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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單位開放時間(7—27/8)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上午 10:00－下午 1:30
下午 1:30－6:00
晚上 6:00－9:30
✓ 正常開放

Ｘ ✓ Ｘ Ｘ Ｘ Ｘ ✓
Ｘ ✓ ✓ ✓ ✓ ✓ ✓
Ｘ Ｘ ✓ ✓ ✓ ✓ Ｘ

Ｘ 暫停開放 (活動及課程如常進行)

入會資格及年費
個人會員 ＄３０
(兒童：6-14 歲，青年：15-24 歲)
家庭會員 ＄６０
成員其中一位年齡必須為 6-24 歲，其他
家庭成員必須為直系親屬(父母/子女)

收費時間：開放後半小時至關門前一小時內

會員優惠計劃
(持有效會員證可在下列商戶獲取優惠)

長洲沖印

課程及活動報名須知
-參加者需為中心有效會員(部份課程及活動歡迎
非會員參加)
-參加者名額需交費作實，恕不提供留位服務
-如以支票付款，支票抬頭為『香港明愛』/
『Caritas-HK』，支票背面請寫上參加者姓名及
課程或活動名稱
-交易滿$200，歡迎以 Visa 或 MasterCard 支付
-課程及活動開始前十個工作天，會按報名情況
決定是否舉行，有意參加者請從速報名

原卷菲林沖印或來底加曬 3R/4R 滿$20 可獲九折 紀念品滿$100 可獲九折

長洲書店
文具禮品滿$20 可獲九折 （特價品/書籍/字典除外）

隨便揀
任何原價床上用品滿$100 可獲九折

中心地圖

2022 暑期活動報名日
優先報名日
公開報名

日期
7 月 17 日(日)
7 月 18 日
(星期一起)
*注意暑期開放時間

報名及收費時間

地點

上午 9:30 至下午 1:00
逢星期一至五: 下午 2:00 至晚上 8:30
逢 星 期 六 : 上午 10:30 至下午 5:00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雅寧苑豪澤閣
地下本中心

『優先報名日』報名須知
＊
＊
＊
＊

當日只接受持有有效會員證及非會員行政費卡之參加者報名，有效日期必須為 30/9/2022 或之後
非會員及會籍已過期者敬請提早辦理入會、續會及補證申請
當日上午 9:30 開始派籌，先到先得
每人限取籌一個，六歲以上人士憑有效會員證或非會員行政費卡才可獲派籌號（取籌後請在大堂
等候）
；每籌只可為一位個人會員或一個家庭會籍內的所有成員報名，報名之活動及課程數量不
限；會員可委託他人代為取籌報名

注意事項
＊ 各項活動及課程資料在本刊付印後或會有所更改，請留意本單位之更改通告
＊ 部份活動及課程只限會員參加，歡迎申請成為會員，手續簡便，只需填寫申請表格及繳交會
員年費
＊ 6 歲以下不符會員資格之非會員欲參加課程，可選擇每年繳交$60 行政費以享用會員價參加
或每次額外加收$30 之非會員收費
＊ 只限會員參加之活動，如舉辦日期超越會籍有效期，參加者須於報名時即時辦理續會手續

如遇有特殊天氣情況，本單位之服務將有以下相應安排：
中心開放、室內活動及課程
戶外活動
３號風球
✓

８號及以上風球


雷暴警告
✓

黃色暴雨警告
✓

紅色暴雨警告
✓

黑色暴雨警告


✓：如常舉行
：取消
：致電本單位查詢 (29811441)
•

•

所有安排均根據活動及課程舉行前３小時之情況作決定，例如於上午
10:00 舉行或集合之活動，如於上午 7:00 掛起黑色暴雨警告，則該活
動將會取消；即使其後於上午 10:00 或前除下警告，亦不會繼續舉行
由於雷暴警告對不同性質的戶外活動有不同的影響，須個別考慮，
敬請屆時與本單位聯絡

•

經取消之活動及課程，本單位將儘量安排予以補辦；如未能補辦，
將退回已收費用(材料費除外)

•

以上僅是本單位服務上之安排，家長須自行判斷當時之環境安全程
度，決定是否安排子女出席

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人士」
課程及活動優惠制度
背景：
為讓更多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人士享用
本服務，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以減費形式提
供優惠，詳情請閱中心網頁資料

1.

若果本單位因應環境轉變而需要調動服務，因而引致參加者所參加的服務
不能如期舉行，參加者可獲退回已繳交之費用(材料費除外)。參加者亦可
選擇將已繳交之費用轉為參加其他服務

2.

參加者在報名後可退出所參加之服務，惟需按以下規定申請退回所繳費用：
-最少在服務舉行前六個工作天提出退出服務的意願，有關申請一經提出，
將不可撤回； 及
甲 : 若有關服務已有候補者等候，則會安排由候補者補上，退出服務者可
獲退回已繳交之費用，惟需繳交手續費＄３０； 或
乙 : 若有關服務沒有候補者，則參加者可以推薦合符資格的人士補上，惟本
單位保留接納該候補人士的權利。若該候補人士獲接納參加服務，則退
出服務者可獲退回已繳交之費用，惟需繳交手續費＄３０； 或
丙 : 若最終沒有任何候補者補上，則退出服務者將不能獲退回已繳交之費用

3.

會員可以要求取消其會籍，本單位可應要求刪除有關記錄，惟已繳交之會員
費則不獲發還

4.

在下列情況下，本單位可以取消參加者參加服務的資格，已繳交的費用概不
發還： i) 參加者被本單位發現並非如所申報般符合參加資格
ii) 在服務進行期間參加者不遵從負責職員就其言論、行為的勸喻

5.

所有獲退還之費用，均會在十二個工作天內發還

活動編號：CC22005

親子活動
活動編號：CC22003

Summer 和諧粉彩親子樂

活動編號：CC22001 A/B

親子烘焙樂
日期

內容

31/7 (日)

A 腸仔包 / 紅豆包

14/8 (日)

B 紫薯千層酥

時間：上午 10:00-中午 12:00
地點：本中心
對象：４—１４歲會員及其一位家長
名額：每組 3 對 (綜援名額：每組 1 對)
費用：＄５０/對 (另材料費＄５０/對)
備註：自備食物盒及圍裙
負責職員：潘玉意
活動編號：CC22002 A/B

親子瑜伽體驗日
內容︰透過瑜伽活動，增加親子的身體接觸
及雙方的關注，促進親子關係
日期：28/8 (日)
時間：A～上午 10:15-11:15
B～上午 11:45-下午 12:45
地點：本中心
對象：５—８歲會員及其一位家長
名額：每組 4 對 (綜援名額：每組 1 對)
費用：＄５０/對
備註：穿著輕便運動服裝
負責職員：陳子陞

內容︰透過和諧粉彩體驗，增加親子之間互動
日期：23-30/7 及 13-20/8 (逢六 共 4 次)
時間：下午 2:00-4:00
地點：本中心
對象：６—１４歲會員及其一位家長
名額：8 對 (綜援名額：1 對)
費用：＄１００/對 (另材料費＄５０/對)
負責職員：柯振邦

活動編號：CC22004

萬家燈火慶中秋
日期 (逢六)
27/8
3/9
10/9

內 容
認識區內長者生活情況
及製作禮物
探訪及協助受訪長者作
節日裝飾
繪畫探訪後感

時間：上午 10:00-中午 12:00
地點：本中心及長洲區內
對象：６—１４歲會員及最多兩位家長
名額：60 人
費用：免費
負責職員：柯振邦

親子好品格桌上遊戲
內容︰透過輕鬆桌遊邊玩邊學不同正向品格，
同時增加親子間感情
日期：3-17/8 (逢三 共 3 次)
時間：上午 11:30-下午 12:30
地點：本中心
對象：８—１２歲會員及其一位家長
名額：3 對 (綜援名額：1 對)
費用：＄１２０/對
負責職員：馮庭政

兒童及青少年活動
** 幼兒活動歡迎 6 歲以下非會員參加
活動編號：CC22011

1207 旅小童軍自理宿一宵
內容︰學習自立技巧及懂得關心別人
日期：6-7/8 (六至日)
時間：晚上 8:00-翌日上午 10:00
地點：本中心
對象：** ５—６歲會員
名額：8 人 (綜援名額：1 名)
費用：＄５０ 參加者需要面試
備註：自備衣服及梳洗用品
負責職員：柯振邦

活動編號：CC22012 A/B/C **
活動編號：CC22016

六色積木 SIX BRICKS
兒童工作坊

活動編號：CC22014 A/B

內容︰教授六色積木的理論及技巧，透過一
系列遊戲，訓練兒童的邏輯思維，手
眼協調，個人反應及肌肉訓練
日期：11-25/8 (逢四 共 3 次)
地點：本中心
對象
時間
A ６—７歲會員
下午 1:30-2:30
B ８—９歲會員
下午 3:00-4:00
C １０—１２歲會員
下午 4:30-5:30
名額：每組 7 人 (綜援名額：每組 1 名)
費用：＄５０
負責職員：李植文

內容︰透過如爬繩梯、郵差繩等活動，訓練
大小肌肉及挑戰精神
日期：15-29/8 (逢一 共 3 次)
時間：A—上午 10:30-11:30
B—下午 2:30-3:30
地點：本中心
對象：６—１０歲會員
名額：每組 6 人 (綜援名額：每組 1 人)
費用：＄１２０
備註：穿著輕便運動服裝
負責職員：陳子陞

動感繩網

戲劇遊戲 (兒童情緒訓練)
內容︰透過角色扮演，訓練自體控制、語言及
情緒表達及專注力
日期：16-30/8 (逢二 共 3 次)
時間：下午 3:15-4:15
地點：本中心
對象：６—１０歲會員
名額：6 人 (綜援名額：1 人)
費用：＄１２０
負責職員：陳子陞

活動編號：CC22017
活動編號：CC22015
活動編號：CC22013 A/B **

玩具再生 DIY
內容︰發揮創意及使用不同材料自製玩具
日期：8-29/8 (逢一 共 4 次)
A-初小組
B-高小組
時間 下午 3:00-4:00
下午 4:00-5:00
費用
＄７０
＄１００
(另材料費＄３０) (另材料費＄５０)
對象 ６—９歲會員
１０—１３歲會員
地點：本中心
名額：每組 8 人 (綜援名額：每組 1 名)
負責職員：柯振邦

裝飾繩結班

(兒童專注力訓練)

內容︰透過繩結製作，訓練耹聽指示及專心
工作的能力
日期：16-30/8 (逢二 共 3 次)
時間：下午 2:00-3:00
地點：本中心
對象：６—１０歲會員
名額：6 人 (綜援名額：1 人)
費用：＄１２０ (另加材料費＄３０)
備註：如疫情嚴重，活動將改為網上進行 △△
負責職員：陳子陞

手作拼豆工作坊
內容︰用拼豆拼出捕夢網掛飾、角落生物角色
及自由創作
日期：11-25/8 (逢四 共 3 次)
時間：下午 3:00-4:00
地點：本中心
對象：６—１２歲會員
名額：4 人 (綜援名額：1 名)
費用：＄８０ (另加材料費＄４０)
負責職員：馮庭政

活動編號：CC22018 **

親親 DOG
內容︰安排與狗隻實際接觸及互動，讓參
加者加深對狗隻的認識及培養責任
感
日期：10/8 (三)
時間：下午 3:30-5:00
地點：本中心
對象：６—２４歲會員
名額：10 人
費用：＄１０
負責職員：李植文

活動編號：CC22019 **

我的爬蟲朋友
內容︰透過講座、遊戲與爬蟲互動，讓參
加者對爬蟲類動物增加認識，學習
尊重不同動物的生命
日期：14/8 (日)
時間：下午 3:00-5:00
地點：本中心
對象：６—２４歲會員
名額：10 人
費用：＄１０
負責職員：李植文

活動編號：CC22020 A/B/C/D/E/F

活動編號：CC22022 A/B/C

兒童烹飪活動

Fun Fun 無火美食

日期

內容

時間

日期

內容

上午 10:00-11:30

10/8 (三)

A 牛油爆谷

下午 2:30-4:00

17/8 (三)

B 煙肉芝士焗薯

24/8 (三)

C 香脆牛油多士

8/8

A 韓式紫菜飯卷

(一)

B 益力多芝士
蛋糕 (5 吋)

15/8

C 鮮茄肉丸意粉

(一)

D 朱古力曲奇

下午 2:30-4:00

22/8

E 夏威夷 Pizza

上午 10:00-11:30

上午 10:00-11:30

F 藍莓巴斯克
下午 2:30-4:00
芝士蛋糕 (5 吋)
地點：本中心
對象：８—１２歲會員
名額：每組 6 人 (綜援名額：每組 1 名)
費用：＄２０ (另加材料費＄３０)
備註：自備食物盒及圍裙
負責職員：潘玉意
(一)

活動編號：CC22021

『腦友記』桌遊
內容︰從桌遊中學會與他人共處及溝通技巧，
抒發情緒及提高專注力
日期：9-23/8 (逢二 共 3 次)
時間：下午 1:30-2:30
地點：本中心
對象：８—１２歲會員
名額：6 人 (綜援名額：1 名)
費用：＄１２０
負責職員：馮庭政

時間：下午 3:00-4:00
地點：本中心
對象：８—１２歲會員
名額：每組 6 人
費用：＄１０ (另加材料費＄２０)
備註：自備食物盒及圍裙
負責職員：潘玉意

活動編號：CC22023 **

STEM 科學模型實驗室
內容︰透過接觸不同帶有 STEM 元素的活
動，培養參加者的創造、溝通、協作
和解難能力
日期：12-26/8 (逢五 共 3 次)
時間：下午 2:00-4:00
地點：本中心
對象：８—１２歲會員
名額：8 人
費用：＄１０
負責職員：馮庭政

活動編號：CC22026 A/B/C/D

創意流體畫

活動編號：CC22024 A/B

Let’s Switch
A 健身環
大冒險

B

奧運
大激鬥

內容

利用 Switch 遊戲 利用 Switch 遊戲
機進行健身活動
機進行比賽
時間 下午 3:00-4:00
下午 4:30-5:30
日期：16-30/8 (逢二 共 3 次)
地點：本中心
對象：８—１２歲會員
名額：每組 4 人 (綜援名額：每組 1 名)
費用：＄１２０
負責職員：馮庭政

內容︰透過顏料流出不同狀態，令人樂在其
中，及做出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畫或
擺設品
日 期
內 容
6/8 (六)
A 隨便流
13/8 (六)
B 星球大戰
20/8 (六)
C 流體熊
27/8 (六)
D 朦朧
時間：上午 11:00-下午 12:15
地點：本中心
對象：８歲或以上會員
名額：每組 6 人 (綜援名額：每組 1 名)
費用：＄１２０ (另加材料費＄８０)
導師：流體畫認證導師鄭詠儀女士
負責職員：潘玉意

活動編號：CC22028

Makedo 未來工程師
內容︰提升物理知識及興趣，訓練小手肌及專
注力
日期：10-24/8 (逢三 共 3 次)
時間：上午 10:15-下午 11:15
地點：本中心
對象：９—１２歲會員
名額：6 人 (綜援名額：1 名)
費用：＄９０ (另加材料費＄３０)
負責職員：李植文

活動編號：CC22029
活動編號：CC22025

Flynova Pro 體驗日
內容︰透過遊戲放鬆心情，達致舒壓效果
日期：27/8 (六)
時間：下午 3:00-4:00
地點：本中心
對象：８—１２歲會員
名額：6 人
費用：免費
負責職員：馮庭政

活動編號：CC22027

夢幻手飾音樂盒 DIY
內容︰親自設計及製作飾物及手飾盒
日期：9-23/8 (逢二 共 3 次)
時間：上午 11:30-下午 12:30
地點：本中心
對象：９—１２歲會員
名額：6 人 (綜援名額：1 名)
費用：＄１２０ (另加材料費＄１００)
負責職員：李植文

STEM 科學實驗
內容︰透過實驗，解釋壓力、密度及液體顏
色變化等科學知識
日期：10-24/8 (逢三 共 3 次)
時間：上午 11:45-下午 12:45
地點：本中心
對象：１０—１３歲會員
名額：6 人 (綜援名額：1 名)
費用：＄１２０ (另加材料費＄６０)
負責職員：李植文

活動編號：CC22030

限時解密 (密室逃脫)
日期：20/8 (六)
時間：下午 3:00-5:00
地點：本中心
對象：１０—１４歲會員
名額：6 人 (綜援名額：1 名)
費用：＄４０
負責職員：馮庭政

活動編號：CC22031

頌缽靜觀工作坊
內容︰運用音缽的聲音，學習專注及平靜情緒
日期：5-26/8 (逢五 共 4 次)
時間：晚上 8:00-9:00
地點：本中心
對象：１０歲或以上會員
名額：6 人 (綜援名額：1 名)
費用：＄２０
導師：頌缽療癒師鄭詠儀女士
負責職員：潘玉意

活動編號：CC22032

活動編號：CC22042

升中面試 Get Set Go

水上活動三合一

內容︰學習面試技巧(包括個人介紹及小組討
論和網上面試)，從而為升中做準備
日期：27/7-3/8 及 17-24/8 (逢三 共 4 次)
時間：下午 3:00-4:00
地點：本中心
對象：１１—１２歲會員
名額：8 人 (綜援名額：1 名)
費用：＄５０
負責職員：柯振邦

內容︰直立板、獨木舟及平板賽艇等活動體驗
日期：7/8 (日)
集散：上午 9:30 於長洲公眾碼頭 / 下午 4:00
於東灣沙灘
對象：６—１１歲會員及其一位家長或
１２—２４歲會員，屬低收入/新來港
或領取書簿津貼人士
名額：20 人 參加者需要面試
費用：免費
備註：穿著衣服游５０米
負責職員：李植文

##

戶外活動
活動編號：CC22043 **
活動編號：CC22041 **

長洲少年遊–初小港島篇
內容︰乘搭電車遊覽港島，了解香港歷史及
不同地區的地貌
日期：11/8 (四)
集散：上午 8:45 / 下午 5:15 於長洲碼頭
對象：６—９歲會員
名額：6 人 (綜援名額：1 名)
費用：＄３０ (包午膳及交通費)
負責職員：柯振邦

室內射擊 Wargame
內容︰透過野戰遊戲，培養參加者與不同類
型隊員的溝通技巧，並發揮個人領導
才能解決困難
日期：15/8 (一)
集散：中午 12:00 / 晚上 7:00 於長洲碼頭
地點：IMPACT FORCE C.Q.B (紅磡)
對象：６—２４歲會員
名額：20 人 (綜援名額：2 名)
費用：＄２０
負責職員：李植文

活動編號：CC22047
活動編號：CC22044 A **

活動編號：CC22045

長洲少年遊
–高小東鐵過海篇

木製光刻手機座

內容︰乘搭港鐡遊覽沙田，參觀香港文化
博物館及追踨遊戲
日期：18/8 (四)
集散：上午 8:45 / 下午 5:15 於長洲碼頭
對象：１０—１３歲會員
名額：6 人 (綜援名額：1 名)
費用：＄５０ (包午膳及交通費)
負責職員：柯振邦

內容︰親手製作個人化木製手機座，
使用光刻技術印上圖案
日期：9-16/8 (逢二 共 2 次)
集散：下午 3:00 / 4:30 於米木工作室
地點：長洲新興後街 167 號地下
對象：１０—１６歲會員
名額：6 人 (綜援名額：1 名)
費用：＄２００ (另加材料費＄１００)
負責職員：李植文

活動編號：CC22044 B **

活動編號：CC22046

長洲少年遊
–高小屯馬遊蹤篇

蒲台島。一齊走

內容︰乘搭港鐡參觀沙田香港文化博物館、
九龍城宋皇臺及追踨遊戲
日期：25/8 (四)
集散：上午 8:45 / 下午 6:20 於長洲碼頭
對象：１０—１３歲會員
名額：6 人 (綜援名額：1 名)
費用：＄５０ (包午膳及交通費)
負責職員：柯振邦

日期：14/8 (日)
集散：上午 7:15 / 下午 6:30 於長洲碼頭
對象：１１—１４歲會員
名額：6 人 (綜援名額：1 名)
費用：＄７０ (包交通費)
備註：自備飲用水及午膳，需穿著合適
遠足的服裝
負責職員：柯振邦

香港仔水塘郊遊遊
日期：21/8 (日)
集散：上午 8:30 於本中心/下午 5:30 於長洲碼頭
對象：１２—１６歲會員
名額：6 人 (綜援名額：1 名)
費用：＄５０ (包交通費)
備註：自備飲用水及午膳，需穿著合適遠足的
服裝
負責職員：馮庭政
活動編號：CC22048 **

直立板初級証書課程
日期：13/8 (六)
集散：上午 10:45 / 下午 2:45 於觀音灣泳灘
對象：１２—１８歲會員
名額：8 人 (綜援名額：1 名)
費用：＄５０
備註：自備飲用水，需穿著水上活動服裝及
包踭包趾鞋；完成後可獲電子證書
負責職員：馮庭政
備註：
1. 有 ## 之活動，參加者需向合辦團隊填交
個人資料
2. 有 ** 之活動，將申請「民政事務署」津
助，如活動未獲批款，該活動或會取消，
參加者可獲退回所繳費用
3. 有 △△ 之活動，請參閱
網頁上之『網上活動錄影
說明』

Sally 老師暑期特別班
(1011A)

拼音樂園 I

Phonics Wonderland I

透過不同遊戲、活動，啟發學生對拼音的興趣，提升認字和串字的
能力；參加者需認識 26 個英文字母

對象

日期 (星期)

時間

名額

費用

綜援優惠

地點

** 5 - 6 歲會員 (升 K3)

12 - 30/8 (逢二及五 共 6 堂)

下午 3:45- 4:45

10

$750

$10 / 1 名

本中心

(1017C)

小學呈分試
～數學

針對小學呈分試的範圍重點重溫，運用生活形式，讓學生找到考試
竅門，每日家課約二十分鐘內完成

對象

日期 (星期)

時間

名額

費用

綜援優惠

地點

10 - 12 歲會員 (小五至六)

11 - 25/8 (逢四 共 3 堂)

下午 2:45 - 3:45

10

$465

$10/ 1 名

本中心

(1018A)

初中中文閱讀

針對中學中國語文科範圍，預習及學習分析歸納法的運用，讓學生容
易適應中學的學習模式

對象

日期 (星期)

時間

名額

費用

綜援優惠

地點

13 - 15 歲會員 (中一至三)

11 - 25/8 (逢四 共 3 堂)

下午 3:45 - 4:45

10

$690

$10 / 1 名

本中心

(1018B)

初中英文數學

針對中學的範圍，預習及學習初中英數用語，讓學生容易適應中學的
學習模式

對象

日期 (星期)

時間

名額

費用

綜援優惠

地點

13 - 14 歲會員 (中一至二)

11 - 25/8 (逢四 共 3 堂)

下午 4:45 - 5:45

10

$690

$10 / 1 名

本中心

恆 常 班

如學校未能實體授課，以下 Sally 老師教授的課程將
改以 Google Meet 網授，請參閱網頁上之『網上活動
錄影說明』，一經報名代表接受此項安排

123

123

(1012)

劍橋小學
英語

引進 Cambridge 教材，學習良好的英語閱讀技巧，可以隨心所欲地悠遊於文字間、閱讀書
報雜誌或欣賞不同的文體與藻詞之美，這是英文學習者的共同目標。香港學生一般不太喜
歡閱讀課程，原因不外乎閱讀的文章無趣、單字太多、看不懂文章或抓不到重點。若要解
決這些問題，運用閱讀技巧 (如 skimming、scanning 等) 為增進閱讀功力的不二法則。
更以 Phonics 串字法，增加學生對橋劍小學英語公開考試的能力
(所有新生需自備或由導師代購書籍: Fun for Starters, Movers & Flyers 4th edition @
$205 / KET 2nd edition $308 / PET 2nd edition $384)

對象

日期 (星期)

時間

名額

(A) Starters
6-7 歲會員 (小一至二)

5/7 - 27/9
(逢二 共 13 堂)

下午 5:45 - 6:45
* 網授改為下午 5:55 – 6:55

$1625

(A2) Starters
6-7 歲會員 (小一至二)

6/7 - 28/9
(逢三 共 13 堂)

下午 3:45 - 4:45
* 網授改為下午 3:30 – 4:30

$1625

(B) Movers
8-9 歲會員 (小三至四)

8/7 - 30/9
(逢五 共 13 堂)

(C) Flyers
10-12 歲會員 (小五至六)

6/7 - 28/9
(逢三 共 13 堂)

* 網授改為下午 5:55 – 6:55

(D) KET
12-14 歲會員 (小六至中一)

7/7 - 29/9
(逢四 共 13 堂)

晚上 7:45 - 8:45
* 網授改為晚上 8:15 – 9:15

$1820

(E) PET
13-14 歲會員 (中一至二)

6/7 - 28/9
(逢三 共 13 堂)

晚上 6:45 - 7:45
* 網授改為晚上 7:05 – 8:05

$1885

10
下午 5:45 - 6:45

費用

$1690
$1755

綜援優惠

地點

$10
/ 1名

本
中
心

(1017)

小學呈分試
對象

(A) 中文閱讀
10 - 12 歲會員 (小五至六)
(B) 英文閱讀
10 - 12 歲會員 (小五至六)

(1011)

拼音樂園
Phonics Paradise

針對小學呈分試，重溫語文考試重點；透過逆向思維解構問題
及答題的技巧

日期 (星期)

時間

名額

5/7 - 27/9
(逢二 共 13 堂)

晚上 6:45 - 7:45

10

8/7 - 30/9
(逢五 共 13 堂)

費用

$2015

* 網授改為晚上 7:05–8:05
$2015

綜援優惠

$10
/ 1名

地點

本
中心

透過音樂、遊戲、圖片、故事及動作，把音標符號和字音組合放進學員的長期記憶中，並於短時間內
掌握英文生字的語音規律，從而建立「看字拼讀」及「聽聲拼寫」的能力，日後再不用死記英文字的
讀音和串法
Phonics 自然拼音法 : 1. 25 個字音(配元及輔音), 2. 260 個字音組合，如︰- diphthongs : ai, al, au,
aw, ay, ea, ei, ew, ey, ie, oa, oi, oo ... - vowel + r : ar,er,ir,or,ur
- magic e : a_e,e_e,i_e,o_e...
* 如屬新生，導師會於首堂作出評估，按學生的能力轉往較適合的課程

對象

日期 (星期)

時間

名額

(B) II : 6 - 7 歲會員
(小一至二 已完成第 I 級)

8/7 - 30/9
(逢五 共 13 堂)

下午 4:45- 5:45

10

(C) III : 8 - 9 歲會員
(小三至四 已完成第 II 級)

5/7 - 27/9
(逢二 共 13 堂)

費用

$1625

* 網授時間一樣
$1690

綜援優惠

$10
/ 1名

地點

本
中心

(1013)

中文寫作

課程包括閱讀理解及寫作訓練，旨在提高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和寫作技巧。學生透過練
習可閱讀到不同文體，強化理解能力，並熟習公開試的試題形式；而寫作訓練則集中短
文及實用文的培訓，以不同範文分析寫作技巧，從中學習不同的修辭手法

對象

(B) 8 - 10 歲會員
(小三至四)
(C) 10 - 12 歲會員
(小五至六)
(D) 12 - 15 歲會員 (中一至三)
針對初中寫作技巧，重溫不同文
體；學習寫作大綱，修辭手法及增
強詞語運作技巧

英文
寫作

(1015)

對象

(B) 8 - 10 歲會員
(小三至四)
(C) 10 - 12 歲會員
(小五至六)
(D) 12 - 14 歲會員
(中一至二)

日期 (星期)

時間

7/7 - 29/9
(逢四 共 13 堂)

晚上 6:45 - 7:45
* 網授改為
晚上 7:05–8:05

8/7 - 30/9
(逢五 共 13 堂)
5/7 - 27/9
(逢二 共 13 堂)

晚上 7:45 - 8:45

名額

費用

綜援優惠

$1690
10

$1755

地點

本
$10
/ 1名

中
心

* 網授改為
晚上 8:15–9:15

$2990

此課程針對全港學生一般之通病：就是害怕寫作，亦不喜歡閱讀，問題之癥結，不外乎對寫
作之文章題目 (Topic) 及體裁 (Genre) 缺乏認識及興趣，要改善此問題，要加強學生之寫
作技巧 (Writing Skill)，有助提升學生閱讀能力
寫作練習 (Writing Practice)：承接已教授的文體內容，以 Five Steps of Writing (寫作
五步曲)，向學生進一步講解特定文體的內容結構及寫作技巧，再輔以寫作練習，以鞏固學習
日期 (星期)

時間

7/7 - 29/9
(逢四 共 13 堂)

下午 5:45 - 6:45
* 網授改為下午 5:55 – 6:55
下午 4:45 - 5:45
* 網授時間一樣
晚上 7:45 - 8:45
* 網授改為晚上 8:15–9:15

6/7 - 28/9
(逢三 共 13 堂)

名額

費用

$1690
10

$1755
$1885

綜援優惠

$10
/ 1名

地點

本
中
心

芭蕾舞班

(1001)

課程與

張秀芬芭蕾舞學校 合辦

透過唱遊鍛鍊手腳協調及誘發舞蹈潛能，學員表現良好，將獲導師保送英國皇家芭蕾舞考試；參加考試班須於週三另加一堂
(* 學費雙倍)
歡迎季中加入及預約面試
公眾假期休課
項目

對象

時間

名額

費用 / 每季

Beginners

** 3 - 4 歲會員

逢六 下午 3:30 - 4:15

18

$840

Pre-Primary

** 5 - 7 歲會員

逢六 下午 1:00 - 1:45

15

$880

Primary

6 - 8 歲會員

逢六 下午 2:45 - 3:30

$900

Grade 1

8 - 10 歲會員

逢六 下午 1:45 - 2:45 / 逢三 下午 4:00 - 5:00

$2300

Grade 2

8 - 11 歲會員

逢六 中午 12:00 - 1:00 / 逢三 下午 5:00 - 6:00

10

$2400

Grade 5

11 – 13 歲會員 逢六 上午 10:00 - 11:00 / 逢三 下午 6:00 - 7:00

現為小班教學,會視乎
人數調整, 歡迎查詢

Grade 7

14 – 16 歲會員 逢六 上午 11:00 - 12:00 / 逢三 晚上 7:00 - 8:00

$2550

Major

15 – 20 歲會員

智道跆拳
對象

6–24 歲
會員

(1031)
日期

7 - 9 月 / 2022 (逢五)
公眾假期休課

現為小班教學,會視乎
人數調整, 歡迎查詢

逢三 晚上 8:00 - 9:00

課程由 香港智道跆拳總會-郭偉豪師範 教授
時間

晚上 7:00-9:00

名額

10

費用

每季
$260

綜援優
惠

地點

$10
本
/ 1 名 中心

內容

教授不同級別跆拳技術，導
師可代購道袍 (待限聚令放
寬後將申請海傍街體育館房
間或天台上課)

** 6 歲以下不符會員資格之非會員參加者，可選擇每年繳付$60 行政費以享用會員價參加，或每次額外加收$30 之非會員收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