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 
7-8月 暑期活動 

 



幼兒全日託管服務 

小寶寶暑期樂 

半日:$80   單日:$150   一星期:$700   全月:$2500 

日期：7月6日至8月29日(共八星期) 
時間：上午10:00-下午5:00 
地點：本中心 
對象：3-5歲幼兒 

小朋友放暑假，去哪裡好?來中心渡過一個 
難忘的暑假，從中學習並得到啟發，有助 

幼兒全面發展。 

備註: 
*全月報名優先取錄 
*如有興趣，可向梁姑娘/周姑娘查詢 
*膳食需另外收費 : 每餐$12 
*如不選擇於中心訂餐，請自備午膳予幼兒 
*活動有機會按當日實際情況有所調動 
*7月18日及8月15日暫定為親子日 
*8月29日暫定為暑期結業派對 

時間/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0:00-10:30 
 

 

歡迎/早點時間 

 

10:30-11:00 
 

 

早晨鬆一鬆 
 

精選活動 
 

 

11:00-12:00 
 

親親大自然 
 

 

互動英語 
 

 

故事園地 
 

中文百科 
 

親親大自然 
 

小組活動 
/親子日 

 

 

12:00-13:00 
 

 

親親大自然 
 

 

扭扭樂 
 

 

小小數學 
 

 

奇趣科學 
 

 

小組活動 

 

13:00-14:00 
 

 

午膳 

 

14:00-14:30 
 

 

閱讀/休息時間 

 

14:30-15:30 
 

 

煮飯仔 
 

 

桌遊天地 
 

 

手指畫畫 
 

 

動畫分享 
 

齊玩小手工 

 

15:30-16:30 
 

 

生活小百科 
 

團體活動 
 

運動小子 
 

動畫分享 
 

音樂動動 

 

16:30-17:00 
 

 

茶點/分享/整理 
 



英語遊樂故事園 
內容: 本課程透過兒童故事教材，並加入主題遊戲及美勞，訓練幼兒說、演故事

及閱讀故事書的能力之餘，讓幼兒快樂地學會簡單的英文單字及句子。 

日期: (逢星期一) 8月3、10、17、24及31日 
時間: 下午4:45-下午5:45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3-6歲 (K1-K3學生) 名額: 4-10名 

費用: 每堂$80，全期$330 【共5堂】  截止報名: 可插班 

幼兒玩樂數學 
內容: 利用適合幼兒的教材，以輕鬆生動的教法，如手藝創作、角色扮演、遊戲

比賽，指導幼兒認識七巧板、幾何圖形、數字特性、點線面、基本加減法
等等，期望幼兒透過學習，培養數學的認知觸覺和尋根究底的興趣。 

日期: (逢星期一) 7月20及27日、8月3、10、17及24日 
時間: 上午10:45-上午11:45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3-6歲 (K1-K3學生) 名額: 4-10名 

費用: 每堂$80，全期$420【共6堂】  截止報名: 開課前一星期 

幼兒英語動動樂 
內容: 配合輕鬆有趣的遊戲及音樂，教授幼兒簡易英語，齊齊愉快學習! 

日期: (逢星期二) 6月23及30日; 7月7、14、21及28日;8月4、11及25日 
時間: 下午4:30-下午5:3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3-6歲 (K1-K3學生) 名額: 4-8名 

費用: 每堂$60，全期$430 【共9堂】  截止報名: 開課前一星期 
備註: 參加者需穿著輕便衣服及自備水樽 

幼兒科學大全-光學篇 
內容: 透過手工製作及進行實驗，活動式教育幼兒認識光學相關的科學知識，以

觸角感受科學理論，培養他們的探索及研究精神。 

日期: (逢星期二) 7月14、21、28日;8月4及11日 
時間: 下午3:30-下午4:3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3-6歲 (K1-K3學生) 名額: 4-10名 

費用: 每堂$60，全期$260 【共5堂】  截止報名: 可插班 



幼動音樂奇遇劇 
內容: 戲劇和音樂除可吸引幼兒專注和投入，亦是英語學習的最佳媒介。透過英

語音樂劇演繹和教學活動，提升他們以英語溝通表達的技巧和演説能力。
課程總結時，幼兒將表演一套精彩的英文劇目。 

日期: (逢星期四) 7月16、23及30日、8月6及13日 
時間: 下午3:00-下午4:0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3-6歲 (K1-K3學生) 名額: 4-10名 

費用: 全期$380 【共5堂】  截止報名: 開課前一星期 
備註: 此為連貫性課程，如缺課可能會影響劇目最終演出 

幼兒魔術大師 
內容: 課程教授簡單魔術，讓幼兒了解魔術的演繹及手法，培養他們對魔術的興

趣。課程附送一套魔術大師套裝。 

日期: (逢星期二) 7月21及28日;8月4、11及18日 
時間: 上午10:30-上午11:3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3-6歲 (K1-K3學生) 名額: 4-10名 

費用: 每堂$70，全期$320 【共5堂】  截止報名: 開課前一星期 

智創手工藝 
內容: 導師運用工藝材料，包括塑膠珠、彩沙、小木塊等教導幼兒塑造出具創意

的精品，例如小動物匙扣、七彩小瓶、幻變玫瑰，令幼兒感受到手工創作
的變化和立體感，培養他們的耐性，增加對使用工藝材料的認識和掌握。 

日期: (逢星期三) 7月29日、8月5、12、19及26日 
時間: 下午4:45-下午5:45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3-6歲 (K1-K3學生) 名額: 4-10名 

費用: 每堂$60，全期$260 【共5堂】  截止報名: 開課前一星期 

升小一預備班 
內容: 根據小學課程內容作為藍本，由淺入深教導，讓幼兒更容易適應小學課程。

過程中，中文科主要協助幼兒的詞語運用，閱讀理解；英文科幫助加強基
礎文法、默寫、引導式寫作；數學科則着重心算丶計算步驟、文字題處理
技巧。 

日期: (逢星期四) 7月16、23及30日、8月6、13及20日 
時間: 下午4:00-下午5:0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升小一學生 名額: 4-10名 

費用: 每堂$80，全期$440【共6堂】  截止報名: 開課前一星期 



非凡無火煮食班 
內容: 教導幼兒無火煮食的烹煮技巧，讓幼兒全程參與製作色香味俱全的餐餚，

於無火煮食中尋找樂趣。 

日期: (逢星期五) 7月31日、8月7、14、21及28日 
時間: 下午3:30-下午4:3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3-6歲 (K1-K3學生) 名額: 5-10名 

費用: 每堂$70，全期$320 【共5堂】   截止報名: 可插班 
備註: 幼兒需自備食物盒、餐具及圍裙 

幼兒畫畫工房 
內容: 畫畫是幼兒最能表達自我認識的方法，透過教授線條繪畫，培育幼兒的表

達技巧和創意外，視覺空間感也得以發展。 

日期: (逢星期五) 7月10、17、24及31日; 8月7、14、21及28日 

時間: 下午4:45-下午5:45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3-6歲 (K1-K3學生) 名額: 5-10名 

費用: 每堂$60，全期$450 【共8堂】  截止報名: 可插班 
備註: 此為恆常班 

幼學識字樂 
內容: 將漢字與日常生活詞語結合學習，教授幼兒理解筆劃的分類、筆順規則、

部首名稱，讓他們有技巧地識字，甚至創作短句，為中文書寫及默寫字詞
建立良好基礎。 

日期: (逢星期五) 7月24及31日; 8月7、14及21日 

時間: 上午11:45-下午12:45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3-6歲 (K1-K3學生) 名額: 4-10名 

費用: 每堂$70，全期$330 【共5堂】  截止報名: 開課前一星期 

迪士尼的繽紛茶會 
內容: 課程以柔軟易塑的輕黏土，揉合了多元化的美勞素材和微縮景品，教導幼

兒創作不同的迪士尼角色 : 米奇老鼠及公主系列、繽紛色彩的甜品點心、
別緻精巧的茶具和典雅大方的場景，拼砌創作成一個獨特生動的茶會作品。 

日期: (逢星期四) 7月30日;8月6、13、20及27日 
時間: 下午5:00-下午6:0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3-6歲 (K1-K3學生) 名額: 5-10名 

費用: 全期$350 【共5堂】  截止報名: 開課前一星期 

備註: 此為連貫性課程，幼兒在最後一堂才能取回作品，如缺課可能會影響作品
的完整性 



普通話遊樂故事園 
內容: 精選及編製多個故事題材，每堂加入主題遊戲及美勞，訓練幼兒說及閱讀

故事的能力之餘，讓其更了解故事內容，學會簡單的詞彙及句子語音，提
高幼兒的口語會話能力。 

日期: (逢星期六) 第一期:6月27日、7月4、11、18及25日;  
           第二期:8月1、8、15、22及29日 

時間: 上午10:00-上午11:0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3-6歲 (K1-K3學生) 名額: 4-10名 

費用: 每堂$70，全期$330 【共5堂】   截止報名: 可插班 

幼兒Hip Hop舞 
內容: 以節奏明快的音樂配合簡單舞步，提升幼兒專注力、身體協調性、音樂感

及空間感。 
日期: (逢星期六) 6月27日、7月4、11、18及25日; 8月1、8、15及22日 
時間: 下午3:00-下午4:0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3-6歲 (K1-K3學生) 名額: 5-10名 

費用: 每堂$80，全期$690 【共9堂】  截止報名: 可插班 
備註: 1.此為恆常班 ; 2.參加者需穿輕便服飾及自備水樽 

朋友仔—幼兒社交小組 
內容: 小組以遊戲形式進行，於彼此互動的過程中，訓練幼兒基本表達及溝通技

巧，學習與人快樂相處。 

日期: (逢星期四) 7月23、30日及8月6、13及20日 
時間: 上午11:00-中午12:0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3-6歲 (K1-K3學生) 名額: 5名 

費用: 全期$150 【共5堂】  截止報名: 開課前一星期 
備註: 幼兒須具備基本語言能力 

幼兒Ukulele小結他 
內容: 課程將教授基本指法及和弦伴奏，讓幼兒從小培養對音樂的興趣，過程中

更會與其他幼兒一起彈唱，一起分享音樂的樂趣! 

日期: (逢星期六) 6月27日、7月4、11、18及25日; 8月1、8、15及22日 
時間: 下午4:15-下午5:15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3-6歲 (K1-K3學生) 名額: 4-6名 

費用: 每堂$80，全期$690 【共9堂】  截止報名: 開課前一星期 
備註: 1.此為恆常班 ; 2.上課提供樂器，並提供免租借服務(按金$200)  



暑期課餘託管及升學預備 

協助學生解決學習疑難及溫故知新，
培養正確的讀書態度。亦有一系列課
外活動，培養及發掘個人興趣。 

日期 費用 

20/7-31/7(共10天) HK$750 (舊生)  
HK$900 (新生) 

3/8-28/8(共20天) HK$1250 (舊生)  

HK$1400 (新生) 

全期 20/7-28/8(共30天) HK$1650 (舊生) 

HK$1800 (新生) 



第 

備註: 
1. 師生比例為1:5。 
2. 如屬升小五及小六學生，可同時報讀C組及呈分試組。 
3. 名額有限，額滿即止。 

4. 如有任何疑問，請向彭sir查詢。 

時間 星期二/四 

下午5:30-下午6:30 
(共1小時) 

A組(升小一至小二學生)  

C組(升小五至小六學生) 

下午6:30-晚上7:30 
(共1小時) 

B組(升小三至小四學生)  

呈分試組(升小五至小六學生) 

日期：21/7-27/8，共12堂(逢星期二及四)  
地點：本中心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每組5名，共20名 
截止報名日期: 5/7 

針對學童的英文和數學，鞏固
他們的基礎，令學童更容易理
解相關學科的基本概念。另設
針對小學呈分試要求的訓練班，
提供對應的答題技巧，幫助學
童提高考試成績。 

 全期費用 
 

    HK$1000 (舊生) 

HK$1200 (新生) 

專科補習班及呈分試訓練班 



發明天才愛迪生 
內容: 帶領學員體會愛迪新的發明歷程，學習及應用有關力學、電與電腦等科學

知識，動手製作愛迪生的發明品，如小型擴音機、實用燈泡電燈、活動光
影機、直流電力馬達系統等。 

日期: (逢星期一) 7月22及29日、8月5、12及19日 
時間: 上午10:30-上午11:3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6–12歲兒童(小一至小六學生) 名額: 4-10名 

費用: 每堂$70，全期$300【共5堂】  截止報名: 開課前一星期 

兒童魔術大師 
內容: 課程教授簡單魔術，讓兒童了解魔術的演繹及手法，培養他們對魔術的興

趣。課程附有一套魔術大師套裝。 

日期: (逢星期二)  7月21及28日;8月4、11及18日 
時間: 上午11:30-下午12:3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6–12歲兒童(小一至小六學生) 名額: 4-10人 

費用: 每堂$80，全期$360 【共5堂】 截止報名: 開課前一星期 

司儀口才與廣播劇 
內容: 加深兒童對司儀及廣播劇的了解，讓他們掌握做廣播劇及司儀的知識及技

巧，培養說話的藝術，加強他們的自信心。 

日期: (逢星期二) 7月21及28日、8月4、11、18及25日 
時間: 上午11:45-下午12:45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小一至小三 / 小四至小六 名額: 4-10名 

費用: 每堂$80，全期$420 【共6堂】  截止報名: 開課前一星期 

YouTuber新人王 
內容: 課程讓兒童在鼓勵性的環境下發揮創意，學習擬定主題及寫稿編劇，訓練

他們的說話表達能力。亦會學習拍片前的預備細節，利用簡單器材拍攝高
質素短片，以及上載上網站的方法等。 

日期: (逢星期三) 7月22及29日、8月5、12及19日 
時間: 下午3:00-下午4:0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6 – 12歲兒童(小一至小六學生) 名額: 4-10人 

費用: 每堂$80，全期$380 【共5堂】 截止報名: 開課前一星期 



樂趣兒童數學 
內容: 此課程透過日常生活實例教授兒童基礎數學如「公式運用」與邏輯推理如

「應用題運用」，融會貫通地應用數學知識。 

日期: (逢星期三) 7月22及29日 ; 8月5、12、19及26日 
時間: 上午11:45-下午12:45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小一至小三 / 小四至小六 名額: 4-10名 

費用: 每堂$80，全期$460【共6堂】  截止報名: 開課前一星期 

民族藝術興趣班 
內容: 民族藝術充滿特色，活動讓小朋友嘗試接觸藝術領域多元面向，一方面發

揮創意，一方面形式少數族裔文化。 

日期: (逢星期四) 8月6、13、20及27日 
時間: 上午10:30-上午11:45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6 – 12歲兒童(小一至小六學生) 名額: 4-10名 

費用: 全期$200 【共4堂】  截止報名: 開課前一星期 

考古發掘團   
內容: 本課程中，學員不但可以學習考古發掘的知識，還可以利用工具發掘中國

及埃及文物、恐龍骸骨等，亦可製作軟陶文物，學習正確的文化保存工作。 

日期: (逢星期五) 7月24及31日、8月7、14及21日 
時間: 上午10:30-下午11:3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6-12歲兒童 (小一至小六學生) 名額: 4-10名 

費用: 每堂$60，全期$280 【共5堂】  截止報名: 開課前一星期 

快樂小伙子-兒童社交小組   
內容: 小組以團體遊戲、角色扮演，提升兒童社交能力，建立正面的人際交往關

係。 

日期: (逢星期五) 7月3、10、17及24日 
時間: 下午6:00-晚上7:0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小一至小六學生 名額: 4-6名 

費用: 全期$160 【共4堂】  截止報名: 開課前一星期 



兒童HIP HOP 舞 
內容: 以節奏明快的音樂配合簡單舞步，提升兒童專注力、身體協調性、音樂感

及空間感。 
日期: (逢星期六) 

6月27日; 7月4、11、18及25日; 8月1、8、15及22日; 

時間: 下午4:00-下午5:0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6 – 12歲兒童(小一至小六學生) 名額: 8-10名 

費用: 每堂$80，全期$690 【共9堂】  截止報名: 開課前一星期 
備註: 1.此為恆常班; 2.參加者需穿輕便服飾及自備水樽  

兒童Ukulele小結他 
內容: 課程將教授基本指法及和弦伴奏，讓兒童從小培養對音樂的興趣，過程中

更會與其他小朋友一起彈唱，一起分享音樂的樂趣! 

日期: (逢星期六) 
6月27日; 7月4、11、18及25日; 8月1、8、15及22日; 

時間: 下午5:15-下午6:15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6-12歲兒童 (小一至小六學生) 名額: 4-6名 

費用: 每堂$80，全期$690 【共9堂】  截止報名: 開課前一星期 
備註: 1.此為恆常班 ; 2.舊生優先報名 ; 3.上課提供樂器，並提供免租借服務

(按金$200) 

童行成長小組(I)-情緒管理   
內容: 小組透過遊戲學習、互動分享、影片觀賞等，讓小朋友認識各種情緒反應，

同時學習表達及控制自己的情緒，建立正面的社交關係。 

日期: (逢星期五) 8月7、14、21及28日 
時間: 下午6:00-晚上7:0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小一至小六學生 名額: 4-6名 

費用: 全期$160 【共4堂】  截止報名: 開課前一星期 

爆旋陀螺交流會 
內容: 學習組裝陀螺，與其他學員分享組裝陀螺的心得。擴闊社交圈子。陀螺亦

包含了科學元素，有助學員發展思維。 

日期: (逢星期六) 7月4、11、18及25日  
時間: 下午3:00-下午4:3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6-12歲 兒童 (小一至小六學生) 名額: 5 - 8名 

費用: 全期$220 【共4堂】  截止報名: 開課前一星期 
備註: 1.每位學員附送兩個爆旋陀螺 ; 2.中心提供陀螺戰盤  



暑期棋藝樂 
內容: 透過不同種類的棋藝，訓練學員的專注力，展現獨立解難能力及學習情緒

管理等。 

日期: (逢星期六) 7月4、11、18及25日 
時間: 下午5:00-下午6:0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6-12歲 兒童 (小一至小六學生) 名額: 5-8名 

費用: 全期$50 【共4堂】  截止報名: 開課前一星期 

主題通識教室(I)—飛天遁地之天文地理 
內容: 學校、課本以外充滿各樣有趣知識，小朋友可在活動中透過不同遊戲學習、

手工勞作認識主題；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從活動中了解奇妙的。 

日期: (逢星期六) 8月1、8、15及22日 
時間: 下午6:00-晚上7:0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6-12歲 兒童 (小一至小六學生) 名額: 6-8名 

費用: 全期$120 【共4堂】  截止報名: 開課前一星期 

模型樂趣多 
內容: 課程將以簡易BB高達模型為教材，透過砌模型的過程，學習基本的組裝，

從而提升學員對模型的興趣，以及培養耐性。 

日期: (逢星期六) 8月1、8、15及22日 
時間: 下午3:30-下午5:0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6-12歲 兒童 (小一至小六學生) 名額: 5-8名 

費用: 全期$200【共4堂】  截止報名: 開課前一星期 
備註: 1.每位學員附送兩隻模型; 

2.兒童在最後一堂才能取回完成作品，如缺課可能會影響作品的完整性。 



瑜伽伸展班 
內容: 透過一連串的瑜伽動作，強化肌肉力量，增加身體柔軟度，擴展肺氧量，

而且還能放鬆舒壓，是理想的修身養心方法。 
日期: (逢星期二) 7月7、14、21及28日; 

           8月4、11、18及25日 
時間: 上午10:30-上午11:3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區內婦女(70歲以下) 名額: 5-12名 

費用: 每月$70，全期$530【共8堂】 截止報名 可插班 

備註: 1.此為恆常班 ; 2.請自備軟墊上課 ; 3.3-6歲幼兒可申請暫託服務($10) 

藝術手工坊—鐵線扭扭樂 
內容: 利用不同顏色的鐵線(銻線/鋁線)創作不同製成品，除了英文書籤及立體

擺設外，加上不同配件更可變化成鎖匙扣、便條夾、電話繩。 
日期: (逢星期二) 7月7、14、21及28日  

時間: 晚上6:30-晚上7:3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中心會員 名額: 5-8名 

費用: 全期$120 【共4堂】 

婦女季聚-夏日傾情 
內容: 透過輕鬆的活動，例如手工、煮食、編織等與他人交流分享，擴闊生活

圈子，認識更多朋友。 
日期: (星期一) 7月13日 

時間: 上午11:00-12:0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區內婦女 名額: 5-10名 

費用: $20 

備註: 3-6歲幼兒可申請暫託服務($10) 

金曲卡啦OK分享 
內容: 透過卡拉OK點唱，讓參加者度過一個愉快悠閒的下午 

日期: (逢星期五) 7月10及24日 ; 8月7及21日 

時間: 下午3:30-下午5:3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中心會員 名額: 12名 

費用: 每月$10 

備註: 每人平均可點一首歌 



醫社連心-養生保健講座 
內容: 以淺白而明的方式與參加者分享養生保健心得。 

日期: (逢星期三) 7月8日 ; 8月5日 

時間: 上午11:00-中午12:0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任何人士 名額: 10-25名 

費用: 全免 

造型饅頭製作班 
內容: 親手製作一個由麵粉開始搓的得意造型饅頭(如動物,卡通,公仔),並可把

成品帶回家與家人分享。 
日期: (逢星期四) 7月9及23日; 8月6及20日 

時間: 下午3:30-下午5:3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中心會員 名額: 10名 

費用: 每堂$80 

備註: 1.參加者需自備食物盒 ; 2.每人可製作兩個饅頭 

風箏工作坊 
內容: 親手製作一個屬於自己的風箏。 

日期: (逢星期四) 7月16及30日; 8月13及27日 

時間: 下午4:00-下午5:30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中心會員 名額: 8名 

費用: 每期$50【共2堂】 



活動報名及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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