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恆常訓練程序

幼兒繪畫
內容︰透過繪畫的認知可啟動心智及感官的發展，從學習過程中培養出自信、耐力、觀察力以及專注力。

鼓勵孩子想像與主題有關的事物，提高腦力開發及創意發展的潛能。
備註︰學員須自備圖畫簿、蠟筆。

編號 課程名稱 星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收費及堂數

T03 幼兒繪畫 三 3:30pm-4:30pm 3-5 歲 10 $125/ 堂

* 所有課堂費用以按月計算，學員必須繳交完整一期費用。如於月底前仍未繳交下月學費
者，則視作放棄繼續報讀課程，並將由後補人士補上；

* 學員缺席課堂之學費並不會按比例退回，亦不能累積作繳交下期學費之用；
* 凡報讀本會所課程，而出席率達到 80% 或以上的學員，可申請聽講證書，申請期限為該

課程完結後，三個月內辦理有關申請，每張證書費用為港幣 $20。

* 所有訓練程序參加者須年滿6歲，如未滿6歲則其家庭會友會籍內需有介乎6-24
歲的家庭成員，方合資格參加。

好消息！早鳥優惠！
凡於每月 25 日或之前繳

交下月學費，
可獲每堂減 $5 之優惠。

2019 年 10-12 月
恆常訓練程序

文 化 藝 術 幼 兒 篇

『接放幼兒之安排』
為確保幼兒之安全，請家長 /接放者準時到課室接回幼兒，

同時導師亦會核實有關家長或接放者之身份。

編號 課程名稱 星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收費及堂數

T04 水彩畫世界 三 4:45pm-5:45pm 5-12 歲 10 $125/ 堂

水彩畫世界
內容︰透過學習水彩畫的基本技巧，並進行單色繪畫練習，隨後學習如何使用調色板，進行冷暖對比色

等繪畫練習。
備註︰學員須自備簡單文具、 A3 畫簿、水彩顏料、調色碟、大中小畫筆各 1 支。

兒童彩色素描
內容：透過以實物和圖片教授學員素描，指導兒童在物件結構、比例、明暗、空間、顏色的使用，從而

培養兒童對物件仔細觀察的習慣。
備註：學員須自備圖畫簿、素描筆、木顏色筆、素描擦膠。

編號 課程名稱 星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收費及堂數

T05 兒童素描 三 6:00pm-7:00pm 5-12 歲 10 $125/ 堂

文 化 藝 術 兒 童 篇

Phonics Letterland 英語拼音遊戲
內容︰課程以 Letterland Phonics 為籃本，加上戲劇、遊戲等元素，令學員開心快樂學習英語。
備註：課程由外籍導師教授。

編號 課程名稱 星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收費及堂數

T09 GAPSK 三 6:00pm-7:00pm K1-K3 6 $160/ 堂

GAPSK 幼稚園普通話水平考試預備課程
內容︰本課程為準備參加「GAPSK 幼稚園普通話水平考試」的學生而設的試前操練，課程採用 GAPSK

考試委員會編撰出版的教材，以模擬試題作練習，透過趣味性的遊戲學習不同的題型，循序漸
進地熟習考試內容，從練習中加強自信，提升普通話應對能力。

備註：經導師評核可代報考試。

編號 課程名稱 星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收費及堂數

T10 普通話朗誦訓練 三 3:30pm-4:30pm K2-P1 10 $165/ 堂

普通話朗誦訓練
內容︰透過學習朗讀不同的文章、如詩詞、古詩、繞口令、弟子規等，提昇學員的自信心及對學習普

通話的興趣。

編號 課程名稱 星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收費及堂數

T12A 幼兒珠心算 ( 初階 ) 五 4:45pm-5:45pm 4-5 歲 6 $135/ 堂

T12B 幼兒珠心算 ( 進階 ) 五 5:45pm-6:45pm 5-7 歲 6 $135/ 堂

幼兒珠心算
內容︰珠心算課程綜合「珠算」及「心算」，通過眼看、耳聽、手撥、腦算和心算，訓練準確的計算技巧，

啟發孩子的智慧、激發他們的潛能，增強自信心。
備註：新生須於第一堂付 $190 材料費 ( 包括算盤一個、珠心算練習課本 )，按需要可向導師另購買練

習課本。

自 我 增 值 幼 兒 篇

編號 課程名稱 星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收費及堂數

T06 Phonics 
Letterland 一 4:45pm-5:45pm K1-K3 10 $150/ 堂

LCM-English and Music Certificate Course
內容︰課程教授學員唱出及朗讀出不同風格的兒歌，配合動作、節奏及對話。目的為提高幼兒對音樂

的熱誠及培育基礎音樂知識，亦可評估他們的音樂及基本溝通能力。
備註：課程由外籍導師教授，經導師評核可代報考試。

編號 課程名稱 星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收費及堂數

T07 LCM 四 4:45pm-5:45pm K1-K3 10 $150/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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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我 增 值 兒 童 篇Trinity‘Young Performers Certificates’Course
內容︰主要透過戲劇訓練讓學員探索英文故事、歌唱和角色扮演，從而鼓勵兒童發揮表演，音樂和溝

通技巧，提昇學員的說話能力、創作力及自信心。
備註：課程由外籍導師教授，每個級別為 30 堂，經導師評核可代報考試。

編號 課程名稱 星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收費及堂數

T08
Trinity

‘Young Performers 
Certificates’Course

一 5:45pm-6:45pm K3-P3 10 $150/ 堂

Jolly Phonics-Comprehensive Course
內容︰課程以 Jolly Phonics 為基本，配合圖像、學習卡、故事及詩歌方式學習，讓學員從遊戲中提高

對英文的興趣，從而提升語文能力。
備註：1. 本課程參加學員必需完成 Letterland Phonics 或是對英文拼音有基礎認識；
　　　2. 課程由外籍導師教授。

編號 課程名稱 星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收費及堂數

T11 Jolly Phonics 四 5:45pm-6:45pm 5-8 歲 10 $150/ 堂

Fun in Writing
內容︰課程由導師擬定不同類型文體作為舒意寫作題材，配合學員找出重點用字及特色應用語句，創

作出優秀的英文文章，從而提升自信心。
備註：課程由外籍導師教授。

編號 課程名稱 星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收費及堂數

T13 Fun in Writing 四 6:45pm-7:45pm P1-P3 10 $150/ 堂

漢語拼音遊戲 A
內容︰課程以耳熟能詳的兒歌、有趣的繞口令和遊戲等形式，引導學員掌握四個聲調和正確的拼讀及

拼寫方法，為學員建立良好的基礎。

編號 課程名稱 星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收費及堂數

T14 漢語拼音遊戲 A 二 6:00pm-7:00pm 5-8 歲 10 $145/ 堂

漢語拼音遊戲 B
內容︰課程以有趣的遊戲形式教授學員複韻母、鼻韻母、介韻母和發音部位，正確掌握輕聲、兒化、

連續上聲的變調和正確的拼讀及拼寫方法，強化學員的聽說能力，牢固他們的語言基礎。
備註：本課程參加學員必需對漢語拼音有基本認識。

編號 課程名稱 星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收費及堂數

T15 漢語拼音遊戲 B 二 7:00pm-8:00pm 8-12 歲 10 $145/ 堂

自 我 增 值 兒 童 篇

創作樂趣多 ( 初階 )
內容︰課程主要教授學員認中文字的技巧、筆順訓練及看圖作句、提升學員對創作的興趣。

編號 課程名稱 星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收費及堂數

T01 創作樂趣多 ( 初階 ) 二 4:45pm-5:45pm 5-8 歲 10 $145/ 堂

創作樂趣多 ( 進階 )
內容︰課程主要教授學員思路圖學習法、看圖作句練習、擴張句子、故事創作等，啟發思維、提升學

員的創作力。

編號 課程名稱 星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收費及堂數

T02 創作樂趣多 ( 進階 ) 三 4:45pm-5:45pm 7-10 歲 10 $145/ 堂

兒童 AQ 及 EQ 遊戲訓練
內容︰透過以遊戲、故事、角色扮演、應變小挑戰、解難活動練習等，讓學員認識及學懂調整心情技巧、

自信心建立及學習關顧他人。

編號 課程名稱 星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收費及堂數

T16 兒童 AQ 及
EQ 遊戲訓練 六 10:15am-11:15m 5-8 歲 10 $120/ 堂

兒童口才及邏輯思維綜合訓練
內容︰課程以遊戲啟導，思維基本功和參與式小練習等，讓兒童認識精準傳意，成為有口才與信心兼

備的人。內容包括當小司儀、急口令、好故事分享等，綜合提升「思考能力」。

編號 課程名稱 星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收費及堂數

T18 兒童口才及邏輯思維
綜合訓練 六 12:25am-12:25pm 5-9 歲 10 $120/ 堂

記憶專注健腦綜合訓練
內容︰課程配以健腦訓練和記憶法，協助學員學習全腦記憶。透過視覺、聽覺、觸覺等專注力活動和

不同記憶方法練習，讓兒童掌握多元記憶方法和技巧，增強學員自信心及興趣。

編號 課程名稱 星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收費及堂數

T19 記憶專注健腦
綜合訓練 六 12:35pm-1:35pm 5-8 歲 10 $120/ 堂

41 42



編號 課程名稱 星期 時間 對象 收費及堂數

T17 個人歌唱技巧訓練 一 60 分鐘
30 分鐘 5 歲以上 $440/ 堂 (60 分鐘 )

$240/ 堂 (30 分鐘 )

個人歌唱技巧訓練
內容︰歌唱技巧訓練、識譜及聽節奏。以流行曲、中外藝術歌曲為主 ( 普通話、英文意大利文演唱 )、

保送英國皇家音樂學院聲樂考試及每年校際音樂比賽。

師資︰由經驗導師祝老師任教 ( 國內音樂學院畢業 )，具多年經驗

備註︰導師與學員比例為 1:1 

編號 課程名稱 星期 對象

T20A/B 鋼琴研習 A 個別預約 5 歲以上

T20C/D 鋼琴研習 B 個別預約 5 歲以上

T20E/F/G 鋼琴研習 C 個別預約 5 歲以上

T20H 鋼琴研習 D 個別預約 5 歲以上

鋼琴研習
師資︰祝老師 ( 國內音樂學院畢業 )、 

吳老師 ( 持皇家音樂學院鋼琴 8 級 )、 

梁老師 ( 持倫敦聖三一學院鋼琴演奏級文憑 )

 袁老師 ( 持倫敦聖三一學院鋼琴 8 級 )

備註︰導師與學員比例為 1:1，經導師評核可代報考試

級別 30 分鐘 45 分鐘 60 分鐘
初級 $150 $190 /
一級 $160 $200 /
二級 $175 $210 /
三級 / $220 $280
四級 / $230 $305
五級 / $250 $320
六級 / $285 $325
七級 / $295 $365
八級 / / $415

演奏級 / / $465

鋼琴研習費用

音 樂 園 地

編號 課程名稱 星期 對象

T21A/B 小提琴研習 個別預約 5 歲或以上

小提琴研習
師資︰袁老師 ( 持倫敦聖三一學院小提琴 8 級 )
備註︰導師與學員比例為 1:1，經導師評核可代報考試。

級別 30 分鐘 45 分鐘 60 分鐘

初級 $155 $200 /

一級 $160 $225 /

二級 $180 $230 /

三級 $185 $240 /

四級 $200 $255 /

五級 / $260 $320

六級 / $285 $340

七級 / $310 $370

八級 / $340 $420

小提琴研習費用

編號 課程名稱 星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收費及堂數

T22 5 級樂理 個別預約 個別預約 6 歲以上 個別預約 $205/45 分鐘

5 級樂理

練琴服務
本會所為鋼琴研習學員提供練琴服務，如需借用琴室請先向中心職員預約。

日期 時間 行政費用

逢星期一至五 下午 2 時 30 分至 9 時 30 分
直立式鋼琴：$30/30 分鐘
模擬考試琴：$50/30 分鐘　逢星期六 上午 10 時 30 分至 9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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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育 運 動 幼 兒 篇

編號 課程名稱 星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收費及堂數

T26 PRE-SCHOOL BALLET
( 芭蕾舞啟蒙課程 ) 四 3:45pm-4:30pm 3-5 歲 10 $125/ 堂

PRE-SCHOOL BALLET ( 芭蕾舞啟蒙課程 )

內容︰課程教授以故事、歌唱、角色扮演及遊戲使小朋友領略舞蹈的樂趣增加對音樂的反應及節奏感，
加強手腳的協調性。

備註︰學員需穿著芭蕾舞衣及跳舞鞋，可於上堂時向導師代購。

編號 課程名稱 星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收費及堂數

T27 幼兒芭蕾舞 四 4:45pm-5:30pm 5-12 歲 10 $130/ 堂

編號 課程名稱 星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收費及堂數

T29 幼兒籃球訓練 四 5:45pm-6:45pm 3-6 歲 8 $115/ 堂

幼兒籃球訓練

內容︰課程配合不同遊戲及模擬比賽練習，讓幼兒認識運球、傳球及步法訓練等，
從中學習遵守紀律，提高對學習籃球的興趣。

備註︰學員須穿著運動服上課及不脫色平底球鞋。

體 育 運 動 兒 童 篇Aikido( 合氣道 ) 

內容︰通過現代化的練習方式教授學員們合氣道的禮儀和紀律，並且透過遊戲的方式去增強學員的體能
和身體素質，同時以師生互動的形式去學習合氣道的防禦，踢腳，翻滾和落地技巧，令課堂更加
生動，從而培養學員對合氣道的興趣。

師資︰覃 Sir ( 世界合氣道武藝聯盟 (WHMAF) 認可世界教練資格 )
備註︰上堂時須穿著道袍，可向導師代購買，費用由導師收取

編號 課程名稱 星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收費及堂數

T31 合氣道 六 10:00pm-11:00pm 4-12 歲 12 $130/ 堂

編號 課程名稱 星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收費及堂數

T32 跆拳道 六 11:00am-12:00pm 4-12 歲 12 $130/ 堂

TAEKWONDO( 跆拳道 ) 

內容︰跆拳道是一種充滿刺激及極具紀律性的運動。它的精神能給予學

員高度的思考訓練，勤習者不但可強身健體，思考敏捷，更能作

自衛之用。教授基本跆拳道，課程循序漸進，適合初級者參加，

定期進行升級考試。

師資︰覃 Sir ( 韓國國技院認可之黑帶資格 )

備註︰上堂時須穿著道袍，可向導師代購買，費用由導師收取。

1.	 如黃色、紅色暴雨警告或一號、三號颱風警告在會所開放時段內發出，會所照常開放，室內活動及訓練程序如常進行，戶外活動則參閱 ( 上表 )。為以
策安全，請參加者及家長自行考慮各地區之天氣、道路及交通情況；決定前往會所與否。惟在此情況下缺席的課堂或活動，均不獲補課或退款，敬請留意； 
When Amber/Red Rainstorm Warning Signal or Typhoon Signal No. 1 / 3 is issued during normal opening hours, the centre will remain open; training 
programmes/indoor activities will start as normal. For outdoor activities, please refer to the above chart. To ensure safety, participants and parents should 
decide whether to proceed with their journey to the centre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weather, traffic and road conditions. Under such circumstance, if the 
participants decide not to attend the classes/activities, no refund/make-up classes will be arranged. 

2.	 如黑色暴雨警告在會所開放時段內發出，會所內已開始之室內活動及訓練程序將作有限度服務至該節完結，未開始之室內活動及訓練程序將取消。此
外，有需要時會所會安排會友及參加者在安全的情況下離開。年齡於 14 歲或以下之青少年會友，必須由家長 / 成人陪同下或同意下離開。如黑色暴雨
警告在會所開放前發出，會所將暫停服務直至警告取消兩小時後照常運作； 
When Black Rainstorm Warning Signal is issued during normal opening hours, the indoor activities/training programmes that have already started will 
continue to a limited extent until the end of the session. Outdoor activities/training programmes that have not yet started will be cancelled. Also, the centre 
will ensure that conditions are safe before allowing members to return home. Members aged 14 or under who want to leave must obtain approval of or be 
accompanied by parents/adults. If Black Rainstorm Warning Signal is issued before normal opening hours, the centre will close and re-open 2 hours 
after the signal is lowered.

3.	 如天文台宣佈在未來數小時內將發出三號颱風警告或已懸掛起紅色 /黑色暴雨警告時，在此期間所有會所舉辦之戶外活動將全部取消，正在進行的戶
外活動，亦會在安全情況下折返； 
If the Hong Kong Observatory announces that Typhoon Signal No. 3 will be issued in the ensuing hours or Red/Black Rainstorm Warning Signal is 
issued, all outdoor activities which are scheduled to begin will be cancelled. The ongoing outdoor activities will stop. 

4.	 如會所開放時段內天文台發出八號颱風預警，會所將維持開放，正在進行之室內活動及訓練程序將作有限度服務至該節完結，或因應實際情況安排作
有限度改動。未開始之室內活動及訓練程序將全部取消。在途中之會友請不要繼續前往會所，已到達之會友則會安排在安全情況下離開。年齡於 14 歲
或以下之青少年會友，必須由家長 / 成人陪同下或同意下離開； 
If the Hong Kong Observatory announces that Typhoon Signal No. 8 will be issued during normal opening hours, the centre will remain open. The 
indoor activities/training programmes that have already started will continue to a limited extent, subject to actual circumstances. The indoor activities/
training programmes that have not yet started will be cancelled. Members who are on their way to the centre should not continue with their journey to 
the centre. Members who have already arrived at the centre should leave when conditions are safe. Members aged 14 or under who want to leave must 
obtain approval or be accompanied by parents or adults.

5.	 在八號或以上颱風警告或「極端情況」生效期間，會所將暫停服務。當以上警告取消後，會所服務將於兩小時後照常運作。但如政府公佈颱風後「極
端情況」，會所將繼續暫停服務至政府取消「極端情況」兩小時後才提供服務。為以策安全，請參加者及家長自行考慮各地區之天氣、道路及交通情況；
決定前往會所與否。惟在此情況下缺席的課堂或活動，均不獲補課或退款，敬請留意； 
When Typhoon Signal No. 8 or “Extreme Conditions” is issued, the centre will close and re-open 2 hours after the signal is lowered. If the government 
announces that “Extreme Conditions” after super typhoons is issued, the centre will remain close and re-open 2 hours after the government cancels the “Extreme 
Conditions”. To ensure safety, participants and parents should decide whether to proceed with their journey to centre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weather, traffic and 
road conditions. Under such circumstance, if participants decide not to attend the classes or activities, no refund/make-up classes will be arranged. 

6.	 如黑色暴雨警告、八號颱風警告或「極端情況」之取消時間距離會所停止服務時間不足3小時，所有活動及訓練程序將會取消，會所亦會暫停開放； 
When Black Rainstorm Warning Signal, Typhoon Signal No. 8 or “Extreme Conditions” is cancelled less than 3 hours before normal closing 
hours, all activities/training programmes will be cancelled. The centre will remain closed. 

7.	 如因天氣關係而取消之活動及訓練程序，本會所恕不作補堂或退費。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No refunds/make-up classes will be arranged for all cancelled activities/programmes due to inclement weather.

服務 / 活動類別
Services

暴雨警告訊號
Rainstorm Warning Signal

颱風訊號
Typhoon Signal

超強颱風後引致
After Super 
Typhoons

 
「極端情況」

Extreme 
Conditions

會所開放
Opening hours √ √

×
( 見註 2)

(See Note 2)
√ √ × ×

訓練程序
Training Programmes √ √

×
( 見註 2)

(See Note 2)
√ √ × ×

室內活動
Indoor Activities √ √

×
( 見註 2)

(See Note 2)
√ √ × ×

戶外活動
Outdoor Activities

電話查詢
Telephone 

Inquiry
× × √ × × ×

颱風、暴雨警告或超強颱風後「極端情況」訊號下活動安排
Arrangements Under Inclement Weather
√表示開放或如期舉行 × 表示停止服務
√ Open   ×Closed

45 46

幼兒芭蕾舞

內容︰根據英國皇家舞蹈學院分級考試內容，教授芭蕾舞的舞步及技巧，
令兒童能有規劃、有系統地學習古典芭蕾舞。
備註︰學員須穿著芭蕾舞衣及跳舞鞋，可於上堂時向導師代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