學會對數字進行整理及歸類，培養他們對數學
的信心及興趣。

初階班內容：

指法定位、5指組成、9數組成、多位數組成、巧妙
口訣練習、補數加減法、湊整加減法 、調換數位加減
法、連加法、多位數連減法

進階班內容：

指法速記位數法、多位數不進位加法、多位數不退位
減位、多位數混合法、巧妙口訣練習、巧妙速算法
（1）、巧妙速算法（2）、加減混算綜合法、運算綜合
法、補數、湊整、變換

高級班內容：

5補減、退6、7、8減法（1） 、退6、7、8減法（2 ） 、
退位連減位（1） 、退位連減位（2） 、多位數記憶法、
多位數加法、多位數減法、多位數混合法（1） 、多位
數混合法（2）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初級班
CK8103A19 02/03-11/05 10 12:20pm-1:20pm（六）

進階班
CK8105B19 18/05-20/07 10 12:20pm-1:20pm（六）

高級班 待定 10 12:20pm-1:20pm（六）

導師︰由奧林匹克學會派出經驗導師任教

費用：會員$1,170   
對象：4-6歲
名額︰ 20人 （13人以上多1位助教協助）
備註：自備文具

證書：出席率達80%或以上之同學，於最後一堂獲奧
林匹克數學會頒發証書乙張

奧林匹克數訓練班	
要使學生有良好的數學基礎，必須提高兒童的數學水
平，促進他們的智力開發，並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
激發兒童學習興趣，從易到難，逐步深入。

課程內容：

精心編排練習：例如動腦筋、算得快、靈活解題、按
規律填圖、數字遊戲、分類歸類、自然數列、線段與
圖形、算式等數百種，每期課堂均不同。

對象： K2-K3學生 （CK36A）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3602A19 16/02-06/04 8 1:30pm-2:30pm（六）
CK3604A19 13/04-08/06 8 1:30pm-2:30pm（六）

對象： P1-P2學生 （CK36B）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3602B19 16/02-06/04 8 10:00am-11:00am（六）
CK3604B19 13/04-08/06 8 10:00am-11:00am（六）

導師︰ 由奧林匹克學會派出經驗導師任教

費用︰ 會員$820  
名額︰ 20人 （13人以上多1位助教協助）
備註： 1.	延續性課程	

	 2.	自備文具

證書頒發： 出席達80%或以上之同學，於最後一堂獲
奧林匹克數學會頒發証書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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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鋼琴班（個別教授）
由於課程為個別教授，故學員如需請假必須於上堂前
一日致電中心請假或填寫請假表交回詢問處，即日通
知「請假」恕不獲補課。而每期之課程（4堂）學員只可
請假一天，若多於一天將不獲安排補課。鋼琴班學員
每年均由導師推薦報名參加英國皇家音樂考試。

課程編號 級別
會員費用︰每四堂計算

30分鐘 45分鐘

CKM40月份A年份 G1 $600 $840
CKM40月份B年份 G2 $620 $880
CKM40月份C年份 G3 $660 $920
CKM40月份D年份 G4 $700 $960
CKM40月份E年份 G5 $740 $1,000
CKM40月份F年份 G6 $780 $1,040
CKM40月份G年份 G7 $820 $1,080
CKM40月份H年份 G8 $880 $1,140

備註： 此班為（個別教授班），故學員必須每月按時繳
交費用，如過期繳費，本中心有權將學位轉讓
給輪後者，學生如欲終止報讀課堂，必須於7天
前通知中心，否則須補回下一期之費用。

兒童非洲鼓音樂班	
在學習非洲鼓過程中，小朋友透過學敲打不同節奏，
遊戲律動開開心心學習音樂，在演出過程中他們需要
與其它學員合作，敲打不同的節奏及速度，學習團隊
合作，提升全人發展，近年已不少研究指出，學習非
洲鼓能提升兒童的專注及記憶，幫助身體協調及舒緩
負面情緒。

初階班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7702A19 09/02-16/03 6 11:15am-12:15pm（六）
CK7703A19 23/03-04/05 6 11:15am-12:15pm（六）
CK7705A19 11/05-15/06 6 11:15am-12:15pm（六）

進階班
報讀進階班的同學，需由導師按進展推薦升讀進階班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7702B19 09/02-16/03 6 12:20pm-1:20pm（六）
CK7703B19 23/03-04/05 6 12:20pm-1:20pm（六）
CK7705B19 11/05-15/06 6 12:20pm-1:20pm（六）

導師︰ 由Zion Education派出專業導師 Ian哥哥任教
費用︰ 會員$800  
對象︰ 4-9歲
名額： 12人
備註： 1.	每人提供一個非洲鼓上課

	 2.	延續性課程

	 3.	導師會定期（約3個月）為小朋友安排表演時
間（約10分鐘），屆時導師會通知家長，並
請家長預留時間欣賞

迪士尼系列Ukulele小結他入門班	
主要會教授多首經典迪士尼系列歌曲如Let It Go、It's 
a small world和Beauty and the beast等等間奏或獨奏
曲目，令學員透過耳熟能詳的歌曲對音樂產生興趣，
並透過歌曲教授同學們拍子的訓練、彈奏姿勢、基本
樂理和讀譜方法等，令學員們能啟發對音樂的潛能。

完成課程後學員可銜接英國倫敦音樂學院Ukulele初級
課程或Ukulele 初級彈唱課程
對象︰ 4-7歲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第一期
CK2803A19 09/03-30/03 4 11:15am-12:15pm（六）

第二期
CK2804B19 06/04-04/05 4 11:15am-12:15pm（六）

第三期
CK2805C19 11/05-08/06 4 11:15am-12:15pm（六）

第四期 待定 4 11:15am-12:15pm（六）
*第四期

CK2802D19 02/02-23/02 4 11:15am-12:15pm（六）

名額︰ 8人
備註： *為上一季延續班

對象︰ 7-11歲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第一期
CK2203A19 09/03-30/03 4 12:25pm-1:25pm（六）

第二期
CK2204B19 06/04-04/05 4 12:25pm-1:25pm（六）

第三期
CK2205C19 11/05-08/06 4 12:25pm-1:25pm（六）

第四期 待定 4 12:25pm-1:25pm（六）
*第四期

CK2202D19 02/02-23/02 4 12:25pm-1:25pm（六）

名額︰ 10人
備註： *為上一季延續班

導師︰ Mr. Jacky Yip（英國倫敦聖三一音樂學院結他
ATCL演奏文憑（Distinction），多年教學經驗

費用： 會員$570   
備註： 1.		本課程可由第一期或第二期開始報班

	 2.		每人提供一個夏威夷小結他於課堂使用

	 3.		小朋友如需訂購小結他回家練習，可由導師
代為購買，費用約$220

課程暫停： 18/05  

音樂能怡情養性，亦是人類
情感傳達，音樂節拍與旋律
更能影響大腦，增強記憶力，
亦可放鬆肌肉，和緩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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拇指琴入門班
「音樂盒主題」拇指琴 （Kalimba）是一種源於非洲的樂
器，主要是用大拇指彈奏，是一種簡單而有趣的樂器，
並在學習過程中能啟發音樂的潛能。

拇指琴主要分成10鍵與17鍵兩種尺寸。由於拇指琴體
積很小，所以攜帶方便，而且聲音清脆和廣闊，像音樂
盒裏的音樂般優美並適合伴奏和合奏。

課程內容會教授同學們彈奏姿勢和閱讀KTabs譜和簡
譜，籍此讓學員能認識拍子。由於拇指琴的聲音像音樂
盒，所以歌曲會選自相關的曲目如天空之城、龍貓、
Canon in D和kiss the rain等多首間奏和獨奏曲目，並
且會先透過簡單的歌曲如Jingle bell、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等目曲和練習來讓學員打好學習基礎。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第一期CK9102A19 02/02-23/02 4 1:35pm-2:35pm（六）
第二期CK9103B19 02/03-23/03 4 1:35pm-2:35pm（六）
第三期CK9103C19 30/03-27/04 4 1:35pm-2:35pm（六）

導師︰ Mr. Jacky Yip（英國倫敦聖三一音樂學院結他
ATCL演奏文憑（Distinction），多年教學經驗

費用： 會員$550    非會員$620
對象： 5-8歲
名額： 7人
備註： 1.	課堂提供拇指琴於堂上使用

 2.	家長如需訂購，自備$170於第一堂交導師
代為訂購10鍵拇指琴回家練習

	 2.	課堂導師將會使用結他伴奏

親子小小音樂家「電子琴班」
本課程以德國奧福教學法（Carl Orff）透過律動遊戲
及鍵盤訓練，誘發兒童對音樂的興趣。課堂上，每位
兒童擁有屬於自己的電子琴，孩子們更會透過鍵盤訓
練，學習辨別音符、節拍及正確手型，讓家長能與孩
子分享學習音樂的樂趣。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第一期CK4602A19 16/02-09/03 4 1:40pm-2:40pm（六）
第二期CK4603B19 16/03-06/04 4 1:40pm-2:40pm（六）
第三期CK4604B19 27/04-18/05 4 1:40pm-2:40pm（六）
第四期CK4605D19 25/05-15/06 4 1:40pm-2:40pm（六）

導師︰ 由Sheep Yard Education派出導師譚建茵女士
任教（倫敦聖三一音樂學院鋼琴文憑（ATCL及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八級樂理）

費用： 會員$890     
書本費用： 第一期至第四期配一冊教材書，費用約$90

於第一堂交導師

對象︰ 3.5歲 - 7歲 （一位成人陪同上課）
名額︰ 8對
證書頒發： 完成一至四期課程，可獲中心頒發書 
備註： 1.		本課程可由第一期或第二期開始報班，第三

期開始必需完成第一期或第二期

		 2.		每人提供一部電子琴上課

奧福兒童音樂班（CK82）
奧福音樂教育要融合音樂、舞蹈、肢體動作，節奏為
音樂之基本元素。讓孩子們在充滿音樂氣氛的環境中
去感受音樂、欣賞音樂、研習音樂。讓孩子在遊戲中
學習，以生動活潑的教學方法來引導孩子進入音樂的
殿堂。

課堂內容：

1.  舞蹈與律動配合球、紗巾、彩帶、呼啦圈、氣球，
隨著音樂快樂的舞動，令音樂的元素成為看得見的
舞蹈。

2. 歌唱 :由兩個音開始教學，去感覺小三度音程，並引
導用更多種方式唱出這兩個音，然後再一個一個音
加入。

3. 樂器合奏：是探索音樂的主要方式，包括天然樂
器、自製樂器、身體樂器、奧福樂器（有調及無調
敲奏樂器）。

4. 即興創作：創作的素材愈簡單愈好，自So、Mi兩音
開始，變化其長短節奏來做即興創作。肢體動作：
跺腳、拍腿、拍手、彈指。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820219 16/02-09/03 4 12:25pm-1:25pm（六）
CK820319 16/03-06/04 4 12:25pm-1:25pm（六）
CK820419 13/04-11/05 4 12:25pm-1:25pm（六）
CK820519 18/05-08/06 4 12:25pm-1:25pm（六）

導師︰ 由Sheep Yard Education派出豐富音樂教學 
（青蛙姐姐）陳碧珊女士任教

費用： 會員$670  
教材費用： $20於第一堂交導師
對象︰ 3-5歲
名額︰ 10人
備註： 延續性課程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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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二胡初班（CK120）
1. 以簡潔速成手法教授學生在短時間內學會拉奏二胡
的基本動作。

2. 教授拉奏二胡的各種姿勢，左手的按弦方法。不同
的指法，上下換把的要領。如何提高按音的準成度。

3. 以中外流行曲，採用不同指法弓法的練習曲等為教
材，以各種有效的教學方法，去提昇學生的學習興
趣。為演奏考試樂曲打下良好基礎。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1200219 02/02-02/03 4 3:00pm-4:00pm（六）
CK1200319 09/03-30/03 4 3:00pm-4:00pm（六）
CK1200419 06/04-04/05 4 3:00pm-4:00pm（六）
CK1200519 11/05-01/06 4 3:00pm-4:00pm（六）

導師： 黃偉良先生（豐富教學經驗）

費用： 會員$450
對象： 7-12歲
名額： 6人（小班教授）
備註： 1.	自備二胡上堂	（或由導師代購）				

	 2.	延續性課程

課程暫停： 09/02

小小樂器由你創（CK72）
透過小手指、體能、音樂律動等活動，創作不同發聲
的樂器，更可以利用自製樂器唱唱歌跳跳舞，提升小
朋友對音樂的興趣， 並發揮自己的創作空間。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720119 19/01-09/02 4 10:00am-11:00am（六）
CK720219 16/02-09/03 4 10:00am-11:00am（六）
CK720319 16/03-13/04 4 10:00am-11:00am（六）
CK720419 27/04-25/05 4 10:00am-11:00am（六）

導師︰ 陳美琪女士（持香港浸會大學幼兒工作高級文
憑，十多年幼兒教學資深導師）

費用： 會員$440     
材料費用： $20於第一堂交導師
對象： 3-6歲
名額： 9人
備註： 延續性課程

課程暫停： 06/04及18/05

唱唱畫畫樂繽紛	（CK73）
唱歌與畫畫是幼兒喜歡做的事情，再配合相關的音樂
遊戲，發掘幼兒不同的特質，讓他們享受自由創作的
樂趣。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730119 19/01-09/02 4 11:10am-12:10pm（六）
CK730219 16/02-09/03 4 11:10am-12:10pm（六）
CK730319 16/03-13/04 4 11:10am-12:10pm（六）
CK730419  27/04-25/05 4 11:10am-12:10pm（六）

導師︰ 陳美琪女士（持香港浸會大學幼兒工作高級文
憑，十多年幼兒教學經驗）

費用： 會員$450     
材料費用： $10，於第一堂交導師
對象： 3-5歲
名額： 12人
備註： 1.	自備A3畫簿、腊筆

	 2.	延續性課程

課程暫停： 06/04及18/05

樂韻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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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硬筆書法（CK07）
教授楷書為主，教授學生字體結構，學生透過課程學
習漢字歷史從而掌握到裝字要訣。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070219 16/02-16/03 5 2:45pm-3:45pm（六）
CK070319 23/03-27/04 5 2:45pm-3:45pm（六）
CK070519 04/05-01/06 5 2:45pm-3:45pm（六）

導師︰ 陳浪曦（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中國書法文憑）
費用︰ 會員$450  
材料費用： $20於第一堂交導師
對象︰ 6-12歲
名額： 10人

兒童書法（CK10）
授執筆和基本筆法，以楷書為主。課堂會教授適齡學
童中國經典趣味小故事，加強學生中文能力及歷史知
識。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100219  16/02-16/03 5 3:55pm-4:55pm（六）
CK100319 23/03-27/04 5 3:55pm-4:55pm（六）
CK100519  04/05-01/06 5 3:55pm-4:55pm（六）

導師︰ 陳浪曦（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中國書法文憑）

費用︰ 會員$450
材料費用： $60於第一堂交導師（不包括毛筆）
 （堂上毛筆由老師提供），如需訂購可於堂

上向導師訂購

對象︰ 6-12歲
名額： 10人
備註： 自備手袖及圍裙

創意空間

素描/粉彩創意繪晝班		
教授鉛筆素描，木顏色、粉彩繪畫，題材由卡通到寫
實不等，以培養興趣、觀察力及習慣為主要目標，發
揮孩子的創意，讓小孩子也能輕鬆上手畫畫 !
對象：4-6歲（CK87A）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8702A19 16/02-09/03 4 2:50pm-3:50pm（六）
CK8703A19 16/03-06/04 4 2:50pm-3:50pm（六）
CK8704A19 13/04-11/05 4 2:50pm-3:50pm（六）
CK8705A19 18/05-08/06 4 2:50pm-3:50pm（六）

對象：6-12歲（CK87B）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8702B19 16/02-09/03 4 4:00pm-5:00pm（六）
CK8703B19 16/03-06/04 4 4:00pm-5:00pm（六）
CK8704B19 13/04-11/05 4 4:00pm-5:00pm（六）
CK8705B19 18/05-08/06 4 4:00pm-5:00pm（六）

導師：顏耀明 (Thomas哥哥 )加籍華人青年油畫家
費用：會員$400
名額：10人
備註： 1.	自備普通或2B鉛筆、木顏色，粉彩，A3畫

薄、手袖

	 2.	延續性課程

嘩!哈!「Q版四格漫畫」	
創作班	（CK29）
本課程主要為教授繪畫四格漫畫之基本技巧。透過導
師創作性的指導，通過每堂不同的漫畫主題來創作簡
單故事，啟發小朋友天馬行空的無限創作，同時提升
審美能力。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290219  16/02-23/03 6 1:45pm-2:45pm（六）
CK290319 30/03-11/05 6 1:45pm-2:45pm（六）
CK290519  18/05-22/06 6 1:45pm-2:45pm（六）

導師︰ DICKY哥哥（任教十多年專業漫畫及創作劇導
師）

費用︰ 會員$560 
對象︰ 4-9歲
名額︰ 15人
備註： 自備木顏色、臘筆、畫簿

課程暫停： 9/2

NEW

NEW

NEW

表現出新諗法的思維能力，
既可以抽象、又可以是創作、
甚至發明，跳出固有的框架，
突破傳統的規限，讓兒童發
揮其無限的創意，及創作潛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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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繪畫藝術班（CK02）
課程由淺入深學習繪畫日常的事物、情景、以線條形
狀的組合，加上顏色，加強小朋友的繪畫能力，課程
主要 用油粉彩作畫。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020319  02/03-04/05 8 10:00am-11:00am（六）
CK020519 11/05-29/06 8 10:00am-11:00am（六）

導師︰ T T姐姐（資深美術導師）
費用： 會員$650
對象︰ 3-5歲
名額︰ 12人
備註 : 1.		自備圍裙、手袖、濕毛巾

	 2.	堂上畫具材料由導師提供

	 3		延續性課程	

課程暫停：23/3

兒童視藝班（CK04）
課程主要學習初小視藝常用的顏料，每4堂集中學習一
種顏料素材，提升兒童各樣的繪畫技巧。

A：油粉彩
B：木顏色
C：水墨畫
D：水彩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A  CK040319 02/03-30/03 4 11:10am-12:10pm（六）
B  CK040419 06/04-04/05 4 11:10am-12:10pm（六）
C  CK040519 11/05-01/06 4 11:10am-12:10pm（六）

導師︰ T T姐姐（資深美術導師）
費用： 會員$350          
材料費用： $40於第一堂交導師
對象：5 -7歲
名額：12人
備註：	1.	自備圍裙、手袖、濕毛巾

	 2.	每期內容不同

課程暫停： 23/3

畫筆彩繪班（CK33）
本課程主要學習以畫筆作畫的方式，如：水墨畫、水
彩、廣告彩等。讓學員體驗握筆塗鴉的效果，擴闊藝
術視野。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330219  02/02-23/02 4 1:30pm-2:30pm（六）
CK330319 02/03-30/03 4 1:30pm-2:30pm（六）
CK330419  06/04-04/05 4 1:30pm-2:30pm（六）
CK330519 11/05-01/06 4 1:30pm-2:30pm（六）

導師︰ T T姐姐（資深美術導師）
費用： 會員$350         
材料費用： $40於第一堂交導師
對象： 4-7歲
名額： 8人 （小班教學）
備註： 1.	自備圍裙、手袖、濕毛巾

	 2.	延續性課程

課程暫停： 23/3

手工繪畫班（CK66）		
本課程學習繪畫方法外，課堂上亦會運用不同素材
（如：黏土、木等等）做手工學習，擴闊視覺效果，創
意表達方法。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660219  02/02-23/02 4 2:40pm-3:40pm（六）
CK660319 02/03-30/03 4 2:40pm-3:40pm（六）
CK660419  06/04-04/05 4 2:40pm-3:40pm（六）
CK660519 11/05-01/06 4 2:40pm-3:40pm（六）

導師︰ T T姐姐（資深美術導師）
費用：會員$380                
材料費用： $60於第一堂交導師
對象：3-6歲
名額：8人（小班教學）
備註：	1.		自備圍裙、手袖、	

濕毛巾

	 	2.	延續性課程

課程暫停： 23/3

NEW

創意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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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藝術畫班	
課程以繪畫為主，進深教授畫畫的技巧，物體造形，
色彩層次，構圖 .學習不同媒介的運用，如水彩、油粉
彩、塑膠彩等，讓小朋友多元認識藝術世界，發揮獨
特創意。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060219  02/02-23/02 4 3:50pm-4:50pm（六）
CK060319 02/03-30/03 4 3:50pm-4:50pm（六）
CK060419 06/04-04/05 4 3:50pm-4:50pm（六）
CK060519 11/05-01/06 4 3:50pm-4:50pm（六）

導師︰ T T姐姐（資深美術導師）
費用：會員$380           
材料費用： $60於第一堂交導師
對象：6-12歲
名額：8人 （小班教學）
備註：1.	自備圍裙、手袖、濕毛巾

	 2.	每期包一幅油畫板

	 3.	延續性課程

課程暫停： 23/3

幻彩仿真黏土「情景屋」工藝班		
日本黏土塑造性甚高，發揮自由度較大以及容易掌
握，利用黏土製作出立體造型並配合創意，再加上色
彩繽紛的顏料，做出可愛的小玩意，從而發揮其創作
潛能，訓練學生的小肌肉發展和手眼協調能力。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700119  26/01-16/02 4 12:20pm-1:20pm（六）
CK700219 23/02-16/03 4 12:20pm-1:20pm（六）
CK700319 23/03-13/04 4 12:20pm-1:20pm（六）
CK700419 27/04-18/05 4 12:20pm-1:20pm（六）
CK700519 25/05-15/06 4 12:20pm-1:20pm（六）

導師：盧雁明女士 （ 資深手工藝導師）
費用：會員$330        
材料費用：每期約$90，於第一堂交給導師
對象：4-8歲
名額：15人
備註： 1.		每期內容均不同

	 2.	自備膠盒	

仿真迷你花藝班（CK86）
麵粉花之主要材料為科學加工之麵粉，配以各種顏
色，便可塑造成不同形式之花卉，顏色艷麗，生動自
然，酷似鮮花，風乾後歷久不變，美觀實用。

課程內容︰    
2月：向日葵熊仔
3月：康乃馨花盒
4月：馬蹄蘭花束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860219  23/02-16/03 4 1:35pm-2:35pm（六）
CK860319 23/03-13/04 4 1:35pm-2:35pm（六）
CK860419 27/04-18/05 4 1:35pm-2:35pm（六）

導師： 盧雁明女士（資深麵粉花藝導師）

費用： 會員$350      
材料費用： 約$120於第一堂交給導師
對象： 7歲以上
名額： 10
備註： 請自備膠盒

創意手作樂
課程透過繪畫、摺紙、剪紙、黏貼等等技巧，製作不同
手工，訓練幼兒手、腦、眼協調，幫助全腦發展，讓孩
子通過動手發展智力，訓練兒童專注力及組織能力。

對象：4-6 歲

月份 課堂主題

2月 紙碟拼貼 珍珠泥彩冰棒 清涼沙冰 黏土冰淇淋

4月 立體貼畫 馬賽克鑽石貼畫 手工鈕扣畫 手工汽車

對象：6-11歲

月份 課堂主題

2月 康乃馨小盆栽
馬賽克鑽石
貼畫

DIY相框 不織布手提包

4月 貝殼海螺貼畫 魔幻水精靈 不織布貼畫 縫製小錢包

對象：4-6 歲（CK76A）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7602A19 16/02-09/03 4 2:45pm-3:45pm（六）
CK7604A19 13/04-11/05 4 2:45pm-3:45pm（六）

對象：6-11歲（CK76B）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7602B19 16/02-09/03 4 4:00pm-5:00pm（六）
CK7604B19 13/04-11/05 4 4:00pm-5:00pm（六）

導師： Rachel 或 Chloe 姐姐任教
費用： 會員$370    
材料費用： 約$100於第一堂交給導師 
名額： 10人
備註： 自備圍裙、手袖、濕紙巾上課

                

NEW

創意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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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趣科學日	
著重發揮及培養小朋友獨立思考及解難能力，應用生
活化的例子及科學原理，讓小朋友享受科學的樂趣。

對象：4-6 歲

月份 課堂主題

3月 國旗升降台 手搖發電機 電磁蕩秋千 自制天秤稱

5月 風力越野車 DIY小台橙 穿越小火線 滑行小飛機

對象：6-11歲

月份 課堂主題

3月 太陽能飛機 電動賽車 單杠運動機 木制小風車

5月 彈彈發球機 小小升降台 平衡機械人 機械密碼箱

對象：4-6 歲（CK30A）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3003A19 16/03-06/04 4 2:45pm-3:45pm（六）
CK3005A19 18/05-08/06 4 2:45pm-3:45pm（六）

對象：6-11歲（CK30B）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3003B19 16/03-06/04 4 4:00pm-5:00pm（六）
CK3005B19 18/05-08/06 4 4:00pm-5:00pm（六）

導師： Rachel 或 Chloe 姐姐任教
費用： 會員$370    
材料費用：約$80於第一堂交給導師 
名額：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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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才派給學生

小小魔術手工班（CK42）
魔術，除了魔術的技巧，魔術道具更是不可或缺的。
小小魔術手工班可以讓小朋友親自制作魔術用具，深
入了解魔術世界各式各樣的秘密，既有個人風格，更
可成為與眾不同的小小魔術師。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420219  16/02-09/03 4 3:55pm-4:55pm（六）
CK420319 16/03-06/04 4 3:55pm-4:55pm（六）

導師： Solong哥哥（於大型商場作氣球及魔術表演）
費用： 會員$350      
材料費用： $30於第一堂交給導師
對象： 5-10歲
名額： 12人
備註： 每期內容不同

氣球造型班（CK65）
會以小動物為課程題材，透過扭氣球的基礎知識，讓
學員可隨心扭出自己喜愛的動物，提高個人創作思維
及對動物的認識，配合畫畫的技巧，讓動物氣球製作
更為真實生動。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650419  13/04-11/05 4 3:55pm-4:55pm（六）

導師： Solong 哥哥 （於大型商場作氣球及魔術表演）
費用： 會員$350    
材料費用： $20於第一堂交給導師
對象： 5-10歲
名額： 10人

NEW

創意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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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世界

空手道訓練班（CK15）
空手道是一種源自中國的武術，技術實用而全面。學
員透過教練的指導及訓練，學習空手道的技術以防身
自衛外，更可鍛鍊體魄、增強自信、律己修德。本班
學員可透過原武館所舉辦的各項比賽、集訓等，與其
他國際之學員切磋交流。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150219  16/02-06/04 8 1:35pm-2:35pm（六）
CK150419 13/04-08/06 8 1:35pm-2:35pm（六）

導師︰由原武館派出專業教練何家樂任教

費用：會員$530  
對象：5-14歲
名額：16人 
備註︰道袍由導師安排集體購買，約$280一套

跆拳道訓練班
動作簡單實用，由淺入深，內容包括熱身運動、體能
鍛鍊、腳法之運用、散手自衛術對拆、關節術、擒拿
術、自由搏擊、套拳操練等等。學員可通過考試而獲
取認可之段級證書。

白帶預備班 

對象︰ 4-5.5歲（CK14A）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1403A19  09/03-04/05 8 2:00pm-3:00pm（六）
CK1405A19 11/05-29/06 8 2:00pm-3:00pm（六）

費用： 會員$460  
備註： 白帶班學員考獲黃帶後可以升級，繼續參與以

下時段

對象︰ 5-14歲 （CK14B）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1403B19  09/03-04/05 8 3:00pm-4:30pm（六）
CK1405B19 11/05-29/06 8 3:00pm-4:30pm（六）

對象︰ 5歲以上 （CK14C）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1403C19  09/03-04/05 8 4:30pm-6:00pm（六）
CK1405C19 11/05-29/06 8 4:30pm-6:00pm（六）

導師︰ 香港跆拳道恒毅會（資深黑帶五段）鄺偉明教練
（館長） 

 男教練：黃子仁（黑帶三段）

 女助教：曾美吉（黑帶二段） 
暑期教練： 鄺偉明教練及曾美吉助教

費用： 會員$660
名額： 25人
備註︰ 道袍由導師安排集體購買，約$300-$360一套

（包括會章2個） 

兒童詠春拳（CK69）
小朋友從小練習詠春拳，可啟發智力、鍛鍊專注力和
意志、培養品德、強身健體、增加自信、提升整體感
官反應、提供自我屏障保護自己、精氣神足，生命力
才會充沛。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690219  16/02-23/03 6 4:00pm-5:00pm（六）
CK690319 30/03-11/05 6 4:00pm-5:00pm（六）
CK690519 18/05-22/06 6 4:00pm-5:00pm（六）

導師︰ 劉全安詠春拳術會授徒沈寶思教練任教
費用︰ 會員$450   
對象︰ 6-11歲
名額︰ 10人
備註：	1.	學員穿著平底運動鞋

	 2.	訂購拳會T-Shirt	1件約$100於第一堂交導師
代為購買

	 	 （學員亦可於上課約一期後，如適合才訂購）

課程暫停： 9/2

劍擊班（CK124）
劍擊是一項講求禮儀的運動，教授學員劍擊基本步
法，進攻及防守技巧，培養學員身體協調能力。學員
不但需要靈活敏捷身手、判斷力，考妙地在攻防之間
的策略，還要迅速判斷對方的動機。同時亦注重團隊
精神和溝通能力，是一項鍛鍊體力與智力的運動。

初階班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1240119 26/01-16/03 8 4:15pm-5:15pm（六）
CK1240319 23/03-18/05 8 4:15pm-5:15pm（六）
CK1240519 25/05-13/07 8 4:15pm-5:15pm（六）

導師︰ 由銳生體協會派出經驗導師任教

費用： 會員$990
對象：7-10歲
名額：12人
備註： 1.	必需穿著運動衫及運動鞋上課

	 2.	課堂提供膠劍及面罩上堂（面罩於上課前使
用酒精消毒清潔）

運動何止強身健體，強化肌
體功能，更有助兒童智力發
展，增強耐力能力，培養克
服困難的毅力，鍛煉意志，
有助增加自信及成功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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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混合舞「Kid	dance	Jam」
（CK05）
運用節拍強勁的現代外國流行歌曲，加入混合舞步，
例如 Hip Hop，Jazz ，Latino ，現代舞。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050219  02/02-23/02 4 10:00am-11:00am（六）
CK050319 02/03-23/03 4 10:00am-11:00am（六）

CK0503A19  30/03-27/04 4 10:00am-11:00am（六）
CK050519 04/05-25/05 4 10:00am-11:00am（六）

導師： Ms Charlotte Lau （多年教授舞蹈經驗）
費用： 會員$400   
對象： 4-6歲
名額： 10人
語言：英語輔以粵語

備註： 1.	穿著輕便衣服上

	 2.	延續性課程

Hip	Hop	Dance（CK101）
Hiphop是現代舞蹈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有着幅度
大而簡單的舞步，注重身體的協調性和律動，加上舞
步千變萬化，藉著舞步及強勁的音樂節拍等元素，訓
練感宮與身體的協調和音樂感。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1010219  02/02-23/02 4 11:10am-12:10pm（六）
CK1010319 02/03-23/03 4 11:10am-12:10pm（六）

CK10103A19  30/03-27/04 4 11:10am-12:10pm（六）
CK1010519 04/05-25/05 4 11:10am-12:10pm（六）

導師： Ms Charlotte Lau （多年教授舞蹈經驗）
費用： 會員$400     非會員$470
對象： 5-10歲
名額： 12人
備註： 1.	穿著輕便衣服上

	 2.	延續性課程

 

Funky	Dance	Kids	（CK25）
隨著輕快音樂節拍，令小朋友從趣味性的舞蹈動作中
增強音樂感，舒展大小肌肉的運動，從舞步中提升集
中力及四肢之協調能力，同時透過舞動培養運動興趣
及增強群體適應力。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250219  02/02-02/03 4 2:40pm-3:40pm  （六）
CK250319 09/03-30/03 4 2:40pm-3:40pm  （六）
CK250419  06/04-04/05 4 2:40pm-3:40pm  （六）
CK250519 11/05-01/06 4 2:40pm-3:40pm  （六）

導師︰ Ms. Jennifer Liu （多年教學經驗）
費用︰會員$360   
對象︰ 3-6歲
名額： 10人
語言： 英語授課 /輔以粵語
備註： 1.	必須穿著輕便服裝上課

	 2.	請家長預留時間，每堂最後的5分鐘為親子
時間（如導師代課，恕不設親子時間）

	 3.	延續性課程

課程暫停： 9/2

Kick	Boxing	Dance	（CK52）
屬剛柔並重的運動，當中舞蹈混合了拳道的動作，例
如有西洋拳的揮拳動作，也有踢腿動作。 具體來說，
KickBoxing 以簡單西洋拳及踢腿的組合重複練習，
再配上節奏感舞步，加強小朋友的肌肉力量、心肺功
能、協調性、柔軟度及伸展性。他們在課堂上從而增
強運動耐力及心肺功能等。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520219  02/02-02/03 4 3:45pm-4:45pm（六）
CK520319 09/03-30/03 4 3:45pm-4:45pm（六）
CK520419  06/04-04/05 4 3:45pm-4:45pm（六）
CK520519 11/05-01/06 4 3:45pm-4:45pm（六）

導師︰ Ms. Jennifer Liu （多年教學經驗）
費用︰會員$360   
對象︰ 6-12歲
名額： 9人
備註：	1.	必須穿著輕便服裝上課

	 2.	延續性課程

課程暫停：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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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蕾舞班
課程內容根據「英國皇家舞蹈學院」所規定之考試課程編定。學生可參加每年在香港舉行之英國芭蕾舞考試（需另
繳考試費用），合格者可直接獲英國皇家舞蹈學院頒發證書。

考試級別由「Pre-Primary」開始，而報考「Pre-Primary」之學生必須於報考年份（1月1日前）已足5歲，而
「Preparation Class及Beginner」之學生將由導師評審是否適合升級。報讀Pre-Primary至Grade 2之學員必須出
席星期日之課程（將由10月份開始直至考試月份，確實日期請留意課程手冊。而導師亦按需要建議部份同學加堂
補課）。

考試月份： 每年約5月份舉行（考試當日亦需繳交學費）
考試安排： 各級將於考試後（6月份）開始升級，及上課時間將會

有所變動

考試成績： 考試完結後（約9月份）由導師個別通知成績。
考試日期： （待定）凡參加考試同學，當日亦須繳交一堂費用 。

「Preparation Class、Beginner、Advanced」無須參加
考試，考試當日課程暫停，按該月課堂繳費

考試証書： 約11月份由導師個別派發
芭蕾舞衣︰開課前必需自行購買芭蕾舞衣及軟鞋上堂。

導師︰ 香港舞蹈學院提供合資格之芭蕾舞導師，並有鋼琴導師現
場伴奏或CD音樂播放

請假：如學生因事或生病請假，恕不補堂

會員費用： 按該月上堂節數收費   非會員費用：按該月會員收費另加$70
元

課室： 304室 /309室上堂，於時間表內註明
課程暫停： 20/04 

2-5月開班時間表 上課日期及各級收費（會員）

級別 課程編號

上課時間

每節費用

2月 3月 4月 5月

逢六 逢日

六02-23/02
（4節）

日03-24/02
（4節）

六02-30/03 
（5節）

日03/31/03 
（5節 ）

六06-27/04 
（3節）

日07-28/04 
（4節）

六04-25/05
（4節）

日05-26/05
（4節）

Preparation Class
（3歲 -3歲12個月） CK01月份年份 12:45pm-1:30pm 

 309室 -------- $99 （45分） $396 $495 $297 $297（3堂）

Beginner（4歲） CK01月份A年份 10:15am-11:00am -------- $102 （45分） $408 $510 $408 $306（3堂）

Primary CK01月份C年份 9:15am-10:15am 10:30am-11:30am  
309室 $135 （60分） $1080 $1350 $945 $945（7堂）

Grade 1 CK01月份D年份 11:45am-12:45pm 11:30am-12:30am  
309室 $146 （60分） $1168 $1460 $1022 $1,022（7堂）

Grade 2 CK01月份E年份 11:45am-12:45pm  
309室

9:30am-10:30am  
309室 $151（60分） $1208 $1510 $1057 $1,057（7堂）

Grade 3 CK01月份F年份 12:45pm-1:45pm 9:30am-10:30am  $157（60分）       $1256 $1570 $1,099 $1,099（7堂）

Grade 5 CK01月份H年份 1:45pm-2:45pm 10:30am-11:30am $167（60分） $1,336 $1,670 $1,169 $1,169（7堂）

Grade 6 CK01月份J年份 --------        -------- --------        -------- --------        -------- --------

Grade 7 CK01月份K年份 --------        -------- --------        -------- --------        -------- --------

Grade 8 CK01月份L年份 --------        -------- --------        -------- --------        -------- --------

Inter-Foundation
（需有G8程度） CK01月份N年份 2:45pm-4:00pm 11:30am-12:45pm $250（75分） $2,000 $2,500 $1,750 $1,750（7堂）

備註：1. 「G4 / G5」合拼上課時間
 2. Preparation Class & Beginner無須參加考試
 3. 考試日期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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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階梯

記憶學習坊（CK78）
故事記憶法：透過故事圖像的形式，把需要記住的東
西有邏輯地圖像化，串成故事，有助減低忘記速度。

場所記憶法：以一個熟識的場所，把需要記住的東西
放在當眼處，透過不同的擺設，加上熟識的位置，容
易把記憶牢牢記住。

學習不同的記憶法，從中提高學員的記憶能力，提升
學習素質。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780219  16/02-23/03 6 2:45pm-3:45pm（六）
CK780319 30/03-11/05 6 2:45pm-3:45pm（六）

導師： Solong 哥哥（經驗導師）
費用：會員$560     
對象：6歲半 -10歲
名額：12人
備註：只需修讀任何一期（6堂）便完結

「互動故事、口才」增強班	（CK23）
導師透過分享故事後，延伸出不同情境類型的話題，
讓小朋友們作出討論及分享，扮演故事裡的人物。藉
此機會對他們給予適當的言語表達技巧改善及建議，
對欠缺自信心的小朋友，能激發自我學習能力、表達
能力、社交溝通能力、觀察力、幻想力及創作力等。

（最後一堂小朋友可自由預備一個中文故事於堂上分
享）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230219  16/02-23/03 6 2:50pm-3:50pm（六）
CK230319 30/03-11/05 6 2:50pm-3:50pm（六）
CK230519  18/05-22/06 6 2:50pm-3:50pm（六）

導師︰ DICKY哥哥 （曾任電視製作訓練班導師，十多
年豐富教學經驗）

費用︰會員$580      
對象︰ 4-7歲
名額︰ 15人
備註： 延續性課程
課程暫停： 9/2

「動出孩子專注力」訓練營	（CK68）
專注力不足會引致自我控制力較差、聆聽及服從能力
低、社交能力薄弱。務必要好好把握孩子黃金期，以
全新統合體適能運動及互動遊戲，讓寶寶自動自覺地
「全神貫注」學習。

課程讓兒童學習 ︰
1. 全新多感官全腦整合運動技巧；
2. 運用五感學習旳技巧，提昇專注能力；
3. 身心統合體適能運動，配以腦袋健身運動；
4. 全方位認知學上的專注力；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680119  19/01-09/02 4 10:00am-11:00am（六）
CK680219 16/02-09/03 4 10:00am-11:00am（六）
CK680319  16/03-06/04 4 10:00am-11:00am（六）
CK680419 13/04-11/05 4 10:00am-11:00am（六）
CK680519  18/05-08/06 4 10:00am-11:00am（六）

導師： 黎善功先生（十多年資深任教專注力、學習技
巧、兒童體適能導師）

費用： 會員$520
對象︰ 3-6歲
名額： 12人 
備註：	1.	學員需自備文具及顏色筆

	 2.	延續性課程

NEW

兒童學懂情緒管理、掌握社
交技巧、處理逆境能力，提
升專注能力等。
家長建立一套有效的管教模
式，鞏固親子關係，協助孩
子增進自尊及自信心，培養
良好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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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階梯

「樂在兒戲﹣舒壓抗逆」綜合鍛鍊課程		
現代兒童的成長，大多以電子	品為伴，不善溝通表
達及處理情緒，亦不懂處理挫折的能力。必需要好好
把握孩子黃金期，藉由全新統合體適能運動，幫助記 
憶、穩定情緒及提升社交能力。

課程助兒童學習 ︰
1. 情緒解讀及表達能力；
2. 運用五感學習旳技巧，提昇溝通的能力；
3. 透過全新多感官全腦整合及身心統合體適能運動，
幫助身心進入穩定狀態的能力；

4. 全方位認知訓練，增強舒壓抗逆及社交技巧能力；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940119  19/01-09/02 4 12:30pm-1:30pm（六）
CK940219 16/02-09/03 4 12:30pm-1:30pm（六）
CK940319  16/03-06/04 4 12:30pm-1:30pm（六）
CK940419 13/04-11/05 4 12:30pm-1:30pm（六）
CK940519  18/05-08/06 4 12:30pm-1:30pm（六）

導師： 黎善功先生（十多年資深任教專注力、學習技
巧、兒童體適能導師）

費用： 會員$520
名額： 12人
備註： 1.		學員需自備文具及顏色筆

	 2.	延續性課程

提昇「小肌肉握寫協調」及	
「大肌肉坐姿勢」	
兒童在學習早期的階段，若坐姿及握筆不協調，會引
致上課時失去學習動力，嚴重會影響脊柱成長。務必
要好好把握孩子黃金期，引領幼兒身心全能發展，使
樂在其中。

課程讓兒童學習 ︰
1. 全新多感官全腦整合運動技巧；
2. 手眼空間協調力及基本的文字符號書寫力；
3. 小肌肉握寫協調及大肌肉坐姿勢的能力；
4. 身心統合體適能運動，整合身軀成長；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310119  19/01-09/02 4 11:15am-12:15pm（六）
CK310219 16/02-09/03 4 11:15am-12:15pm（六）
CK310319  16/03-06/04 4 11:15am-12:15pm（六）
CK310419 13/04-11/05 4 11:15am-12:15pm（六）
CK310519  18/05-08/06 4 11:15am-12:15pm（六）

導師： 黎善功先生（十多年資深任教專注力、學習技
巧、兒童體適能導師）

費用： 會員$520
對象︰ 4-6歲
名額： 12人
備註：	1.	學員需自備文具及顏色

	 2.	延續性課程

「Smart	Kids」全人全能增強班	
4-8歲是孩子學習的黄金期，也是塑造孩子的關建時
刻。本課程讓孩子在實踐中學習，為孩子提供不同的
生活情境，讓孩子把課堂所學的態度與技巧內化，養
成良好品格，強化學習能力。

課程特色：融入個別需要，循環漸進式訓練；混齡教
學，相互模倣

課程目的：

提昇孩子「個人成長」素質

1. 自理自信：獨立應變、解難能力
2. 情緒管理：情感表達、憤怒控制
3. 人際社交：輪流分享、衝突處理
提昇孩子「升學必備」素質 
1. 專注力：視聽專注、持久專注
2. 記憶力：開發記憶、瞬間記憶
3. 表達力：禮儀態度、應對技巧
對象： K3-P3學生（CK50A）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5002A19  16/02-09/03 4 1:30pm-2:30pm（六）
CK5003A19 16/03-06/04 4 1:30pm-2:30pm（六）
CK5004A19  13/04-11/05 4 1:30pm-2:30pm（六）
CK5005A19 18/05-08/06 4 1:30pm-2:30pm（六）

對象： K2-P2學生（CK50B）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5002B19 16/02-09/03 4 2:50pm-3:50pm（六）
CK5003B19 16/03-06/04 4 2:50pm-3:50pm（六）
CK5004B19  13/04-11/05 4 2:50pm-3:50pm（六）
CK5005B19 18/05-08/06 4 2:50pm-3:50pm（六）

導師：  Auntie Cherry （兒童情緒及行為培育導師、親
子管教教練、資深註冊社工） 

費用： 會員$550 
名額： 10人
備註：	1.	課堂提供手冊及評估表

	 2.	延續性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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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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NEW

NEW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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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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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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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香港堂派出教學經驗豐富導師任教 
（考獲英國皇家音樂學院文憑）

費用  每月$240
對象  5-15 歲
時間  逢星期六 下午2:30
團服  約$200 ，合唱團代訂
備註  新團員將由導師於開課前安排試音，組別分為初、中、高
報名手續  填寫報名表格，由父母或監護人簽署，連同近照一

張及報名費港幣20 元交循道衞理聯合教會香港堂辦
事處

上課地點 灣仔軒尼詩道36號，循道衞理聯合教會香港堂6樓

本課程訓練兒童對音樂的認識，培育音樂人才，激發其創作能力，鼓勵兒童善用餘暇，

參加群體活動，使其身心得到均衡發展，培養兒童有完美人格，高尚的情操生活。

按年齡及程度分班，訓練歌唱技巧，學習世界各國歌曲，並教授樂理基本知識及音樂欣

賞。除了恆常的周年音樂會、歌曲交流會、聖誕節燭光崇拜及聖誕節兒童崇拜獻唱，讓

小朋友在唱歌方面有更多演出機會外，更舉辦旅行及新春聯誼活動。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香港堂

「兒童合唱團」招募團員

2528 0225
報 名 及 查 詢



「預防膝關節退化篇」 （TPTHC-A01）
內容： 整體伸展運動、下肢集中伸展、強化膝關節運動、

日常緩痛方法及防跌訓練

日期： 27/4/2019-25/5/2019 （逢星期六）
時間： 11:00am-12:00nn 
地點： 銅鑼灣禮頓道119號公理堂大樓20樓
導師： 註冊物理治療師
費用： $1,200 （4堂）

「預防腰背痛篇」（TPTHC-B02）
內容： 整體伸展運動、下腰舒展運動、腰腹肌

肉強化及核心肌肉鍛鍊

日期： 27/4/2019-25/5/2019 （逢星期六）
時間： 12:30am-1:30pm
地點： 銅鑼灣禮頓道119號公理堂大樓20樓
導師： 註冊物理治療師

費用： $1,200 （4堂）

循道衛理喜雅社區物理治療服務
中心會員優惠
循道衛理喜雅社區物理治療服務是一項以運動復康及

痛症治療為主的社區醫療服務，提供服務包括骨科復

康及痛症處理、運動創傷復康及鍛鍊、體適能評估及

鞋墊訂造、胸肺物理治療、腦神經科復康、社區教育

及到診服務等，服務特色是專業及快捷，節省患者輪

候的時間，藉以提升復原效果。

凡出示有效的會員證，即享9折優惠，

服務地點為灣仔軒尼詩道22號地庫，

服務必須於三個工作天前預約，預約後

可於一星期內進行，65歲或以上長者

可使用醫療券。

     2806 0062 9195 2073

     mcheyaphysio mcheya-physio

查詢及預約

     2806 0062 9195 2073
查詢及留位

運 動 治 療 工 作 坊 二人同行
報名，可享
9折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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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朗成長坊

專注馬戲團
透過雜耍訓練，如轉碟、扯鈴及拋絲巾，提升參加
者的專注力。過程的體驗活動和練習，讓學生們快
樂地克服困難，提高他們對學習的興趣及自信心。
 
活動編號： SGDS0119
日期： 4/3/2019-8/4/2019（星期一）
時間： 5:00pm-6:00pm
費用： $900/6堂
對象： P.3-P.6學生
名額： 4-6人    

 

專注力從音樂開始
音樂是一種非言語的方式表達自己的媒介，特殊學習需要
兒童可透過有系統音樂活動及遊戲，訓練轉移及逐漸改善
衝動的性格，對於注意力具有正向的效果。音樂亦舒緩他
們焦慮和情緒不穩的情況。

課程編號： SGDE020219
日期：  16/02/2019-11/05/2019 （星期六）
時間：  10:00am-11:00am
費用： $2400/12堂
對象： K3-P2 學生
名額： 4-6人
備註： 全期12堂，有延續課
 修畢課程可參與小型演出

服務宗旨：
融合各專業力量，協助有「特殊學習需要」
（SEN）之學童，達至整全的成長發展。

服務對象：
懷疑或診斷有特殊學習需要，包括：

專注力失調過度活躍症

自閉症譜系障礙

讀寫障礙

面對相關情緒 /社交 /行為問題的學齡兒童及其家庭。

服務內容：
心理評估分析及報告

個別諮詢、輔導

治療小組 /訓練課程
家長支援

社區教育

培訓及講座

SEN課餘託管服務
到校服務專業團隊及顧問：

學者教授

精神科醫生

臨床心理學家

心理輔導員、社工

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

言語治療師、音樂治療師

舞蹈治療師、特殊教育導師

歡迎登記成為會員，會費全免。
會員於報名參與活動或接受服務時，可享優惠。

專業評估服務《由本港註冊臨床心理學家主理》
服務對象：資優 /特殊教育需要之兒童 /青少年
評估類別（專業評估報告獲香港教育局之認可）：

韋氏智能評估（即 IQ Test） 
專注力失調 / 過度活躍症
自閉譜系障礙（包括亞氏保加症）

讀寫障礙

詳情請電2520 4933或6210 3417（whatsapp）
與方小姐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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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打開溝通及自理之門
「戲劇治療」可令學童敞開心扉、提升其溝通能力。透過「角色扮演」重組自己的行為
模式，協助了解人與人之情緒及行為。情境的配合，可讓學童明白自理的重要性。

課程編號： SGDE 030219
日期： 16/02/2019-11/05/2019（星期六）
時間：  11:15am-12:15pm
費用： $2400/12堂
對象： K3-P2 學生 
名額： 4-6人
備註： 全期12堂，有延續課
 修畢課程可參與小型演出

玩出專注至叻星
透過體驗式群體活動，提升及維持個人專注、訓練兒童聆聽指示及適應常規的能
力，增強分析力，掌握充滿趣味的學習方法，提升自尊感。以遊戲活動的概念，讓
孩子「好好玩、快樂玩」，讓兒童的專注力在不知不覺間培養增長起來。

活動編號： SGC190201
日期： 23/02/2019-13/04/2019（星期六）
時間： 10:15am-11:15am
費用： $920/10堂
對象： K.3-P.3學生
名額： 4-6人

靜觀．樂觀初體驗
研究指出靜觀訓練有效培養兒童及青少年的專注力、正向思維、情緒管理、增強抗逆力及
人際關係。透過靜觀練習能增強靜心觀察的能力，包括對外在環境和內在身 心的狀況，以
加強專注、靜定和適應能力，從而減低壓力。本課程包括：
動態遊戲（包括走動，伸展與身體搖擺，可釋放過度的能量）
靜態訓練（包括呼吸練習，故事分享，能讓兒童有充足的時間回復平靜，有心體會自己當下
的感受，幫助精神系統安定下來）
專注力訓練活動（能有有系統地強化焦點性，持久性，選擇性及轉移性專注力）

活動編號： SGC190204
日期： 02/03/2019-23/03/2019（星期六）
時間： 10:15am-11:15am
費用： $920/4堂
對象： 5-9歲兒童
名額： 4-6人

寵物情緒小主人
動物輔助治療是一種目標導向的介入，更是專業人員的一種治療
工具，能有效緩解兒童緊張、焦慮情緒。透過與動物的互動，產
生雙向關係，並讓兒童了解責任感的重要， 引發他們對寵物及其他
人的關注。此課程能有助	至： 
增加知覺刺激，使有能力表達自我感覺
增進社交互動和語言表達
增加責任感
從照顧動物中增進自我價值
提供情感表達、身心舒解的安全情境

活動編號： SGC190203
日期： 23/02/2019-30/03/2019（星期六）
時間： 12:30-1:30pm
費用： $920/6堂
對象： K.3-P.4學生 
名額： 4-6人

活動編號： SGC190202
日期： 23/02/2019-13/04/2019（星期六）
時間： 11:15am-2:15pm
費用： $920/10堂
對象： P.4-P.6學生
名額：4-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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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令你的工作、生活更寫意?	Work	life	

balance究竟是一種取態、取捨、或者一種

融合?	在繁忙的工作裡，要在生活上包括

健康、家庭及休閒中，獲得愉悅的感覺，

可以參與自己感興趣的活動，花時間在自

己認為有意義的事上，達至身心靈的健

康，擁有完整的個人生活。

Work life balance

工作生活平衡



怡情書畫

山水畫班（CA01）
本課程主要教授水墨山水畫，學習國畫的不同技法。
堂上進行講解及各種技法的示範，並賞析歷代不同名
家作品，以深入淺出方式令學員掌握繪畫的技巧，讓
學員畫出令人稱羨的國畫作品。

時間 導師 費用

7:00pm-8:30pm（逢星期三）  黃美賢女士 $113/堂

備註：請自備蘭竹毛筆，半生熟紙。

花鳥畫班（CA02）
教授中國花鳥畫，包括各類花鳥、昆蟲、魚類及小動
物等。導師會於堂上詳細分析其結構及畫法特點，並
親自示範、講解，使學員能掌握國畫的基本技巧。

時間 導師 會員費用

7:00pm-8:30pm（逢星期一） 陳桂忠先生 $113/堂

備註： 學員請自備用具，新學員可於第一堂參考導師
意見後才購買用具。

書法班（CA03）
教授篆、隸或楷書為主，同學可掌握正確執筆、懸臂
運筆及中鋒用筆等基本技法及用色技巧，提升及加強
對研習書法的興趣。老師會親自臨摹示範，並在旁指
導。

班別 時間 導師 會員費用

A 班  7:00pm-8:30pm（逢星期一）
梁啟明先生

$113/堂
B 班  3:30pm-5:00pm（逢星期四） $113/堂
C班  6:45pm-8:15pm（逢星期四） $113/堂

備註︰ 公眾假期課程暫停（5/2二 ,6/2三 ,7/2四 ,5/4
五 ,19/4五20/4六 ,22/4一 ,1/5三 ,13/5一）

禪繞畫藝術初階（CA11）
內容： Zentagle Art是一種簡單易學，不需要任何繪畫
基礎，具有心靈療癒力的創作方法。可以幫助您更加
專注，增加創造力，同時也可以放鬆思想。是次課程
除了學習zentangle的理論和基礎知識，更學習到不同
的圖案及創作圖案的方法。

名額：10-20人
時間 導師 會員費用

6:30 pm-8:00 pm 
（逢星期五）

Ms Gi Gi Lau 
（美國禪繞畫認証導師）

$ 800/4堂

備註：1. 另付教材費4堂$70，4堂後可安排延續課

軟筆西洋書法（CA14）

內容：學習生字串連要點：讓你寫出一致性的詞語
 基礎筆劃練習及教授A-Z英語大、小楷字體
 控制落筆，提筆的力度及字型粗幼掌握
 學習彈性而活潑既bouncy alphabet
 學習與字母連接及單獨運用既 flourishes（裝飾線）
 如何用乾花製作brush lettering心意卡喜歡brush 

lettering，希望上完堂可自行寫出不同詞語及句子製
作心意卡既筆友。

名額： 10-20人
時間 導師 會員費用

6:45pm-8:15pm 
（逢星期一）

Miss Lorenz Fung 
（Amengraphy創辦人） $ 800/4堂

備註： 1.	費用已包材料費，4堂後可安排延續課

書法是文字的繪畫藝術，講
求線條揮灑，往往透露出個
人的優雅，豪邁中又流出點
點的書卷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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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揚樂韻

備註︰ 公眾假期課程暫停（5/2二 ,6/2三 ,7/2四 ,5/4
五 ,19/4五20/4六 ,22/4一 ,1/5三 ,13/5一）流行音樂歌唱訓練﹣	

初級組（小組教授班）（CM02）
課程內容包括︰

音樂理論︰基本樂理知識、音準拍子、節奏感、閱譜
及視唱等。

歌唱技巧︰腹式呼吸訓練、發聲練習、共鳴發聲及位
置、聲音控制及歌曲風格演繹。

導師：區建華先生

名額限制：6人
班別 時間 會員費用

A班 5:30pm-7:00pm（逢星期一）

$199/堂

B班 7:00pm-8:30pm （逢星期一）
C班 6:00pm-7:30pm（逢星期二）
D班 3:00pm-4:30pm（逢星期三）
E班 4:30pm-6:00pm（逢星期三）
F班 6:00pm-7:30pm（逢星期三）

流行音樂歌唱訓練﹣進級組	
（小組教授班）（CM03）
適合對簡單樂理有一定認識及有歌唱基本概念人仕，
課程內容包括︰

音樂理論︰認識各種複雜音準拍子，聽力訓練，節奏
感及視唱等。

歌唱技巧︰進階聲音控制，認識人體發聲及原理，真
假聲音結合混用，如何使用橫隔膜，掌握聲音位置的
技巧。

導師：區建華先生

名額限制：6人
班別 時間 會員費用

A班 7:30pm-9:00pm（逢星期二）
$213/堂

B班 7:30pm-9:00pm （逢星期三）

流行音樂歌唱訓練	
（個別教授班）（CM04）
課程內容包括︰

音樂理論︰基本樂理知識、音準拍子、節奏感、讀譜
及視唱等。

歌唱技巧︰腹式呼吸訓練、發聲練習、共鳴發聲及位
置、聲音控制及歌曲風格演繹。

導師：區建華先生

時間：學員可於以上時段選擇一小時

班別 時間 會員費用

A班 1:15pm-2:15pm（逢星期二）

$440/堂

B班 4:00pm-5:00pm （逢星期二）
C班 5:00pm-6:00pm（逢星期二）
D班 6:45pm-8:45pm（逢星期五）
E班 4:30pm-5:30pm（逢星期一）
F班 8:30pm-9:30pm（逢星期一）

備註： 學員如已報讀此班，必須每月按時繳交費用，
恕不獲請假安排。如過期繳費，本中心有權將
學額轉讓給輪後者。

古箏班
本課程的特點是以小組形式上課，有助導師能悉心指
導及教授每位學員，課程配合小調及悅耳的流行樂曲
作練習，。古箏班分初級班、中級班、、古箏高級研習
班及深造班，為有興趣人士而設、年齡不限。

名額：每班8人   
備註：中心提供課堂用之古箏

導師：張鳳驊女士

古箏初級班（CM05）
課程內容： 調音、定絃、通過練習曲及簡易樂曲學習

左、右手基本指法，節奏等。

樂曲： 採茶歌、鳳陽花鼓、滄海一聲笑、月牙五更、
康定情歌等。

備註︰ 出席課堂足10堂晉升為中級班

班別 時間 會員費用

初班 10:30am-11:15pm（逢星期二） $75/堂

音樂是聲音組成的藝術，需
要透過人心去想像、感受和
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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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揚樂韻

備註︰ 公眾假期課程暫停（5/2二 ,6/2三 ,7/2四 ,5/4五 ,19/4五20/4六 ,22/4一 ,1/5三 ,13/5一）

古箏中級班（CM06）
樂曲：帝女花、鮮花滿月樓、再見楊柳、小城故事、

月亮代表我的心及傳統簡易箏曲等。

備註︰適合完成初班或具備同等程度人士，修讀5期中
級班後晉升古箏研習班

班別 時間 會員費用

中級 6:30pm-7:15pm （逢星期四） $85/堂

古箏深造班（CM07）
樂曲︰ 月兒高、戰颱風、八月桂花遍地開瑤族舞曲、

彝族舞曲、慶豐年、秦桑曲、雪山春曉、將軍
令、趕花會、歡樂的日子、延邊之歌、銀河碧
波。古琴移植之經典名曲：梅花三弄、廣陵
散、梁祝化蝶等。

班別 時間 會員費用

研習 11:15am-12:00pm（逢星期二） $90/堂

古箏研習班（CM09）
樂曲： 包括各流派箏曲及經典流行曲，漁舟唱晚、高

山流水、寒鴉戲水、山水蓮、紡織忙、洞庭新
歌、天涯歌女、山丹丹花開紅艷艷、瀏陽河、
將軍令、戰颱風、瑤族舞曲春江花月夜等。

班別 時間 會員費用

深造 7:15pm-8:00pm （逢星期四） $105/堂

備註︰修讀5期研習班後晉升古箏深造班

二胡初級班（CM10）
學習二胡各類型的指法和弓法及正確演奏姿勢，樂曲
換把和轉調等理論，配以中外名曲，民歌及流行曲等
作演繹，加上生動教學法，寓學習於樂趣中，使學員
在短時間內彈奏到心愛歌曲。

導師：黃偉良先生

名額：12人

班別 時間 會員費用

A班 9:45am-11:15am（逢星期五） $135/堂
B班 7:30pm-8:30pm （逢星期三） $90/堂

備註︰請自備二胡上課

二胡考級預備班（一至三級）	
（CM15）
本課程依據香港考試局主辦之中央音樂學院二胡一至
三級考試內容作教學研習，為準備報考每年七月中之
專業認可試而設，亦歡迎曾研習二胡的人士參加，內
容講解較深入之二胡技法，加強音準、節奏、指法運
弓等技術訓練，理論與實踐合一，配以動聽之民歌或
流行曲作技巧進行操練以增添樂趣。

導師：黃偉良先生

名額：12人

班別 時間 會員費用

A班 11:15am-12:45pm（逢星期五） $145/堂
B班 6:30pm-7:30pm （逢星期三） $97/堂

備註︰請自備二胡上課

琴弦雅敘粵曲研習班（CM25）
教授粵曲基本知識，粵曲樂理、工尺譜、拍子（叮板）
掌握、行腔、吐字技巧、呼吸運氣，深入淺出。旨在
令學員能容易掌握粵曲入門。

導師：龐華炎先生及鄧惠牽女士

時間 會員費用

7:00pm-9:00pm（逢星期五） $90/堂

成人鋼琴班（個別教授）（CKM40）
報名須知︰
學員如需請假必須於上堂前一日致電中心請假或填寫
請假表交回詢問處，即日通知恕不獲補課。而每期課
程（4堂）學員只可請假一天，若多於一天將不獲安排
補課。

編號 級別
會員費用（每4堂計算）*

30分鐘 45分鐘

CKM月份A年份  G1 $625 $880
CKM月份B年份 G2 $645 $915
CKM月份C年份 G3 $690 $960
CKM月份D年份 G4 $735 $1000
CKM月份E年份 G5 $770 $1040
CKM月份F年份 G6 $820 $1080
CKM月份G年份 G7 $860 $1125
CKM月份H年份 G8 $920 $1185

備註：學員必須每月按時繳交費用，如過期繳費，本
中心有權將學位轉讓給輪後者，學生如欲終止
報讀課堂，必須於7天前通知中心，否則須補回
下一期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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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妙舞姿

纖形修身健康舞Fat	Burning	
（CD01）
透過輕快的音樂， 使學員在自然輕鬆的環境下跳出不同
的動作，從而鍛鍊心肺功能，有助消耗多餘脂肪、改
善身體線條，重現美麗的身段。

班別 時間 導師 會員費用

A班 6:30pm-7:30pm 
（逢星期一）

Ms. Jennifer Liu
$95/堂B班 6:30pm-7:30pm 

（逢星期三）

C班 8:05pm-9:05pm
（逢星期三）

Ms. Joe Lam

FigureRobics纖體瘦身舞	（CD02）
缺乏運動是現今社會的一大問題，本課程是以簡單的
運動動作為主，再配合輕快的音樂，鍛鍊身體各部
位，達至塑身的效果。

班別 時間 導師 會員費用

A班 1:00pm-1:45pm
（逢星期二）

Ms. Joe Lam $88/堂

B班 6:30pm-7:15pm
（逢星期四）

Ms. Joe Lam $88/堂

踏板健康舞	Step	Dance（CD03）
課程將以踏板輔助，教授基本踏板健康舞的步法，配
合強勁的節拍音樂，可幫助學員收緊腿部及臀部肌
肉，從而達至健美效果。

時間 導師 會員費用

7:35pm-8:20pm（逢星期一） Ms. Jennifer Liu $90/堂

爵士舞Jazz（CD04）
爵士舞是充滿動感的多元化節奏舞蹈，簡單的動作並
配以流行音樂，導師為學員排練一連串不同舞蹈作練
習，以增強學員身體的靈活性、協調性、對音樂的敏
感度及節奏感；亦有助減低日常工作壓力，更有助纖
體。 

時間 導師 會員費用

8:30pm-9:30pm（逢星期一） Ms. Fok Ka Wing $99/堂

排排舞Line	Dancing（CD05）
Line Dancing步伐簡單、輕鬆而具節奏感，無需舞
伴，服飾以舒適為主，是一種消耗體力而不劇烈的理
想運動。

班別 時間 導師 會員費用

A班 中班 6:30pm-7:30pm
（逢星期二）

排排舞總會導師

$93/堂

B班  
初班延續班

6:30pm-8:00pm 
（逢星期三）

$112/堂

C班 初班 6:30pm-7:30pm
（逢星期五）

$88/堂

D班 初班 10:10am-11:30am
（逢星期六）

$108/堂

* A班適合修讀過一年半或以上人士； 
B班適合修讀過半年或以上人士； 
C班及D班適合初學者

社交舞（CD08）
本課程主要教授國際標準舞步，每課程教授重心移動
技巧，2-3種舞步，男女舞蹈配合，導師亦會安排學員
外出舞蹈場地作實地體驗及互相交流。

內容：喳喳，倫巴，森巴，牛仔，慢三，探戈，快
四，快三，狐步等

班別 時間 導師 會員費用

A班  初班 2:15pm-3:45pm
（逢星期一）

Ms. Wendy Chui
$63/堂

B班  專修班 3:45pm-5:15pm 
（逢星期一）

$66/堂

C班  初班 7:30pm-9:30pm
（逢星期二）

陳蘭香女士 $85/堂

D班  中班 7:00pm-8:30pm
（逢星期三）

馮權基先生

$70/堂

E班  高班 8:30pm-10:00pm
（逢星期三）

$73/堂 

F班  專修班 8:00pm-9:45pm
（逢星期一）

國際文娛藝術 
中心專業導師

$113/堂

備註︰ *A班及C班為初班，適合初學者； B班為專修
班，適合修讀過半年或以上人士；D班為中班，
適合對社交舞有基本認識的人士參與； E班為
高班，適合修讀過一年半或以上人士； F班為
專修班，適合專攻倫巴舞步的學員，本課程根
據英國皇家教師舞蹈協會及英國國際教師舞蹈
協會的課程而編訂，在完成所需的課程後，導
師可推薦各學員參加海外社交舞考試及安排表
演。

備註︰ 公眾假期課程暫停（5/2二 ,6/2三 ,7/2四 ,5/4
五 ,19/4五20/4六 ,22/4一 ,1/5三 ,13/5一）

舞蹈是形體運動的表達藝術，
以身體為語言作「心智交
流」。

循
道
衛
理
樂
藝
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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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妙舞姿

備註︰ 公眾假期課程暫停（5/2二 ,6/2三 ,7/2四 ,5/4五 ,19/4五20/4六 ,22/4一 ,1/5三 ,13/5一）

中國舞基訓表演高班（CD14）

課程內容：
1. 基訓 - 把上組合，把下翻，轉，跳及地面動作的練

習

2. 排舞 - 排練中國各民族舞蹈、東方舞蹈及由導師創
作的全新舞蹈。學員有機會參與舞台劇的排
練、區域或其他團體的排練

3. 表演 - 以非牟利性質參加劇場演出，以推動香港及
各社區的舞蹈文化發展，為香港的文化藝術
作出貢獻。

時間 導師 會員費用

7:45pm-9:45pm（逢星期四） 湯樂女士 $108/堂

纖體肚皮舞Belly	Dance（CD19）
肚皮舞針對收緊腹部、腰部、臀部、大腿及手臂的線
條，同時鍛練深層肌肉（如腹外斜肌），達收緊線條
之效，亦有助減壓。肚皮舞配合不同的做手及優美舞
姿，可表現這舞蹈的神髓。

班別 時間 導師 會員費用

A班 6:30pm-7:30pm
（逢星期二）

Ms. Clara Kee $95/堂
B班 2:30pm-3:30pm 

（逢星期三）

泰拳健康舞Thai	Aerobic	Dance
（CD24）
泰拳健康舞揉合了泰拳的步法、踢腳、拳速及通過健
康舞的強勁節奏，有效強化心肺功能，燃燒體內多餘
脂肪，大大增加肌肉線條，而大量轉動腰部的步法，
對胃腩、腰部收身有顯著的功效，亦有助減輕都市人
的生活壓力、舒緩緊張。

時間 導師 會員費用

6:40pm-7:40pm（逢星期一） Ms.  Karen Lau $98/堂

Kickbox	Aerobic	Fusion（CDH27）
Kickbox Aerobic是一項高能量的運動，揉合腿擊運
動、肌肉鍛鍊於一身，能提升學員的肌肉協調及平衡
力，並運用到全身肌肉，達至消脂及增強心肺功能，
更可燃燒體內多餘脂肪，增加肌肉線條。

時間 導師 會員費用

7:40pm-8:40pm（逢星期五） Ms. Jennifer Liu $95/堂

循
道
衛
理
樂
藝
坊

Whatsapp: 67057991
TEL: 2527 2249 / 35861811
Website: www.methodist-centre.com/ces
Facebook: Methodist art centre循道衛理樂藝坊Mac循道衛理樂藝坊 
IG: Methodist_art_centre
Rm 1201, 12/F, Methodist House, 36 Hennessy Road, Wan Chai, 
Hong Kong.

循道衛理樂藝坊Methodist Art Centre

循道衛理樂藝坊將於2018年11月投入服務，

落戶於灣仔循道衛理大廈12樓，

為藝術愛好者提供合適場地，

另提供一系列有關兒童音樂、視藝、輔導等課程。

新張期內九折!!!歡迎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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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體運動

瑜伽班（CG01）
瑜伽著重呼吸和精神的集中，其作用能淨化血液，端
正姿勢，預防慢性疾病，消除多餘脂肪，達到調心、
調身、調息、健美、健體效果。修練瑜伽可舒緩壓
力，消除緊張疲勞，令身心舒暢，精神充沛，腸胃吸
收正常，情緒安靜寧睡，提高身體的免疫力。

班別 時間 導師 會員費用

A班 6:30pm-7:30pm
（逢星期一）

Ms. Joyce Lau

$93/堂B班 9:00am-10:00am
（逢星期四 ） Ms. Ingrid Chiu

C班 9:00am-10:00am
（逢星期六 ） Ms. Joyce Lau

健體運動基訓班（CG12）
本課程是利用舞蹈的基本功訓練作為運動，達到健體
健美的目的。內容有扶把桿的腰部腿部、膝蓋、拉筋
及踢腿的練習。中間有地面練習，有輕盈的小跳和簡
單的翻身練習。此運動課程內容新鮮而又豐富。持續
練習可提高關節和肌肉的能力。增強全身的協調性，
更可保持體態輕盈，體形健美。本課程適合任何人士
參加訓練。

時間 導師 會員費用

6:30pm-7:30pm（逢星期四） 湯樂女士 $78/堂

Yoga	Fit（CG18）	
Yoga Fit是一種混合性瑜伽，透過式子讓參加者減輕上
背痛、肩頸痛及關節痛，增強柔軟度以及關節的靈活
性。長期練習有助血液循環，令肌膚更健康亮麗，同
時亦可塑造更完美身型。

班別 時間 導師 會員費用

A班 2:30pm-4:00pm
（逢星期一）

Ms. Amy Tse $127/堂

B班 6:30pm-7:30pm 
（逢星期五）

Ms. Joyce Lau $83/堂

纖體帶氧伸展運動	
Rhythm	Slim	Stretch	Exercise
（CG19）
配合音樂節奏的，學習簡單呼吸法，利用舞蹈及瑜伽
的形式，針對修腰、腹、臂及下半身，改善身體的柔
軟度，纖體伸展運動既可出汗排毒，又能改善腰腹線
條及柔軟度，適合任何人士參加。

時間 導師 會員費用

1:00pm-2:00pm（逢星期五） Ms. Clara Kee $88/堂

帶氧瑜伽Cardio	Yoga	（CG23）
Cardio Yoga是結合強化心血管功能及可持續燃燒身體
脂肪的瑜伽課程，不但可以強身健體，更可以消除工
作帶來的疲勞及壓力。

時間 導師 會員費用

7:35pm-8:35pm（逢星期三） Ms. Jennifer Liu $92/堂

流瑜伽	Vinyusu（CG24）
流瑜伽動作如行雲流水一樣，緩慢流暢當中加入快速
的節拍，仔細體會身體的感受。

時間 導師 會員費用

1:00pm-2:00pm（逢星期四） Ms. Carrie Lau $90/堂

彼拉提斯運動班Pilates	Exercise	Class	
（CG26/CGH26）
Pilates 又名復康運動，著重核心肌群（腹部及背部）訓
練及掌握重心轉移的技巧，有效舒緩僵硬的關節及提升
肌力量質素，改善姿態及減輕頸、腰、背痛等，同時讓
參加者紓解壓力，並可達到身體平衡及塑造身體線條。

班別 時間 導師 會員費用

A班 6:30pm-7:30pm
（逢星期一）

Ms. Bonnie Chung $94/堂

B班 6:25pm-7:25pm 
（逢星期二）

Ms. King Ip $94/堂

C班 1:00 pm-2:00pm
（逢星期三）

Ms. Bonnie Chung $88/堂

D班 1:00pm-2:00pm
（逢星期四）

Ms. Joyce Lau $88/堂

CGH
E班

7:40pm-8:40pm或 
7:40pm-9:10pm 
（任擇時段） 
（逢星期四）

Ms. King Ip

$95/堂 
（60分鐘）

$142/堂 
（90分鐘）

備註︰ 公眾假期課程暫停（5/2二 ,6/2三 ,7/2四 ,5/4
五 ,19/4五20/4六 ,22/4一 ,1/5三 ,13/5一）

運動是通過身體鍛鍊、技術
及訓練等方式增強體質，達
到身體能力的協調，並培養
堅毅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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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體運動

備註︰ 公眾假期課程暫停（5/2二 ,6/2三 ,7/2四 ,5/4五 ,19/4五20/4六 ,22/4一 ,1/5三 ,13/5一）

健身球健體班	
Fitball	Exercise（CG27）	
健身球運動能夠有效地減少肌肉緊張 、強化腰背肌 
肉 、加強深層姿勢維持肌肉穩定性、燃燒腰部脂肪，
改善身體曲線的運動。透過健身球練習，可以改善身
體上的不良姿勢，如寒背、突頸、縮膊、懶散坐或站
的壞姿勢。

班別 時間 導師 會員費用

A班 1:00pm-2:00pm
（逢星期二）

Ms. Ivy Chan
$94/堂

B班 12:00am-12:45am 
（逢星期五）

$92/堂

瑜伽健身球班Fitball	Yoga（CG30）
在瑜伽訓練中加入健身球作為輔助工具，在短時間改
善肌肉之柔軟度及增加肌纖維之彈性，令參加者容易
學會瑜伽的每個動作，身體感覺憩靜及肌肉得以鬆弛。

時間 導師 會員費用

6:30pm-7:30pm（逢星期四） Ms. Joyce Lau $97/堂

Muscle	Toning	&	Stretch	（CG31）	
本課程主要以輕鬆柔和的音樂，以針對收緊肚腩、告
別手臂之bye bye肉、收緊臀部、結實大腿，令臀部
及大腿能夠結實而修長。配合伸展運動，舒緩及減輕
頸、肩膞及腰在長時間工作而產的疲勞與痛楚。

班別 時間 導師 會員費用

A班 1:00pm-1:45pm
（逢星期一）

Ms. Minnie Poon

$83/堂

B班 1:00pm-1:45pm  
（逢星期二）

$83/堂

C班 1:00pm-1:45pm
（逢星期三）

$83/堂

D班 5:00pm-5:45pm
（逢星期五）

Ms. Jennifer Liu $83/堂

E班 6:30pm-7:30pm
（逢星期五）

Ms. Rosana Wu
$88/堂

F班 7:30pm-8:30pm
（逢星期五）

$88/堂

瑜伽治療伸展班	
Yoga	Therapy（CG32/CGH32）
課程主要配合瑜伽伸展式子及健體伸展運動，不同瑜
伽伸展式子能減輕或預防一般都市病（如頭痛、失眠、
便秘、消化不良、肩痛、腰痛及脊骨僵硬等），讓我們
身體的關節和韌帶得到柔軟靈活。課程更會教授學員
運用不同瑜伽器材（例如毛巾及健身球）等練習，達至
有效舒緩身體的疲勞，適合初學者及工作壓力大、感
到疲勞有失眠人士參加。

班別 時間 導師 會員費用

A班 7:40pm-9:10pm
（逢星期一）

Ms. Ivy Chan $130/堂

B班 1:00pm-2:00pm 
（逢星期二）

Ms. Clara Kee $97/堂

C班 6:30pm-7:30pm
（逢星期二）

Ms. Jennifer Liu $97/堂

D班 7:40pm-9:10pm
（逢星期二）

Mr. King Ip $130/堂

E班 6:30pm-7:30pm
（逢星期四）

Ms. Ivy Chan $97/堂

F班 7:40pm-9:10pm
（逢星期四）

Ms. Joyce Lau $130/堂

G班 6:30pm-7:30pm
（逢星期五）

Ms. Ivy Chan $97/堂

Fit	Balance	&	Stretching	（CG33）
本課程是一種身心協調的運動，透過一些伸展動作加
強肌肉之彈性，訓練深層核心肌肉及提高軀幹力量。
身體平衡運動有效提升身體控制力和流暢度，同時能
預防及減低身體因不良姿勢帶來的傷害。長期練習可
改善體形和有助紓緩壓力及消除波勞。

班別 時間 導師 會員費用

A班 2:20pm-3:20pm
（逢星期四）

Ms. Rosana Wu
$86/堂

B班 4:00pm-5:00pm
（逢星期五）

$86/堂

Abs修身運動班（CG34）	
Abs修身運動班專為鍛煉下腹、臀部、腿部而設計的
課堂有效收緊各肌肉線條，解決一般常見的肥胖及體
型問題，從而改善體形。

時間 導師 會員費用

6:40pm-7:40pm（逢星期三） Ms. Joe Lam $92/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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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ck-Boxing	（CG38）
Kick-Boxing 是一項高能量的運動，將腿擊運動加入拳
擊中，例如： Jab、Cross、Hook、Front kick及Side 
kick，揉合肌肉鍛鍊於一身，能提升練習者的肌肉協調
及平衡力，加強上身和下身力量，將運動堆至全身，
成為一項強而有力的心肺帶氧運動。

時間 導師 會員費用

7:35pm-8:35pm（逢星期二） Mr. Jacky Chiu $97/堂

哈達瑜伽班Hatha	Yoga（CG39）
Hatha Yoga（哈達瑜伽）透過身體四肢的伸展、扭動、
摺疊以及配合呼吸調息，能令閉塞的淋巴管道得以暢
通，脂肪及水分在體內得以正常運作，同時有效按摩
五臟六腑，刺激體內分泌線體，將原來失調的荷爾蒙
分泌回復正常，從而提高新陳代謝，能改善都市病、
關節痠痛以及提昇肌肉的耐力。

班別 時間 導師 會員費用

A班 1:00pm-2:00pm
（逢星期一）

Ms. Ingrid Chiu

$97/堂

B班 6:30pm-7:30pm
（逢星期一）

$97/堂

C班 7:40pm-8:40pm
（逢星期一）

$97/堂

D班 9:15am-10:15am
（逢星期二）

$97/堂

E班 6:30pm-7:30pm
（逢星期二）

Ms. Grace Li
$97/堂

F班 7:40pm-8:40pm
（逢星期二）

$97/堂

G班 1:00pm-2:00pm
（逢星期四）

Ms. Ingrid Chiu $97/堂

H班 6:30pm-7:30pm
（逢星期四）

Ms. Carrie Lau $97/堂

I班 7:40pm-8:40pm
（逢星期五）

Ms. Ingrid Chiu $97/堂

陰陽瑜伽	Yin-Yang	Yoga（CG44）
結合陰瑜伽及陽瑜伽，陽瑜伽（Yang Yoga）一般說
是氣和血，就是支配內臟的一種能量，如流動出現混
亂，就會引起各種疾病。因此，通過陽瑜伽的練習，
強化身體各肌肉及關節，有助於調節身體的陰陽平
衡、疏通經絡、運行氣血、強身健體的效果。

班別 時間 導師 會員費用

A班 7:45pm-9:15pm 
（逢星期三）

Ms. Ivy Chan
$130/堂

B班 7:45pm-9:15pm 
（逢星期五）

$130/堂

陰瑜伽	Yin	Yoga（CG46）
陰瑜伽（Yin Yoga）在某種程度上，比陽瑜伽的伸展程
度更多、更大和更深，陰瑜伽的練習分兩個階段：一
是打開身體的空間度。二是刺激經絡。為了達到最好
的效果，在練習中我們需要讓肌肉放鬆，從覺知呼吸
開始，然後當身體的感覺產生後，也可以把呼吸帶到
身體的感覺當中，把身體疼痛的感覺放下，讓呼吸進
入其中。

班別 時間 導師 會員費用

A班 7:40pm-9:10pm
（逢星期四）

Ms. Ivy Chan
$130/堂

B班 1:00pm-2:00pm 
（逢星期五）

$92/堂

Dancing	Stretching	（CG59）
透過一系列伸展運動，由淺入深，讓學員了解肌肉和
關節的聯繫和運用，使長期緊張的肌肉和勞損的關節
得以舒緩和強化，讓學員的身體得以調節並達至平
衡，同時亦可改善睡眠質素。

時間 導師 會員費用

8:00pm-9:00pm（逢星期三） Ms. Kitty Lun $92/堂

瘦身運動訓練	
Body	workout（CG61/CGH61）

Body workout又名Cardio muscle toning，是一種低運
動量的瘦身訓練，課堂不但能讓學員改善體態，更能
提升肌肉耐力、伸展柔軟度、平衡感以及血液循環系
統，亦可有效達到瘦身目的。

班別 時間 導師 會員費用

A班 7:30pm-8:30pm 
（逢星期二）

Ms. Jennifer Liu $94/堂

B班 1:00pm-1:45pm
（逢星期四）

Ms. Minnie Poon $91/堂

CGH班 6:30pm-7:30pm
（逢星期五）

Ms. Jennifer Liu $94/堂

正能量延伸	
Positive	Stretch（CGH70）

時間 導師 會員費用

7:45pm-9:15pm（逢星期二） Ms. Higy Fung $195/堂

備註︰單堂$230

康體運動

備註︰ 公眾假期課程暫停（5/2二 ,6/2三 ,7/2四 ,5/4五 ,19/4五20/4六 ,22/4一 ,1/5三 ,13/5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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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家太極廿四式（CG02）
本課程教授楊家廿四式，套路精簡易明，適合不同年
紀人士學習。拳理用意不用力，長時間練習可熟能精
巧，令體格自然強壯。

時間 導師 會員費用

7:00pm-8:15pm（逢星期四） 黃鶴林先生 $76/堂

綜合太極拳四十二式（CG03）
四十二式太極拳深受到國內外人士喜愛，它搜集了四
種門派的精粹而混合，其中包括楊、孫、陳與吳家，
也是國際認可並可作競賽套路之拳術。

時間 導師 會員費用

8:15pm-9:30pm （逢星期一） 黃鶴林先生 $83/堂

楊家八十五式太極拳（CG04）
楊家八十五式太極拳在不違背武術本能的基礎上，保
留了技擊與攻防內容，創造了一套緩慢柔和、式式均
勻、姿勢舒展、勁在內、形象優美的動作，並具有純
樸獨特、新穎、別緻的特色，是一種增強體質和預防
疾病的運動。適合不同年紀人士長期練習。

時間 導師 會員費用

8:15pm-9:30pm（逢星期四） 黃鶴林先生 $83/堂

楊式太極拳入門班（CG05）							
楊式太極拳套路精簡易明，拳理用意不用力，動作柔
和緩慢，長時間練習可熟能精巧，令體格強壯。

班別 時間 導師 會員費用

A班 8:00am-9:00am
（逢星期二）

黃佩瑩小姐

$73/堂

B班 7:00pm-8:00pm 
（逢星期三）

$76/堂

養生太極入門班（CG06）
本課程是全身運動、動作柔緩、松靜自然、圓活連
貫。主要訓練基本功及簡易套路。                
教授手、眼、身法、步。精、神、氣、力功。為學員
打下良好基礎，能有助上、下肢靈活性，下肢穩定性
及調解心神安寧。

時間 導師 會員費用

8:00am-9:00am（逢星期四） 黃佩瑩小姐 $76/堂

三十二式太極拳（CG07）						
這套拳術是近代中國武術段位制，太極拳中“四段”的
規定套路，全套32個動作，它搜集不同流派太極拳之
精華，動作柔和均勻，姿勢中正平穩，是一種增強體
質和預防疾病的運動。

時間 導師 會員費用

8:00am-9:00am（逢星期三） 黃佩瑩小姐 $83/堂

楊家太極拳四十式（CG08）

時間 導師 會員費用

7:00pm-8:15pm （逢星期一） 黃鶴林先生 $83/堂

楊式太極班（CG09）
課程之初班學員經習練一段時間後，便可掌握了解基
礎套路及架式，持續修讀則可進階至中班。

班別 時間 導師 會員費用

A班 中班 2:30pm-4:30pm
（逢星期一）

鄭鍾琦師父

$135/堂

B班 初班 4:30pm-5:30pm 
（逢星期一）

$66/堂 

康體運動

備註︰ 公眾假期課程暫停（5/2二 ,6/2三 ,7/2四 ,5/4五 ,19/4五20/4六 ,22/4一 ,1/5三 ,13/5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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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生活

備註︰ 公眾假期課程暫停（5/2二 ,6/2三 ,7/2四 ,5/4
五 ,19/4五20/4六 ,22/4一 ,1/5三 ,13/5一）

保養、調養、頤養生命，即
以調陰陽、和氣血、保精神 ,
運動及食養、藥養等多種方
法，以期達到健康。

靈巧工藝

麵粉花藝術延續班（CH03）
本課程是為麵粉花製作有認識的人士而設。課程教授
製作不同麵粉花品種，同時將花組合成一盆美觀而獨
特的花藝擺設。

2月份：睡蓮花
3月份：火百合
4月份：海棠花
5月份：鐵線蓮

時間 導師 會員費用

6:30pm-8:00pm（逢星期三） 盧雁明小姐 $85/堂

備註：	1.	自備剪刀、花棒、白膠漿、膠盒。

	 2.	自備花盆、花泥、花貼，或可向導師代買。

材料費用： $140

皮革小物手工藝班	
（小組教授）（CH04）
教授皮革基本的剪栽，工具的使用方法，皮革基本針
縫的技巧 ,在皮革上壓花及染色等。
課程內容︰零錢包，鎖匙扣，皮革花等每期共3個作
品，每期課程不同。 

時間 導師 會員費用

8:00pm-9:30pm（逢星期三） 盧雁明小姐 $136/堂

備註︰ 工具可於堂上借用

材料費用： $190（包括3件作品）

（A） 成人心理成長發展課程

Mindfulness正念減壓課程**

活動編號： TCTCOUN02HQ
日期： 20/02/2019 - 27/03/2019 (星期三 )
時間： 7:30 - 9:15pm
費用： $1,800/6堂
名額： 8-10人

 課程能有效幫助參加者應對生活壓力、減輕抑鬱和
焦慮、提升生活滿意度。靜觀可以：

 減少失眠、焦慮、疼痛或其他心困擾徵狀；
 增加情緒管理能力和人際溝能力；
 提升專注力與覺察力，擁有更佳的工作效率與抗壓性；
 學懂如何放慢腳伐和關顧自己，增加生活滿足度與
幸福感。

導師：何堃嘉博士 Pauline
 臨床心理學博士
 註冊臨床心理學家

（HKADCP）
 註冊臨床心理學家（紐西蘭）
 美國心理學會會員
 澳門專業心理匯進學會會員

備註︰ 公眾假期課程暫停（5/2二 ,6/2三 ,7/2四 ,5/4
五 ,19/4五20/4六 ,22/4一 ,1/5三 ,13/5一）

純手工製作，配合熟練的技
巧、創意的思維，各式各樣
的材料，製作出具有獨特風
格的工藝美術作品。

催眠理論淺談及體驗**

活動編號： TCTCOUN03HQ
日期： 18/03/2019及 25/03/2019（星期一）
時間： 7:00 - 10:00pm
費用： $1,000/兩堂
名額： 12人

催眠有助引領人進入潛意識。適當地運用催眠或自
我催眠，能有效釋放被壓抑的負面情緒、減壓、
改善失眠、提升能力感（集中力、 覺察力）、 有助止
痛、恢復體力、增添自信、動力、執行能力（例如
應用在減肥、戒煙等）。

導師：鄭敏聰先生 Anthony
 美國國家催眠師公會註冊

催眠講師（NGH）
 婚姻及家庭治療師（AAFT）
 Corporate Coach U 

Coaching Clinic認證導師
(CCLF)

 NLP Coach 發證導師
（INLP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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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家居保健按摩系列
醫學典籍記載：「人之有腳，猶樹之有根，樹枯根先
竭，人老腳先衰」。足部與全身臟腑經絡關係密切，掌
握足部按摩可提升自我保健的效果。

產後按摩基礎訓練證書課程
（SHW01HQ）
課程目的：讓學員掌握基本穴位及反射區位置、按摩
手法及力度運用，以幫助孕婦舒緩產後腰痛、失眠及
情緒等，同時亦可解決初生嬰兒排便、睡眠、呃逆等
問題。

日期 ： 13/2/2019-10/4/2019 （逢星期三） 
時間 ： 7:00pm - 9:30pm（每堂2.5小時）
堂數： 9堂 
內容： 基本穴位及反射區位置、頭肩頸按摩技巧、足

部按摩技巧

收費： $2,250
地點： 灣仔軒尼詩道22號 306室

家居足部保健按摩課程
（SHW02HQ）

日期： 15/2/2019-12/4/2019（逢星期五）
時間： 7:00pm - 9:30pm（每堂2.5小時）
堂數： 9堂 
內容： 足部反射區原理、基本按摩手法及力度運用、

示範及練習

收費： $1,800
地點： 灣仔軒尼詩道22號 306室

（C） 桌遊課程系列

陳兆東牧師

中國認證遊戲治療師

MBTI 十六型人格認證施測師
Certified Addiction Counsellor
Facilitator of LEGO® SERIOUS PLAY® 
青少年財商品格導師

桌上遊戲在培訓，教育及輔導等各方面都是有效的工
具。陳兆東先生熱愛將不同的桌上遊戲運用在日常生
活中，發展一套獨特的桌上遊戲培訓理念，運用於人
生不同處境中；並透過遊戲治療的應用，提升參加者
的身心健康。

小朋友桌遊課程（SBG01HQ）
在自由及尊重的氣氛下，透過6種桌上遊戲，導師觀察
小朋友的個別特徵，協助他們提升在溝通、安靜及專
的注能力。

日期： 16/02/2019-06/04/2019（逢星期六）
時間： 9:30am - 11:00am（每堂1.5小時）
堂數： 8堂 
內容： 靜態、動態、競爭、合作、思考及情緖遊戲
收費： $1,400
地點： 灣仔軒尼詩道22號 306室

家長桌遊課程（SBG02MH）
現代父母面對種種的壓力；透過桌上遊戲，讓家長投
入歡樂及愉悅的一刻，抒發情緒及增强面對挑戰的健
康力量。

日期： 14/2/2019-21/3/2019（逢星期四）
時間： 9:30am - 11:30am（每堂2小時）
堂數： 6堂
內容： 如何建立歡樂輕鬆的習慣、如何與自己對話、

進深了解個人性格及情緒、並學習如何觀察孩
子。

收費： $1,400
地點： 灣仔軒尼詩道36號香港堂13樓

導
師
介
紹

備註︰ 公眾假期課程暫停（5/2二 ,6/2三 ,7/2四 ,5/4五 ,19/4五20/4六 ,22/4一 ,1/5三 ,13/5一）

CIES

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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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中醫及保健系列

濕疹及皮膚敏感的治療講座	
（SCM01MH）

日期：23/01/2019 （星期三）
時間： 10:00am -11:30am
內容： 濕疹及皮膚敏感令患者十分困擾，講座介紹如

何融合中醫藥、湯水及催眠療法治療濕疹。

收費： $120
地點： 灣仔軒尼詩道36號香港堂13樓

簡易推拿	保健講座	（SCM02MH）

日期：30/01/2019 （星期三）
時間：10:00am - 11:30am
內容：教授基本推拿手法及技巧，讓學員能夠在日常

生活中作保健及舒緩一般疾病，如痛症吸鼻敏
感。

收費： $120
地點：灣仔軒尼詩道36號香港堂13樓

麥超常博士 Dr. C.S. Simon Mak 

「宏鍵醫療中心醫務總監」、「亞聯醫療網絡
有限公司中醫藥部總監」

香港大學中醫全科學士 
香港大學醫學科學碩士

南方醫科大學醫學博士（中西醫結合臨床 -
優秀研究生獎）

註冊催眠治療師 
香港註冊中醫學會 -骨傷專業委員會委員
香港針灸學會副理事長暨會立醫學院副院
長 
香港仔坊會日間護理中心及家居支援服務
管理委員會委員，及長者社區支援服務委
員會委員

產婦古法紮肚及催乳講座	
（SCM03HQ）

日期： 16/02/2019 （星期六）
時間： 2:30pm -3:30pm
內容： 介紹如何運用古法紮肚獨特按摩手法，幫助產

婦排出身體多餘水份以收緊肌肉；及簡介穴位
催乳手法如何增加母乳

收費： 免費
地點： 灣仔軒尼詩道22號 

產婦古法紮肚證書課程	
（SCM04HQ）

日期： 23/02及02/03/2019 （逢星期六）
時間： 9:00am -6:00pm （共兩堂）
內容： 印尼、馬來西亞及港式潮流古法紮肚方法、紮

肚歷史、禁忌、按摩手法和技巧（經絡、穴位、
淋巴引流）、香薰按摩油的調配方法、精油使用
的禁忌

收費： $2,500
地點： 灣仔軒尼詩道22號
課程包括考試及證書費用，成功通過考試學員可獲頒
發證書 

盧仕英老師

母乳餵養指導師

高級催乳師

產後護理修復導師

英國 IFA香薰治療師
僱員再培訓局資深按摩、香薰美容及香薰
按摩導師

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行業專家 

CIES

靜觀減壓微音樂工作坊（CG36）

日期： 15/3（星期五）及15/5/2019 （星期三）
時間： 6:30pm-9:00pm
內容： 習「Mindfulness 靜觀」，在繁忙生活中留一點

空間給自己， 善用呼吸法，加上音樂減壓，可快
速放鬆神經，讓自己效率增加、身心放鬆、頭
腦清晰、創意無限！

收費： $120
地點：灣仔軒尼詩道22號

導師： Dr Jamie Chan陳淑萍博士 
 「能量站健康管理中心」創辦人及總監 
 「身心能量保健專業學會」創辦人及總監 
 國際藍道瑪研究學院（香港）負責人 
 共振音樂治療師及資深導師 
 整全自然醫學專家 
 執業營養師、中醫學文憑 
 中醫藥膳專業學會營養學顧問 
 NLP 高級專業執行師、臨床催眠治療師 
 日本礒谷力學治療正師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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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味廚房

星 期 一 星 期 三 星 期 四 星 期 六

導師︰ Winnie 姐（經驗導師）                                                          
名額︰ 12人 -16人
費用： 會員 $188       非會員 $250（兩小時）
備註︰ 1. 請學員自備圍裙                                                                          會員 $230      非會員  $290 （三小時）
 2. 所有課程均會提供食物容器，不需自備食物盒                           另材料費： $30-$50 （於堂上交予導師）
 3. 參加蛋糕班之學員每人可獲一個約4吋蛋糕（根據當日的製成品而定）。                                               
優惠： 二人同行可獲9折優惠（必須同時報讀同一課程方可使用此優惠，並需以現金或EPS付款），此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02/02 
蒸糕工作坊（1）
編號：CF0102A19
時間：10:00am-12:00pm
1. 蘿蔔糕

只限8人

02/02 
蒸糕工作坊（2）
編號：CF0102B19
時間：12:00pm-2:00pm
1.蘿蔔糕
只限8人

02/02 
蒸糕工作坊（3）
編號： CF0102BB19
時間：2:00pm-4:00pm
1.芋頭糕

只限8人
年三十  年初二 年初三

 
09/02
情人節蛋糕  
編號： CF0102C19
時間：2:00pm-5:00pm
1. 朱古力士多啤梨喱士蛋
糕

11/2 
人人生日 （年初七）
編號：CF0102D19
時間：7:00pm-9:10pm
1.鮮什果壽桃生日蛋糕
2.雪梅娘

 16/02 
特式包點
編號：CF0102E19
時間：10:00am-12:00pm
用天然食材做出不同顏色
麵糰，組合成各式做型饅
頭
1. 雙色木紋饅頭
2. 厘士通花紫薯包
3. 四色繡球
4. 雙色旋風饅頭
5. 向日葵饅頭
6. 香蕉造型饅頭

16/02
法式糕點
編號：CF0102F19
時間：2:00pm-5:00pm
1. 歌劇院蛋糕  
（Opera cake）

18/02 
名店蛋糕
編號：CF0102G19
時間：7:00pm-9:10pm
1. 檸檬金寶蛋糕
2. 法式香橙乳酪蛋糕
3. 意式檸檬磅蛋糕
4. 法式馬德蕾小蛋糕

20/02 
元宵甜品
編號：CF0102H19
時間：7:00pm-9:10pm
1. 紫晶湯圓
2. 雨花石湯圓
3. 擂沙湯丸
4. 杏汁奶黃流沙煎堆仔
5. 紅棗糯米糕

21/02 
咸味曲奇
編號：CF0102J19
時間：7:00pm-9:00pm
1. 黑椒芝士曲奇
2. 鯷魚橄欖曲奇
3. 青醬崧子曲奇

23/02
素食精選
編號：CF0102K19
時間：11:00am-13:10pm
1. 浦燒素鳗

2. 蜜豉素雞翼
3. 照燒素豬扒
4. 糖醋素魚

23/02
Fan’s Club
編號：CF0102L19
時間：2:00pm-5:00pm
聚會

 

25/02
懷舊甜品
編號：CF0102M19
時間：7:00pm-9:10pm
1.焗西米蓮蓉布甸
2.冰花蛋球（糖沙翁）
3.糯米糍

27/02
啤酒美食
編號：CF0102N19
時間：7:00pm-9:10pm
1.啤酒花膠豬手
2.醬香啤酒鴨
3.蝦醬酥雞
4.酸辣什菜煲

28/02
芝蔴脆鱔
編號：CF010P19
時間：7:00pm-9:10pm 
1.芝蔴脆鱔
2.南乳芋頭素扣肉
3.素羗醋
4.頭抽素雞
5.芝蔴菠菜卷

02/03
名店甜點
編號：CF0103A19
時間：2:00pm-5:00pm
1.狀元合桃酥
2.花生酥

烹飪是以不同的烹調技巧，配合食物
的特性及味道，用心製作出色香味形
俱全的菜式。以精心設計的菜式，與
良朋及家人共嚐，傳達一份關懷備致
的心思，並為生活增添一份色彩。

導師： Dr Jamie Chan陳淑萍博士 
 「能量站健康管理中心」創辦人及總監 
 「身心能量保健專業學會」創辦人及總監 
 國際藍道瑪研究學院（香港）負責人 
 共振音樂治療師及資深導師 
 整全自然醫學專家 
 執業營養師、中醫學文憑 
 中醫藥膳專業學會營養學顧問 
 NLP 高級專業執行師、臨床催眠治療師 
 日本礒谷力學治療正師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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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味廚房

星 期 一 星 期 三 星 期 四 星 期 六

04/03 
車仔麵
編號：CF0103B19
時間：7:00pm-9:10pm
1. 鹵水雞翼
2. 咖喱魚蛋
3. 柱侯牛腩
4. 秘製湯底
5. 蠔油冬菇
6. 豬皮蘿蔔

06/03 
京川菜
編號：CF0103C19
時間：7:00pm-9:10pm
1. 賽螃蟹
2. 回鍋肉
3. 蔴婆豆腐
4. 魚香茄子

09/03 
腸粉
編號：CF0103D19
時間：11:00pm-13:10pm
1. 蝦米腸
2. 炸兩
3. 番茜牛肉腸
4. 豬潤腸
5. 春風得意腸
6. 春卷

09/03
精緻蛋糕卷
編號：CF0103E19
時間：2:00pm-4:10pm
1. 抹茶旋風紅豆蛋糕卷
2. 朱古力颶風香蕉卷

11/03
日式美食（1）
編號：CF0103F19
時間：7:00pm-9:10pm
1. 日式味噌蘿蔔牛肋條
2. 胡蔴味噌豬軟骨
3. 秋葵琢肉卷
4. 牛蒡雞卷
5. 蜂蜜梅子雞扒

13/03 
上海包點
編號：CF0103G19
時間：7:00pm-9:10pm
1. 上海生煎湯包
2. 狗不理

16/03 
手作雙色曲奇
編號：CF0103H19
時間：2:00pm-5:00pm
1. 三毛貓咪
2. 乳牛曲奇
3. 棋盤曲奇
4. 禮物格仔曲奇
5. 蛋穀雞曲奇

3 小時
18/03 
手作甜品
編號：CF0104J9
時間：7:00pm-9:10pm
1. 合桃糊
2. 腰果露
3. 雙皮奶
4. 蛋白燉鮮奶
5. 羗汁撞奶

20/03 
芒果甜品
編號：CF0103K19
時間：7:00pm-9:10pm
1. 芒果芝士餅
2. 芒果千層蛋糕
3. 芒果班戟

21/03
台式美食（4）
編號：CF0103L19
時間：7:00pm-9:10pm
1. 胡椒餅
2. 台式雞扒
3. 蚵仔煎

23/03
飲茶點心
編號：CF0103M19
時間：11:00am-1:10pm
1. 鵪鶉蛋燒賣
2. 豬潤燒賣
3. 咸水角
4. 紅蘿蔔做型咸水角
5. 香煎鮮蝦腐皮卷

23/03 
寒天入菜  （3小時）
編號：CF0103N19
時間：2:00pm-5:00pm
寒天即大菜，是近年台式
潮食低脂肪，低卡高纖的
食材。
1. 涼拌寒天
2. 甘酒水果牛奶寒天凍
3. 寒天橙汁醋豬柳
4. 寒天鮮菌湯
5. 寒天醋凍伴鯖魚
6. 抹茶紅豆寒天豆乳凍

25/03 
中式小菜（1）
編號：CF0103P19
時間：7:00pm-9:10pm
1. 蜜汁肉青豆碄
2. 蜜汁橙羗豬扒
3. 佛手肉卷
4. 花膠瑤柱羹
5. 蛋白椰皇燉鮮奶

27/03 
特式芒果甜品
編號：CF010Q19
時間：7:00pm-9:10pm
1. 長洲芒果糯米糍
2. 芒果布甸糯米卷
3. 芒果布甸

28/3 
中式小菜（2）
編號：CF0103R19
時間：7:00pm-9:10pm
1. 中式牛柳
2. 粟米魚塊
3. 手撕雞
4. 羅定豆豉雞

30/03 
麵包（湯種）
編號：CF0103S19
時間：2:00pm-5:00pm
1. 北海道牛奶方包
2. 日式蜜瓜包
3. 朱古力蜜瓜包

01/04 
中式小菜
編號：CF0104A19
時間：7:00pm-9:10pm
1. 貴妃海鮮羹
2. 南瓜排骨陳村粉
3. 魚茸腐皮卷扒鮮菌時蔬
4. 如意繡球肉丸

03/04 
泰式糕點
編號：CF0104B19
時間：7:00pm-9:10pm
1. 玫瑰花餃（甜）
2. 玫瑰花餃（咸）
3. 紅寶石甜品
4. 芒果幻彩椰汁糯米飯

06/04 
撻類甜品
編號：CF0104C19
時間：10:00am-13:00pm
1. 椰撻
2. 椰堆
3. 鮮果撻
4. 蛋撻

06/04 
麵包（老麵種）
編號：CF0104D19
時間：2:00pm-5:00pm
1. 黑椒藍芝士包
2. 裸麥紅莓芝士包
3. 蔥燒芝士包
4. 洋蔥芝士瓣包

08/04 
上海菜
編號：CF0104E19
時間：7:00pm-9:10pm
1. 雜錦雙面黃
2. 酥炸小黃魚
3. 油豆腐粉絲湯（百頁肉
卷）

4. 排骨年糕

10/04 
西式晚餐
編號：CF0104F19
時間：7:00pm-9:10pm
1. 華道夫沙律
2. 酥皮忌廉湯
3. 伏特加鮮蝦直通粉
4. 香煎牛扒配紅酒干蔥汁

13/04 
十字包
編號：CF0104G19
時間：2:00pm-4:10pm
1. 復活節十字包
2. 港式懷舊十字包
3. 瑞士提子玉桂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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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期 一 星 期 三 星 期 四 星 期 六

15/04 
芒果美食
編號：CF0104H19
時間：7:00pm-9:10pm
1. 芒果麼士流心蛋糕
2. 芒果玉子卷

17/04 
櫻花點心
編號：CF0104J19
時間：7:00pm-9:10pm
1. 櫻花曲奇
2. 抹茶櫻花曲奇
3. 櫻花忌廉蛋卷
4. 櫻花布甸

18/04 
中式糕點
編號：CF0104K19
時間：7:00pm-9:10pm
1. 桂花馬蹄卷
2. 小米紅豆糕
3. 桂花紅豆糕
4. 宮廷桂花糕

2

24/04
環球美食
編號：CF0104L19
時間：7:00pm-9:10pm
1. 西班牙海鮮飯
2. 葡式紅豆燴豬手
3. 匈牙利燴雞
4. 瑞典肉丸

25/04
港式麵食
編號：CF0104M19
時間：7:00pm-9:10pm
1. 雲吞麵
2. 秘制雲吞麵
3. 港式炸醬麵
4. 豬手麵
5. 柱侯牛腩

27/04 
得意做型麵包
編號：CF0104N19
時間：2:00pm-5:00pm
1. 菠蘿烏龜包
2. 椰絲蝸牛包
3. 香蔥梅花腸仔包
4. 小兔腸仔包

29/04
甜酒蛋糕 
編號：CF0104P18
時間：7:00pm-9:10pm
1. 香橙朱古力布朗尼
2. 百利甜酒芝士餅

05/05
懷舊點心
編號：CF0105A19
時間：11:00am-1:10pm
1. 琥珀合桃
2. 蝦子素蹄
3. 懷舊蝦多士
4. 芝蔴蝦多士

05/05
意式套餐
編號：CF0105B19
時間：2:00pm-5:00pm
1. 薄餅
2. 薄餅卷
3. 肉醬意粉
4. 肉醬千層濶麵
5. 意式肉丸
6. 意大利雜菜湯

3 小時
06/05
星洲菜
編號：CF0105C19
時間：7:00pm-9:10pm
1.麥皮蝦
2. 福建炒蝦麵
3. 娘惹咖喱雞
4. 星洲黑椒蟹

08/05
台式美食（I）
編號：CF0105D19
時間：7:00pm-9:10pm
1. 三杯雞
2. 台式焢肉
3. 台式牛肉麵
4. 台式肉燥

11/05
母親節蛋糕
編號：CF0105E19
時間：2:00pm-5:00pm
1.朱古力茉莉花伯爵茶慕
斯蛋糕（內有多種層次，
有伯爵茶海綿蛋糕，伯
爵茶慕絲，茉莉茶凍，
朱古力鏡面蛋糕）

15/05
台式美食（2）
編號：CF0105F19
時間：7:00pm-9:10pm
1. 担仔麵
2. 鹽酥雞
3. 蛋黃肉
4. 萬巒豬手

16/05
泰式美食（1）
編號：CF0105G19
時間：7:00pm-9:10pm
1. 冬陰公湯
2. 泰式豬頭肉
3. 香葉雞
4. 青咖喱雞

18/05 
包糉班（1）
編號：CF0105H19
時間：11:00am-1:00pm
1. 裹蒸糭
2. 咸肉糭

18/05 
包糉班（2）
編號：CF0105J19
時間：2:00pm-4:00pm
1. 梘水糭
2. 桂花紅豆糭
3. 紫米甜薯糭

20/05
特式麵食
編號：CF0105K19
時間：7:00pm-9:10pm
1. 鮮蝦菠菜蕎麥壽司
2. 鮮蝦明太子意粉
3. 大蒜肉腸直通粉
4. 拿波里海鮮扁意粉
5. 胡蔴烤雞拌烏冬

22/05
台式美食（3）
編號：CF0105L19
時間：7:00pm-9:10pm
1. 台式鹵肉飯
2. 筒仔米糕
3. 蚵爹（韮菜蚵仔西餅）
4. 三色蛋

23/05
泰式美食（2）
編號：CF0105M19
時間：7:00pm-9:10pm
1. 泰式烤雞
2. 泰式檸檬蒸魚
3. 椰青海鮮飯
4. 椰青蜆

25/04
包糉班（3）
編號：CF0105N19
時間：2:00pm-4:00pm
1. 上海糭
2. 台灣糭

27/05 
涼拌菜
編號：CF0105P19
時間：7:00pm-9:10pm
1. 涼拌蟲草花
2. 涼拌雞絲腐皮絲
3. 日式涼拌自製玉子豆腐
4. 藜麥鮮蔬沙律

29/05
夏日小菜
編號：CF0105Q18
時間：7:00pm-9:10pm
1. 冬瓜盅
2. 山楂咕嚕骨
3. 頭抽羗絲煎雞
4. 蟹肉扒鮮菌

30/05
特式糉糭
編號：CF0105R19
時間：7:00pm-9:10pm
1. 水晶糭
2. 西米糭
3. 鮮果果凍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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