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聯絡方法 

電話： 2554 2097 

傳真： 2104 6488 

電郵： frc@methodist-centre.com 

網址： www.methodist-centre.com/frc 

  

鴨脷洲中心：香港鴨脷洲邨利福樓高座地下 27-31 號 

2019 年 9-12 月活動通訊 

mailto:frc@methodist-centre.com


 

 

 

 

 

☺中心簡介☺ 

    循道衛理中心乃循道衞理聯教會屬下之社會服務機構，而鴨脷洲中心/家庭資源 

中心為循道衛理中心其中一個服務單位，為居住於南區的兒童及家庭提供以兒童為本

的託管服務、親子活動及多元智能課程，並為有需要的同學提供合宜的小組訓練，    

協助他們認識自己、建立自我形象，發揮潛能，從而得到全面的發展。 

 

 

☺服務內容☺ 

 學童課後支援服務：協助有需要的家長，於課餘時間指導及照顧他們的子女； 

 兒童興趣班：協助兒童認識和建立自己，發揮潛能，並培養他們有積極的人生觀

及良好的品格； 

 成人興趣班及親職教育：提供不同的家長及親子課程，加強親子溝通，促進家庭

及親子關係，建立和諧的家庭生活。 

 

 

 

 

 

☺入會須知☺ 

 個人會員費用為每年$30 元正；家庭會員費用為每年$80 元正，包 5 名家庭成員。 

 申請人可於中心開放時間，親臨中心填妥會員申請表。 

 所繳入會費用，將不接受退款申請。 

 到期不再續會者作退會論。 

 會籍有效期一年，由申請當日起計算，有關之收費，則按本中心每年訂定及調整。 

 因個人原因而未能出席本中心所舉辦之活動，所繳費用恕不退還。 

 所繳費用不得隨意換人。 

 在未經中心同意下，參加者不得於活動進行期間拍攝或錄影，如有異議，中心    

有權終止參加者參與活動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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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課後支援服務 

課餘託管服務 (NA1909A-NA1912A) 

本服務協助在職家長，讓其子女在課餘時間得到照顧，能夠在「德、智、體、群」 

多方面有均衡發展，並提升他們學習動機及興趣。 

內容 

➢ 進行個人及功課輔導； 

➢ 推行獎勵計劃及德育活動/小組，培養孩子積極的人生觀和良好的品格。 

日期：由 9/9 開始，逢星期一至五  

      (公眾假期休息) 

時間：3:30pm - 6:30pm 

地點：鴨脷洲中心 (利福樓高座地下) 對象：小一至小六學生，每組約 8-9 人 

費用： 9 月- $1,000 (*服務由 9/9 開始) 

10 月- $1,250 

11 月- $1,250 

12 月- $1,000 (*服務至 20/12) 

負責職員：盧姑娘 

備註： 1. 新生需繳付按金$600； 

2. 本服務由公益金資助；  

3. 如有經濟需要，可申請額外資助，詳情可與本單位職員聯絡。資助名額

有限並需審批，中心將保留一切決定權。 

 

功課輔導服務 (NA1909B- NA1912B) 

協助學童處理學業需要，包括：檢查功課、溫習、默書測驗及考試。 

內容 

➢ 處理學童「中文、英文、數學、常識」四術科之學業需要； 

➢ 為學童建議/訂立更佳的溫習方法； 

➢ 提供工作紙及定期測驗，評估學生進度。 

日期：由 9/9 開始，逢星期一至五  

      (公眾假期休息) 

時間：4:00pm - 6:00pm 

地點：家庭資源中心 (利澤樓) 對象：小一至小六學生，每組約 8-9 人 

費用： 9 月- $1,080 (*服務由 9/9 開始) 

10 月- $1,350 

11 月- $1,350 

12 月- $1,080 (*服務至 20/12) 

負責職員：盧姑娘 

師資：大專或以上 

備註： 1. 新生需繳付按金$600； 

2. 本服務由公益金資助；  

3. 如有經濟需要，可申請額外資助，詳情可與本單位職員聯絡。資助名額

有限並需審批，中心將保留一切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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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興趣班 

珠心算班 (NI190914B- NI191214B) 

珠心算為現時最流行之心算方式，普遍獲得世界各地人士認同，其訓練技巧對開發   

5-8 歲兒童智力及腦力提升有幫助。課程由淺入深，具有啓發性、趣味性，為學生在     

數學方面的學習奠定基礎。學生亦可通過眼看、手撥、腦算等，掌握快速的計算方式，

培養靈敏的思考、記憶力及集中力。學生在老師的推薦下，考取國際認可機構<<國際   

珠心算聯合會>>的珠算評級試。 

日期 時間 費用 地點 

7/9、21/9、28/9 (六) 

10:30am至 

11:30am 

$345/3 堂 

鴨脷洲中心   

(利福樓高座地下) 

5/10、12/10、19/10、26/10 (六) $460/4 堂 

2/11、9/11、16/11、23/11、30/11 (六) $575/5 堂 

7/12、14/12、21/12、28/12 (六) $460/4 堂 

導    師：「國際兒童教育」之導師 

對    象：5-8 歲，每組約 8 人 

負責職員：盧姑娘 

備    註： 1.請帶備文具； 

2.新學員須繳付$120 作購買算盤及書本之用(NI190914- NI191214)； 

3.需於開課前一星期繳交學費。 

 

跆拳道班 (NI190903- NI191203) 

跆拳道是韓國國技武術，是一項有紀律、強身健體課餘活動。課程包括：練習跆拳道之

基本馬步、拳擊等等。學員可通過考試而考取國際認可之段級証書。 

日期 時間 費用 地點 

7/9、21/9、28/9 (六) 

4:15pm 至 

5:45pm 

$173/3 堂 

鴨脷洲中心   

(利福樓高座地下) 

5/10、12/10、19/10、26/10 (六) $230/4 堂 

2/11、9/11、16/11、23/11、30/11 (六) $288/5 堂 

7/12、14/12、21/12、28/12 (六) 230/4 堂 

導    師：由香港仔跆拳道會派出經驗導師任教 

對    象：5-13 歲，每組約 10 人 

負責職員：盧姑娘  

備    註：需於開課前一星期繳交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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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興趣班 

空手道班 

學習空手道技術可以強身自衛，亦可增加兒童的信心和毅力，本課程能提供考試機會予

學員。 

名稱 日期 時間 費用 地點 

A 組

(NI191002A- 

NI191202A) 

22/10、29/10 (二) 
7:00pm 至

8:30pm 

$135/2 堂 
海怡 

社區會堂 
5/11、12/11、19/11、26/11 (二) $270/4 堂 

3/12、10/12、17/12、24/12(二) $270/4 堂          

B 組

(NI190902B- 

NI191202B) 

6/9、13/9、27/9 (五) 

7:30pm 至

9:00pm 

$218/3 堂 

鴨脷洲 

體育館 

4/10、11/10、18/10、25/10 (五) $290/4 堂 

1/11、8/11、15/11、22/11、 

29/11 (五) 
$363/5 堂 

6/12、13/12、20/12、27/12(五) $290/4 堂 

導師：邱詩忠師傅及由香港原武館派出經驗教練任教 

對象：5-13 歲      名額：每組約 30 人      負責職員：盧姑娘 

備註： 1. 需於開課前一星期繳交學費； 

2. 如社區會堂或鴨脷洲體育館未能提供場地，該班將會取消，有關退款   

詳情將另行通知各家長。 

 

 

童心趣 Board Board (NI19FAM11A / NI19FAM11B ) 

透過桌上遊戲和彼此互動，提升兒童的社交和溝通技巧，發展正向的情緒智商及解難

能力。  

名稱 日期 時間 費用 地點 

A 組 

(小一至小三) 

2/11、9/11、16/11、

23/11、30/11(六) 

11:00 至

12:30am 
$50/5 堂 

鴨脷洲中心 

(利福樓高座地下)   B 組 

(小四至小六) 

2/11、9/11、16/11、

23/11、30/11(六) 

2:30 至

4:00pm 
$50/5 堂 

名額：每組約 8 人      負責職員：軒 Sir 

備註：需於開課前一星期繳交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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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興趣班 

治療痛症普拉提 (ND190901A- ND191201A) 

普拉提是針對治療腰、背疼痛的有效方法，能讓痛症人士放鬆肌肉、舒緩痛症。 

日期 時間 費用 地點 

3/9、10/9、17/9、24/9 (二) 

10:00am至 

11:30m 

$500/4 堂 

鴨脷洲中心   

(利福樓高座地下) 

8/10、15/10、22/10、29/10 (二) $500/4 堂 

5/11、12/11、19/11、26/11(二) $500/4 堂 

3/12、10/12、17/12、24/12、31/12 (二) $625/5 堂 

導    師：由專業普拉提導師任教 

對    象：18 歲或以上成人，每組約 8 人      負責職員：盧姑娘 

備    註： 1. 請自備瑜伽墊或大毛巾； 

2. 需於開課前一星期繳交學費。 

 

親職教育 

從「繪本」到管教 (NI19FAM10) 

家長透過認識「繪本」故事書，並運用說故事的技巧，讓繪本成為教養孩子的工具。 

日期 時間 費用 地點 

12/10、19/10(六) 3:00pm 至 4:30pm $50/2 堂 鴨脷洲中心(利福樓高座地下) 

對象：小一至小六家長         名額：12 人     負責職員：盧姑娘 

備註：需於開課前一星期繳交學費。 

 

親子活動 

秋日郊遊樂 (NI19FAM12) 

天氣清涼，一家人齊齊到郊外活動，實在是賞心樂事！當日我們一同走到「望夫石」，

欣賞大自然；又與家人體驗野外烹飪，享受美好的親子與家庭時光。 

日期 時間 費用 地點 

14/12/2019(六) 9:00am 至 4:00pm $80(成人)/$60(小童) 沙田紅梅谷 

對    象：小學生及其家長，名額共 24 人     負責職員：軒 Sir 

備    註：1.以上費用已包括交通及膳食； 

          2.需於活動前一星期報名參加，先到先得； 

          3.活動由公益金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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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假期活動系列 

 

 

聖誕假期託管活動 (NH1912) 

本中心在學校長假期期間設計一連串主題的活動，並配合功課輔導時間，讓小朋友在

生活中學習，渡過一個既充實又有意義的假期。 

日期 時間 主題內容 費用 地點 

23/12 (一) 
8:30am 至

6:00pm 
全日：聖誕赤柱市集一日遊 $100 

鴨脷洲中心 

(利福樓高座地下) 

*24/12 (二) 
8:30am 至

5:00pm 

上午：聖誕佳音小約會 

下午：聖誕聯歡會 
$70 

27/12 (五) 
8:30am 至

6:00pm 

上午：電影欣賞 

(地點：海怡半島 MCL 影院) 

下午：聖誕小手工製作 

$100 

30/12 (一) 
8:30am 至

6:00pm 

全日：戶外生態探索之旅 

(地點：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 
$100 

*31/12 (二) 
8:30am 至

5:00pm 

上午：PS4 擂台爭霸戰 

下午：除夕小蛋糕製作 
$70 

其他內容：功課輔導、團體活動、桌遊活動、個人成長活動等(按實際參與人數而定) 

對象：小一至小六學生     負責職員：盧姑娘/軒 Sir 

備註： 

1. 費用已包括午膳及活動物資； 

2. 每天 8:30-10:00am 或 5:00-6:00pm 為功課輔導時間(按實際情況而定)； 

3. 本服務由公益金資助； 

4. 24/12 平安夜及 31/12 大除夕，中心開放時間至 5:00pm，請家長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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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開放時間 

鴨脷洲中心 

(利福樓高座地下) 
家庭資源中心(利澤樓) 

星期一至五 10:00am-6:30pm 星期一至五 4:00pm-6:00pm 

星期六 10:00am-6:00pm 星期六 暫停開放 

午膳時間 12:00nn-1:00pm，期間暫停開放 

1. 接待處位於鴨脷洲中心 

2. 星期日、公眾假期休息 

休假通告 

中秋節翌日：14/9 (六) 以下日子中心的開放時間為

10:00am-4:00pm： 

 中秋節：13/9 (五) 

 平安夜：24/12(二) 

 大除夕：31/12(二) 

國慶日：1/10 (二) 

重陽節：7/10 (一) 

聖誕節：25/12 (三) 

聖誕節翌日：26/10 (四) 

颱風及暴雨措施 

如課程及活動舉行前三小時仍未除下颱風或暴風訊號，將按以下措施安排： 

暴雨警告及颱風訊號 室內活動 戶外活動 

黃色暴雨警告 

一號颱風 
✓ 

  

2554 2097 

紅色暴雨警告訊號 

三號颱風 
✓  

黑色暴雨警告訊號 

八號或以上颱風 
  

雷暴/山泥傾瀉警告 ✓ 
  

2554 2097 

備註：  ✓：照常舉行  ：活動取消   ：請致電 2554 2097 查詢 

※本中心保留以上安排的最後決定權※ 

通訊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