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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30-12:00

一

13:30-17:30

17:30-21:00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中心全面開放 中心局部開放，只限參加班組及活動人士內進 ＊ 公眾假期暫停開放

天氣情況

發出1號熱帶氣旋

發出3號熱帶氣旋

預報稍後時間改發8號或以
上熱帶氣旋警告訊號

發出8號熱帶氣旋警告訊號

發出黃色暴雨警告

發出紅色暴雨警告

發出黑色暴雨警告

雷暴警告

中心室內活動

幼兒活動

水上活動

幼兒活動

暫停開放照常開放 活動取消/即時停止照常進行

6  -  24歲之興趣班、小組及活動

幼兒活動 幼兒活動

6  -  24歲之興趣班、小組及活動

前兩小時 開放期間

中心開放

舉行前兩
小時

舉行期間

中心室內活動 中心室內活動

舉行前兩
小時

舉行期間

戶外活動

中心開放時間表中心開放時間表

惡劣天氣活動指引惡劣天氣活動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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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神託會點滴時刻



*註：綜援人士請於報名時出示有關証明文件，可免費入會及續証。

會籍性質

個人會籍

家庭會籍

學校會籍

申請資格

6歲 - 24歲

可包括最多4名個人會籍之會員，成
員可以是3歲 - 24歲人士及其父母或
監護人

中心指定友好學校就讀之學生方可成
為會員

續會/新會籍費用

$29

$50
(以會籍計算)

不適用

會籍有效日期

由會籍生效日期

起計算，到期日

為每年3月31日

會員須知及守則

1.
2. 

3.

4. 
5.
6.
7.

會員有效期至每年3月31日，逾期者須辦理續証手續，否則視作退出服務。
如個人會員欲聯同家人(直系親屬或監護人)轉換為家庭會員，需重新填寫家庭會員申請表，並繳交家庭會員申請費用，
而較早前已繳付之個人會員申請費將不獲退還。
如家庭會員欲添加人數，該人士必需為直系親屬或監護人，添加後成員數目必需在四人或以下。在此情況下各家庭會
員的會員有效期均與添加成員前之家庭會籍相同。
個人資料若有更改(包括地址及電話)，會員須盡快通知本中心。
申請人提供之個人資料必須真實、準確有效及完整。
遞交表格時必須出示印有姓名、出生日期、性別的身份證明文件(如香港身份証，學生手冊等)，以供核實。
會員必須遵守本會及本單位規則，及遵守本會職員指導

1.

2. 

申請退出會籍

於會員到期日前，會員有權退出中心會籍。如欲退出會籍，必須親自透過電話或親臨通知中心辦理退出手續，唯已繳
交之會籍費用一概不予退還。
如會員於會籍逾期後仍未有辦理續証手續，本會則作退出會籍論。

個人資料使用

為配合《2012年個人資料(私隱)(修訂)條例》，中心將會收集會員的個人資料(包括閣下姓名、聯絡資料)，透過郵寄印刷
品、電郵、電話和傳真，作為通訊、推廣活動、籌募、收集意見的用途。如會員反對其個人資料作上述之用途，請以書面
方式作出反對，並郵遞或電郵至本中心。在未有收到會員通知反對的情況下，本中心會繼續使用其個人資料作上述之用，
直至本會接獲會員的另行通知為止。另外，本中心不會以任何形式出售、租借或轉讓你的資料予任何人士或組織。

會員知多D會員知多D



1.

2. 
3.

4.

5.
6.
7.

活動報名及退款

如欲申請參加中心舉辦之興趣班、小組或活動，歡迎到中心辦理報名手續。如以支票付款，
支票抬頭請寫「Stewards」或「香港神託會」。 
所有班/組/活動一經繳費，恕不退款。 
如活動取消或改期，中心最少於活動舉行前三天通知參加者及安排退款，並會於原定活動日期起計一個月後
退回有關款項。參加者須於獲通知後三個月內憑收據領取退款，否則款項將撥作慈善用途。 
所有興趣班及活動若因天氣而取消，或因導師請假以致停課，中心將會盡早通知參加者，並另定補課日期。
如因某些原因而未能安排補堂，中心將會安排退款。但參加者自行缺席，則不予以補堂或退款。 
戶外活動參加者如未滿18歲，需出示活動責任聲明書，否則，中心有權拒絕參加者出席當天活動，亦不獲退款安排。 
所有活動之截止報名日期為活動開始前3天。 
未滿14歲之兒童若自行到中心報名活動，報名時需遞交「自行報名家長同意書」。

1.
2. 

3.

4.

5.

6.

退出服務（活動）

參加者如因個人理由欲退出已報名之活動，請預先通知單位職員，所繳交之費用一概不予退回。
參加者可向單位申請轉報其他活動。詳情如下： 
 i. 轉班程序不適用於興趣班。 
 ii. 轉班只適用於同一季同一價錢或高於原有價錢之班組。 
 iii. 轉班手續只限因學校活動以致全期活動不能參與之人士申請。 
 iv. 轉班手續必須於已報活動開始前7天及新活動開始前3天完成。 
若活動因名額不足或舉行活動當日天氣問題而取消或改期之活動，單位原則上將退回款項給參加者；
惟因提供有關活動之相關機構可能已向單位收取費用（例如：營地膳食費），單位將於扣除有關支出後，
退回餘款給參加者。 
凡本會接納之退款申請，按本會財務處理程序，參加者於職員通知退款起3個月內憑活動收據到單位辦理退款手續，
逾期3個月無效，而未能交回原本已發出的收據者，其退款申請可以不受理，款項均撥作慈善用途。 
除特別註明外，參加單位所提供的一切活動、使用康樂設施、借用圖書及設施，必須為單位有效會員，
並以先到先得及額滿即止為原則。 
單位所提供之部分活動基於程序設計需要或合乎有關機構要求，均在宣傳資料上註明參加者條件或限制(如：年齡)。
一般情況下，未能符合有關條件之人士均不獲接受報名。

1.
2. 
3.
4.
5.

入會申請手續

親臨中心填妥中心會員申請表 
所有申請入會者必須為香港居民 
凡未滿14歲申請表必須有家長/監護人簽署 
繳交相關費用 
必須帶同身份證明文件（例如：身份證/學生手冊等），以便核對資料。 資料經核對無誤後，方可完成登記  

1.

會員續會申請

到中心繳交新一年之會費及辦理續會手續



1.

2.
3.
4.
5.
6.

提供半天支援性質的照顧，協助有需要的家庭，在安全的環境裏督導其六至十二歲之在學子女，
防止獨留子女在家，減少發生意外機會；避免兒童課餘在外流連，受到不良黨群的誘惑。
為學員提供功課輔導，支援功課上的困難。
幫助學員培養有規律生活習慣及課餘作息計劃，加強他們的自我照顧能力。
透過群體活動，提升學員與人相處技巧。
協助學員培養及建立一個健康及積極的價值觀。
託管服務有異於補習社，旨在對學員作出較全面的照顧，非只在學業輔導方面。

服務理念

親臨中心索取報名表，填妥後連同成績表副本及相片一張交回中心。

報名方法

張文昶先生(註冊社工)
羅明明姑娘

查詢

甄選程序

遞交申請表後，職員會按學位空缺情況約見家
長，申請人需由家長陪同進行面試，時間約30
分鐘。面試時請帶備所需文件，包括學員出生
證明文件、家長/監護人住址證明、家庭入息證
明(如需申請資助)。如果名額已滿，將安排作輪
候，直至有學位空缺職員會主動聯絡輪候者。

服務特色

‧ 本中心是社會福利署資助之單位，環境安全及衛生情況 
   達優良水準
‧ 具豐富教學經驗之導師 (部分具10年以上之教學經驗)
‧ 以小組形式教授
‧ 費用已包括每日茶點、獎勵計劃、小組活動等
‧ 經濟有困難之家庭可申請學費資助

時間 名額 費用(每月)

下午3:15 – 晚上7:15 合共32人

$ 1250

$ 1360

$ 1470

費用(每月)

小一至小二

小三至小四

小五至小六

＊逢星期一至星期五，公眾假期休息

2021-2022年度
課餘託管服務

2021-2022年度
課餘託管服務



‧尊重 (嘗試) 

‧接納

‧愛

幼兒
‧責任 (解難) 

‧愛

高小

‧尊重

‧接納 (寬恕)

‧責任

初小
‧接納

‧責任

‧尊重

‧寬恕

家長/親子

‧愛

‧寬恕/接納

‧尊重

‧責任

青少年

理財

社交自理

解難
能力

願景願景

我們相信「愛」、「寬恕」、「接納」、「尊重」和「責任」

是當下社會需要的元素，也是增潤個人成長的要素。

因此，在未來兩年，中心會以此為核心價值，以促進兒童及青少年的成長。



幼兒英語生活故事歷險
Hunt and Brychta

本課程將透過由Roderick Hunt及Alex Brychta 所創作的英文故事系列，圍繞着英
國家庭Chip, Biff 及Kipper他們的日常生活歷險，透過他們一家所遇到的事情，讓
小朋友學習不同的日常生活詞彙及體驗。本課程更能讓小朋友了解不同外國文化
的生活特色，提升小朋友對世界文化的了解。故事內容精彩有趣，結局往往出人
意表。

編號 SKC21LSGC017

日期 20/7/2021 - 
17/8/2021 (星期二)

時間 上午10:00-11:00

堂數 5

收費 $460

對象 3-5歲會員

名額 9

負責職員：袁文詩姑娘 (Janet Miss)
備　　註︰#活動將因應疫情或改為網上進行。
　　　　　#如因天氣關係取消課堂，將於24/8安排一次補堂，敬請預留時間。
　　　　　#缺席課堂亦恕不安排補堂及不作退款。
　　　　　#此課程由首學府提供

幼兒夏日綜合畫班
本課程教授學生不同的繪畫技巧及使用不同的物料，教導學生起稿、構圖、上色
等手法及運用水彩、蠟筆等顏料；針對學習不同的形狀、明度、色彩，鼓勵兒童
的想像力、觀察力及專注力，藉此提高腦力開發及創意潛能。

編號 SKC21LSGC018

日期 20/7/2021 - 
17/8/2021 (星期二)

時間 下午1:30-2:30

堂數 5

收費 $350

對象 4-5歲會員

名額 10

負責職員：袁文詩姑娘 (Janet Miss)
備　　註︰#學生需自備圍裙、手袖 及A3大小畫簿。
　　　　　#活動將因應疫情或改為網上進行
　　　　　#如因天氣關係取消課堂，將於24/8安排一次補堂，敬請預留時間。
　　　　　#缺席課堂亦恕不安排補堂及不作退款。

幼兒暑期興趣班活動幼兒暑期興趣班活動



幼兒夏日Hip Hop班
Hip Hop的舞步充滿動感，可訓練幼兒的身體協調及控制，亦可從集體舞蹈當中
培養團隊精神。

編號 SKC21LSGC019

日期 21/7/2021 - 
18/8/2021 (星期三)

時間 下午1:30-2:30

堂數 5

收費 $350 

對象 3-5歲會員

名額 10

負責職員：袁文詩姑娘 (Janet Miss)
備　　註︰#如因天氣關係取消課堂，將於25/8安排一次補堂，敬請預留時間。
　　　　　#缺席課堂亦恕不安排補堂及不作退款。

幼兒角落生物甜品黏土班
透過搓，揑，切，壓的技巧動作，配合工具，教授不同造型作品，當中可以訓練
到學員小肌肉活動，手眼協調能力，專注有耐性和創意思維，讓學員在趣味中學
習。

編號 SKC21LSGC021

日期 23/7/2021 - 
20/8/2021 (星期五)

時間 下午2:00-3:00

堂數 5

收費 $450

對象 4-5歲會員

名額 10

負責職員：袁文詩姑娘 (Janet Miss)
備　　註︰#活動將因應疫情或改為網上進行
　　　　　#如因天氣關係取消課堂，將於27/8安排一次補堂，敬請預留時間。
　　　　　#缺席課堂亦恕不安排補堂及不作退款。

STEAM 迪士尼科學探索隊
今個暑假，迪士尼科學探險隊帶領小朋友走進科學世界進行神秘探險任務，教授
小朋友製作不同可愛的迪士尼卡通造型的科學作品，過程新奇有趣，啟發小朋友
的創作思維。

課堂內容參考：
1: 大眼仔潛望鏡     4: 三眼仔萬花筒
2: 米奇老鼠走鋼線   5: 毛毛溫度計
3: 史迪仔不倒翁

編號 SKC21LSGC020

日期 22/7/2021 - 
19/8/2021 (星期四)

時間 下午1:30-2:30

堂數 5

收費 $340

對象 3-5歲會員

名額 10

負責職員：袁文詩姑娘 (Janet Miss)
備　　註︰#活動將因應疫情或改為網上進行
　　　　　#如因天氣關係取消課堂，將於26/8安排一次補堂，敬請預留時間。
　　　　　#缺席課堂亦恕不安排補堂及不作退款。
　　　　　#此課程由星兒教育提供

幼兒暑期興趣班活動幼兒暑期興趣班活動



SPEAK LIKE A YOUTUBER
到底YouTuber應具備什麼的表達能力及口才才算合格?本課程將以互聯網YouTu-
ber為基礎，配合不同的Themes 讓小朋友以模擬YouTuber遊戲及社會小知識鼓
勵學員以英語描述不同的事物及表達自己的觀感及想法，增加小朋友的英語詞彙
及對事物的分析能力。本課程主題包括讓學員能自信地以英語表達自己，鼓勵他
們將心中一些天馬行空的構想用豐富的英語詞彙表達出來。

編號 SKC21LSGC022

日期 20/7/2021 - 
17/8/2021 (星期二)

時間 上午11:15 -下午12:15

堂數 5

收費 $460(會員) / $510(非會員)

對象 9-12歲

名額 9

負責職員：袁文詩姑娘 (Janet Miss)
備　　註︰#活動將因應疫情或改為網上進行
　　　　　#如因天氣關係取消課堂，將於24/8安排一次補堂，敬請預留時間。
　　　　　#缺席課堂亦恕不安排補堂及不作退款。
　　　　　#此課程由首學府提供

兒童夏日綜合畫班
本課程教授學生不同的繪畫技巧及使用不同的物料，教導學生起稿、構圖、上色
等手法及運用水彩、蠟筆等顏料；針對學習不同的形狀、明度、色彩，鼓勵兒童
的想像力、觀察力及專注力，藉此提高腦力開發及創意潛能。

編號 SKC21LSGC023

日期 20/7/2021 - 
17/8/2021 (星期二)

時間 下午2:45-3:45

堂數 5

收費 $350(會員) /$400(非會員)

對象 6-12歲

名額 10

負責職員：袁文詩姑娘 (Janet Miss)
備　　註︰#學生需自備圍裙、手袖 及A3大小畫簿。
　　　　　#活動將因應疫情或改為網上進行
　　　　　#如因天氣關係取消課堂，將於24/8安排一次補堂，敬請預留時間。
　　　　　#缺席課堂亦恕不安排補堂及不作退款。

我要做魔術師
本課程以常規近景系列為主，將表演的流程分程序學習，由開場白、自我介紹、
與觀眾互動、至結尾均會有系統地教授學生能掌握每個細節，更能提昇整個表演
質素，直接觸動每位觀眾的神經，帶來強烈震撼的表演效果。

編號 SKC21LSGC024

日期 21/7/2021 - 
18/8/2021 (星期三)

時間 上午10:00-11:00

堂數 5

收費 $400(會員) / $450(非會員)

對象 6-9歲

名額 10

負責職員：袁文詩姑娘 (Janet Miss)
備　　註︰#活動將因應疫情或改為網上進行
　　　　　#如因天氣關係取消課堂，將於25/8安排一次補堂，敬請預留時間。
　　　　　#缺席課堂亦恕不安排補堂及不作退款。
　　　　　#此課程由Magicboy提供

STEM 科學魔術班
課程以一系列科學魔術，揉合製作科學模型，用各種科學原理演繹出不同的魔術
效果。在課堂上，導師會以魔術作為解釋科學的不同原理，亦都可以砌出應用科
學原理的模型，從而增進學生的科學知識。除了令學習有樂趣之餘，學生亦可以
把模型實物帶回家。

編號 SKC21LSGC025

日期 21/7/2021 - 
18/8/2021 (星期三)

時間 上午11:15 -下午12:15

堂數 5

收費 $400(會員) / $450(非會員)

對象 9-12歲

名額 10

負責職員：袁文詩姑娘 (Janet Miss)
備　　註︰#活動將因應疫情或改為網上進行
　　　　　#如因天氣關係取消課堂，將於25/8安排一次補堂，敬請預留時間。
　　　　　#缺席課堂亦恕不安排補堂及不作退款。
　　　　　#此課程由Magicboy提供

兒童暑期興趣班活動兒童暑期興趣班活動



兒童夏日Hip Hop班
Hip Hop 的舞步充滿動感，可訓練兒童的身體協調及控制，亦可從集體舞蹈當中
培養團隊精神。

編號 SKC21LSGC026

日期 21/7/2021 - 
18/8/2021(星期三)

時間 下午2:45-3:45

堂數 5

收費 $350(會員)/$400(非會員)

對象 6-12歲

名額 10

負責職員：袁文詩姑娘 (Janet Miss)
備　　註︰#如因天氣關係取消課堂，將於25/8安排一次補堂，敬請預留時間。
　　　　　#缺席課堂亦恕不安排補堂及不作退款。

數學FUN FUN FUN
遊戲是愉快的學習經驗，本課程運用不同有趣的遊戲，讓學生可以投入數學的世
界，令他們應用相關的知識解決問題，從中學習邏輯推理，多角度思考和基本運
算。學生透過遊戲能主動投入、輕鬆愉快和有效地學習。完成課程後，學生能靈
活地運用不同的數字、符號和概念於日常生活之中。

編號 SKC21LSGC027

日期 22/7/2021-
19/8/2021(星期四)

時間 上午10:00-11:00

堂數 5

收費 $340 (會員)/$390(非會員)

對象 6-8歲 (升小一至升小二)

名額 10

負責職員：袁文詩姑娘 (Janet Miss)
備　　註︰#活動將因應疫情或改為網上進行
　　　　　#如因天氣關係取消課堂，將於26/8安排一次補堂，敬請預留時間。
　　　　　#缺席課堂亦恕不安排補堂及不作退款。
　　　　　#此課程由現代多元教室提供

兒童角落生物甜品黏土班
透過搓，揑，切，壓的技巧動作，配合工具，教授不同造型作品，當中可以訓練
到學員小肌肉活動，手眼協調能力，專注有耐性和創意思維，讓學員在趣味中學
習。

編號 SKC21LSGC030

日期 23/7/2021 - 
20/8/2021 (星期五)

時間 下午3:15-4:15

堂數 5

收費 $450(會員)/$500(非會員)

對象 6-12歲

名額 10

負責職員：袁文詩姑娘 (Janet Miss)
備　　註︰#活動將因應疫情或改為網上進行
　　　　　#如因天氣關係取消課堂，將於27/8安排一次補堂，敬請預留時間。
　　　　　#缺席課堂亦恕不安排補堂及不作退款。

應用題解難班
此課程會教授應用題解題技巧及步驟。

編號 SKC21LSGC028

日期 22/7/2021-
19/8/2021(星期四)

時間 上午11:15 -下午12:15

堂數 5

收費 $340(會員)/$390(非會員)

對象 9-12歲 (升小四至升小六)

名額 10

負責職員：袁文詩姑娘 (Janet Miss)
備　　註︰#活動將因應疫情或改為網上進行
　　　　　#如因天氣關係取消課堂，將於26/8安排一次補堂，敬請預留時間。
　　　　　#缺席課堂亦恕不安排補堂及不作退款。
　　　　　#此課程由現代多元教室提供

STEM 家居電器發明家
本課程透過不同的物料，教授小朋友以簡單工具製作各種科技手工藝品，啟發小
朋友對科學的興趣、創作及聯想能力。同時亦會介紹最新的環保科技，令到小朋
友對科學原理有更深的感覺。
課堂內容參考：
1: 星星幻彩投影燈     4: 手提式電動吸塵器
2: 自製迷你電風扇     5: 自制小枱燈
3: 創意環保電動掛鐘

編號 SKC21LSGC029

日期 22/7/2021-
19/8/2021(星期四)

時間 下午2:45-3:45

堂數 5

收費 $350(會員)/$400(非會員)

對象 6-9歲

名額 10

負責職員：袁文詩姑娘 (Janet Miss)
備　　註︰#活動將因應疫情或改為網上進行
　　　　　#如因天氣關係取消課堂，將於26/8安排一次補堂，敬請預留時間。
　　　　　#缺席課堂亦恕不安排補堂及不作退款。
　　　　　#此課程由星兒教育提供

兒童暑期興趣班活動兒童暑期興趣班活動



編號：SKC21LSGG060

日期：7/9/2021-28/9/2021 (逢星期二)

時間：下午4:00-5:00

地點：本中心

堂數：4

對象：K1-K3 (6-24歲會員之弟弟妹妹) 

費用：$100

名額：6名

內容：透過遊戲、手工、小食製作，學習與

　　　朋友相處，做一名社交達人！

查詢：莊義珊姑娘(註冊社工)

幼兒社交小學堂

編號：SKC21LSGG057

日期：6/7/2021-27/7/2021 (逢星期二)

時間：下午4:00-5:00

地點：本中心

堂數：4

對象：K2-K3 (6-24歲會員之弟弟妹妹) 

費用：$100

名額：6名

內容：透過製作不同小食及甜品，發展幼兒

　　　潛能，提升自信心。

備註：1) 請自備圍裙及食物盒

查詢：莊義珊姑娘(註冊社工)

幼兒P牌小廚

編號：SKC21LSGG058

日期：3/8/2021-24/8/2021 (逢星期二)

時間：下午3:00-4:00

地點：本中心

堂數：4

對象：K1-K3 (6-24歲會員之弟弟妹妹) 

費用：$100

名額：6名

內容：又係時候準備開學了！透過遊戲、手工讓幼兒學習自理技巧，為開學做足準備！

查詢：莊義珊姑娘(註冊社工)

Ready for school – 自理自立我做到

幼兒成長系列幼兒成長系列



編號：SKC21LSGG067

日期：7/7/2021 - 4/8/2021 (逢星期三)

時間：下午3:00-下午4:00 

對象：K1-K3歲兒童 (6-24歲會員之弟弟妹妹)

費用：$250

節數︰5節

名額：6名

地點：本中心

內容：透過積木遊戲，訓練幼兒執行功能，包括反應抑制、工作記憶、持久專注。

查詢：李穎彤姑娘 (註冊社工、DUPLO Play and Learn Level 1&2 帶領員、

　　　DUPLO Six Bricks Level 3 Deep Dive 帶領員)

幼兒執行功能小組

編號：SKC21LSGG059

日期：21/7/2021-18/8/2021 (逢星期三)

時間：下午3:00-4:00

地點：本中心

堂數：5

對象：K2-K3 (6-24歲會員之弟弟妹妹) 

費用：$100

名額：6名

內容：啦啦隊包含有氧運動、跳躍動作、舞蹈及節拍音樂，能有效訓練兒童身體平衡及

　　　大肌肉，提升兒童身體協調能力。

備註：1) 請穿著合適運動服及波鞋

　　　2) 小組組員將有機會獲邀於中心大型活動中表演

查詢：莊義珊姑娘(註冊社工)

幼兒啦啦隊

幼兒成長系列幼兒成長系列



編號：SKC21LSGG085

日期：21/7/2021-11/8/2021(逢星期三)

時間：早上11:00-12:00

地點：本中心及戶外

節數：4節

對象：升小一的會員

費用：$100

名額：6名

內容：即將升上小一的孩子，面對著新環境、新老師、新朋友，

　　　有著全新的挑戰，昶Sir和大家進行不同遊戲及任務，培養他們的解難能力，

　　　學習面對不一樣的環境。

查詢：張文昶先生(註冊社工)

小一我至醒

編號：SKC21LSGG084

日期：12/7/2021-2/8/2021(逢星期一)

時間：下午2:30-3:30

地點：本中心及戶外

節數：4節

對象：升K2-K3(6-24歲會員之弟弟妹妹)

費用：$100

名額：6名

內容：今次昶Sir講故事衝出中心，同小朋友一起去公園，一起聆聽故事，

　　　發揮他們的無限創意，學習自理、情緒控制及兄弟姐妹之間的相處技巧，

　　　可以一起討論故事，發揮他們的表達技巧。

查詢：張文昶先生(註冊社工)

幼兒故事街頭Fun

幼兒成長系列幼兒成長系列



編號：SKC21LSGG068

日期：11/8/2021-8/9/2021 (逢星期三)

時間：下午4:30-下午5:30 

對象：6-10歲兒童

費用：$250(會員)/$300(非會員)

節數︰5節

名額：6名

地點：本中心

內容：千奇百趣的積木活動，提供空間讓兒童發揮好奇心和想像力！藉積木建構活動

　　　增加參加者與人合作、溝通及解難的能力，學習接納他人，融入群體。

　　　（積木活動能訓練兒童的執行功能，包括抑制控制能力、工作記憶、情緒控制及

　　　持久專注！）

查詢：李穎彤姑娘 (註冊社工、DUPLO Play and Learn Level 1&2 帶領員、

　　　DUPLO Six Bricks Level 3 Deep Dive 帶領員)

Lego Land兒童積木樂園 (8-9月)

編號：SKC21LSGG052

日期：16/7/2021-20/8/2021 (逢星期五)

時間：下午2:00-4:00

地點：本中心

堂數：6

對象：6-9歲兒童

費用：$240(會員)/$290(非會員)

名額：8名

內容：透過計劃菜式、購買食材及烹調食物，學習比較價錢及控制成本，

　　　由此培養正確金錢觀。

備註：1) 如有食物敏感，請於報名時向職員說明

　　　2) 請自備食物盒及圍裙

　　　3) 請填寫戶外責任聲明書

查詢：莊義珊姑娘(註冊社工)

小廚當家-齊做小老闆

兒童系列兒童系列



編號：SKC21LSGG054

日期：3/7/2021-25/9/2021(逢星期六)(7/8及28/8除外)

時間：上午9:45-10:30

地點：本中心

堂數：11

對象：6-12歲兒童

費用：$275(會員)/$325(非會員)

名額：8名

內容：舞蹈能協助建立小朋友平衡感，提升肢體控制能力！透過練習，

　　　建立兒童責任感及毅力，提升自信心。

備註：1) 4-6月份參加者優先報名，請先致電查詢餘額及留位

　　　2) 請穿著合適運動服及波鞋

　　　3) 小組組員將有機會獲邀於中心大型活動中表演

　　　4) 此活動以留名方式，無需入韱

查詢：莊義珊姑娘(註冊社工)

舞動童KPOP (7-9月) A組

編號：SKC21LSGG055

日期：3/7/2021-25/9/2021(逢星期六)(7/8及28/8除外)

時間：上午10:30-11:15

地點：本中心

堂數：11

對象：6-12歲兒童

費用：$275(會員)/$325(非會員)

名額：8名

內容：舞蹈能協助建立小朋友平衡感，提升肢體控制能力！透過練習，

　　　建立兒童責任感及毅力，提升自信心。

備註：1) 4-6月份參加者優先報名，請先致電查詢餘額及留位

　　　2) 請穿著合適運動服及波鞋

　　　3) 小組組員將有機會獲邀於中心大型活動中表演

　　　4) 此活動以留名方式，無需入韱

查詢：莊義珊姑娘(註冊社工)

舞動童KPOP (7-9月) B組

兒童系列兒童系列



編號：SKC21LSGP032

日期：26/7/2021 (星期一) 

時間：上午10:00-下午4:00 

對象：6-9歲兒童

費用：$100(會員)/$150(非會員)　

名額：8名

地點：新界區

內容：各位充滿探索慾望的寶寶們，一起來騎著單車探索世界吧！每次單車團都會到

　　　不同地方探索，每次出團都是一個獨特的學習機會，讓隊員嘗試原來看似困難的

　　　路程，自己都可以完成，從而培養孩子堅毅的品格，建立對自己的責任感。

查詢：李穎彤姑娘(註冊社工) 

備註：1) 參加者需略懂二輪單車。  

　　　2) 費用包括單車租借費。  

　　　3) 請預備八達通。  

　　　4) 請預備午餐費約50元。  

　　　5) 外出活動，需要填寫戶外活動責任聲明書。

夏日沙青單車隊 (A)

編號：SKC21LSGP033

日期：9/8/2021 (星期一) 

時間：上午10:00-下午4:00 

對象：9-12歲兒童

費用：$100(會員)/$150(非會員)　

名額：8名

地點：新界區

內容：各位充滿探索慾望的寶寶們，一起來騎著單車探索世界吧！每次單車團都會到

　　　不同地方探索，每次出團都是一個獨特的學習機會，讓隊員嘗試原來看似困難的

　　　路程，自己都可以完成，從而培養孩子堅毅的品格，建立對自己的責任感。

查詢：李穎彤姑娘(註冊社工) 

備註：1) 參加者需略懂二輪單車。  2) 費用包括單車租借費。  3) 請預備八達通。

　　　4) 請預備午餐費約50元。  5) 外出活動，需要填寫戶外活動責任聲明書。

夏日沙青單車隊 (B)

兒童系列兒童系列



編號：SKC21LSGG056

日期：29/7/2021-19/8/2021 (逢星期四)

時間：下午4:00-5:00

地點：本中心

堂數：4

對象：6-9歲兒童

費用：$100(會員)/$150(非會員)

名額：8名

內容：﹕一連四星期，和朋友們歡聚，一起渡過充滿笑聲的暑假！透過遊戲，

　　　手工及烹飪，讓兒童學習與人溝通及相處。

　　　1. 刻名皮革匙扣

　　　2. 朱古力cupcake

　　　3. 運動大激鬥

　　　4. 爆炸卡盒製作

備註：如有食物敏感，請於報名時向職員說明 

查詢：莊義珊姑娘(註冊社工)

Happy Kids - 兒童派對

編號：SKC21LSGP027

日期：17/7/2021 (星期六)

時間：下午3:00-4:30

地點：本中心

堂數：1

對象：6-12歲兒童

費用：$50(會員)/$100(非會員)

名額：8名

內容：相信大家去旅行的熱情越來越旺盛，這次我們在沙角邨都可以感受到台灣的特色！

　　　透過角色扮演、烹飪、影片等，認識世界不同國家特色。

查詢：莊義珊姑娘(註冊社工)

世界零距離–台灣篇

兒童系列兒童系列



編號：SKC21LSGP034

日期：23/8/2021 (星期一) 

時間：上午10:00-下午4:00 

對象：8-12歲兒童

費用：$100(會員)/$150(非會員)　

名額：8名

地點：馬鞍山郊野公園

內容：在美麗的大自然中開心煮食，分工合作，一起洗、切、煮。辛勞過後享受滿足的

　　　料理，在野外也可以吃得很美味、不會瘦！活動傳遞野外生活的樂趣，讓兒童學習

　　　獨立，並提升生活技能，建立對個人的責任感。

查詢：李穎彤姑娘(註冊社工) 

備註：1) 外出活動，需要填寫戶外活動責任聲明書

　　　2) 請預備八達通

荒野求生。料理大作戰

編號：SKC21LSGG053

日期：3/9/2021-24/9/2021 (逢星期五)

時間：下午5:00-6:30

地點：本中心

堂數：4

對象：6-9歲兒童

費用：$150(會員)/$200(非會員)

名額：8名

內容：透過烹飪及活動，學習與人相處及社交禮儀，提升兒童社交技巧。

備註：1) 如有食物敏感，請於報名時向職員說明 

　　　2) 請自備食物盒

查詢：莊義珊姑娘(註冊社工)

小廚當家-社交達人

兒童系列兒童系列



編號：SKC21LSGG046

日期：22/7-12/8/2021(逢星期四)

時間：下午4:00-5:00

地點：本中心

堂數：4

對象：6-12歲

費用：$80(會員)/$130(非會員)

名額：6

內容：齊來運用鉛筆，麥克筆，及木顏色等，畫出喜愛的卡通人物角色，

　　　引發對繪畫的興趣。

查詢：羅明明姑娘(Bell Miss)

簡易漫畫班

編號：SKC21LSGG049

日期：28/7-18/8/2021(逢星期三)

時間：下午4:00-5:00

地點：本中心

堂數：4

對象：6-12歲

費用：$80(會員) $130(非會員)

名額：6

內容：原來很多日常的食物都可以種植，齊來種植小盆栽，一起學習植物知識。

查詢：羅明明姑娘(Bell Miss)

備註：活動會到超市購買食物，因此需填寫戶外活動責任聲明書。

夏日哈哈種植樂

兒童系列兒童系列



編號：SKC21LSGG050

日期：10/7-21/8/2021 (隔星期六)

時間：上午 11:00-12:15

地點：本中心

節數：4

對象：8 - 12歲

費用：$30(會員)/$80(非會員)

名額：6

內容：一般的桌遊對你來說已經太簡單？是時候挑戰更高難度了！

　　　自問聰明的你，一定不能錯過！讓小朋友遊玩難度較高的桌遊，

　　　從而訓練思維，團體合作和專注力。

查詢：羅軒銘先生(Ming Sir)

備註：如果已參加「桌遊挑戰班 (7-8月) 下午班」，則不能參加本活動

桌遊挑戰班 (7-8月) 上午班

編號：SKC21LSGG051

日期：10/7-21/8/2021 (隔星期六)

時間：下午 2:00:-3:15

地點：本中心

節數：4

對象：8 - 12歲

費用：$30(會員)/$80(非會員)

名額：6

內容：一般的桌遊對你來說已經太簡單？是時候挑戰更高難度了！

　　　自問聰明的你，一定不能錯過！讓小朋友遊玩難度較高的桌遊，

　　　從而訓練思維，團體合作和專注力。

查詢：羅軒銘先生(Ming Sir)

備註：如果已參加「桌遊挑戰班 (7-8月) 上午班」，則不能參加本活動

桌遊挑戰班 (7-8月) 下午班

兒童系列兒童系列



編號：SKC21LSGG043

日期：11/9/2021-18/9/2021(星期六)

時間：下午2:00-3:15

地點：本中心

堂數：2

對象：8-12歲

費用：$15(會員)/$65(非會員)

名額：6

內容：密室Room25大賽開始啦！我地需要一班醒目仔同醒目女嚟參加呢埸比賽！

　　　活動中會以競賽式密室逃脫遊戲讓小朋友比賽，訓練邏輯思維及策略能力。

查詢：羅軒銘先生(Ming Sir)

Room25 逃脫大賽

編號：SKC21LSGG075

日期：14/7/2021 – 28/7/2021(星期三)

　　　4/8/2021 – 18/8/2021(星期三)

時間：下午4:30-5:30

地點：本中心

節數：6節

對象：6-12歲

費用：$60(會員)/$110(非會員)

名額：4名

內容：透過鋼琴培養小朋友對音樂的興趣，發掘自己一技之長。

　　　想先體驗一下嘅小朋友快啲過嚟報名啦! (因體驗班，會用數碼鋼琴代替)

查詢：黃熙然先生(Tim Sir)

備註：1. 6月齊來學鋼琴參加者優先報名

　　　2. 如已報名齊來學鋼琴(7-8月)B班，不能報本活動

　　　3. 每節為30分鐘

　　　4. 此活動以留名方式，無需入韱

齊來學鋼琴 (7-8月) A班

兒童系列兒童系列



編號：SKC21LSGG076

日期：16/7/2021 - 30/7/2021星期五)

　　　6/8/2021 – 20/8/2021(星期五)

時間：下午4:30-5:30

地點：本中心

節數：6節

對象：6-12歲

費用：$60(會員)/$110(非會員)

名額：4名

內容：透過鋼琴培養小朋友對音樂的興趣，發掘自己一技之長。

　　　想先體驗一下嘅小朋友快啲過嚟報名啦!(因體驗班,會用數碼鋼琴代替)

查詢：黃熙然先生(Tim Sir)

備註：1. 6月齊來學鋼琴參加者優先報名

　　　2. 如已報名齊來學鋼琴(7-8月)A班，不能報本活動

　　　3. 每節為30分鐘

　　　4. 此活動以留名方式，無需入韱

齊來學鋼琴 (7-8月) B班

兒童系列兒童系列

編號：SKC21LSGG007

日期：10/7/2021 – 31/7/2021(星期六)

時間：下午2:30-3:30

地點：本中心

節數：4節

對象：6-12歲

費用：$30(會員)/$80(非會員)

名額：6名

內容：有種樂器叫「卡祖笛」，是世界上一種最簡單的樂器，在慶典或特殊節日，

　　　不少表演者都會用它來伴奏，而且技巧又容易掌握。唔識任何樂器都唔緊要，

　　　一樣可以嚟報名參加試下㗎~

查詢：黃熙然先生(Tim Sir)

備註：已包樂器費用

小小演奏家



2021「樂活升小一」預備班

上課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小息

早會(集合、熱身、訂下學習目標)

創意藝術樂園 社交達人 自理至叻星 沙青說故事

星期五

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 默書及學習回顧

FUN FUN小桌遊

9:45-10:00

10:00-10:45

10:45-11:00

整理房間、導師解說及解散12:00-12:15

11:00-12:00

時間表



FUNFUN 
放暑假2021

「FUN FUN 放暑假2021」為本中心之暑期託管服務，具備多元化的活動元素，包括: 暑期功課指
導、提昇兒童的學習動機及興趣等。因此，是次的計劃內將有不同的趣味學習課、及具身心發展
的成長小組等活動讓兒童參與，務求達致他們身、心及學習等有全方位的發展。

服務理念 1. 提供半天支援性質的照顧，協助有需要的家庭督導其六至十二歲在學的子女在安全的環境裏，
　防止獨留子女在家，減少發生意外機會；避免兒童課餘在外流連，受到不良黨群的影響。
2. 託管服務有異於補習社，旨在對學員作出較全面的照顧，非只在學業輔導方面。

參加方法 到中心可索取申請表，填妥申請表後，請在申請日期內交 (2/5/2021-30/6/2021) 回中心，本中心職員會約家長及參加者面試。
雙職父母家庭優先考慮，如報名人數超出名額，負責職員將以遞交表格之先後次序作後備輪候。

資助計劃 凡具經濟困難者，可向中心申請學費資助減免。 對象 升小二至升小六學生 查詢 張文昶先生(註冊社工) / 羅明明姑娘

上午班

日　期：19/7- 27/8/2021  
　　　　(逢星期一至五)
時　間︰上午9:30至下午12:30
名　額︰12
收　費︰升小二至升小三 $2000 ；
　　　　升小四至升小六 $2300
備　注︰費用包括導師費、學術趣味小組、
　　　　茶點、及興趣小組活動。

上課時間 / 星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9:30－9:45 班務

放學

9:45－10:30 暑期功課輔導 暑期功課輔導

暑期功課輔導

電影欣賞

暑期功課輔導 暑期功課輔導10:30－10:45 小息 小息

10:45－11:00

11:00－11:15 小息 小息 小息

11:15－12:15 中文趣味學習

成長小組/
戶外活動

英文趣味學習 數學趣味學習

12:15－12:30

上午班活動時間表

下午班

日　期：19/7- 27/8/2021  
　　　　(逢星期一至五)
時　間︰下午2:00至下午5:00
名　額︰12
收　費︰升小二至升小三 $2000；
　　　　升小四至升小六 $2300
備　注︰費用包括導師費、學術趣味小組、
　　　　茶點、及興趣小組活動。

上課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2:00－2:15 班務

放學

2:15－3:00

3:00－3:15

暑期功課輔導

電影欣賞

小息

3:15－3:30

3:30－3:45

3:45－4:45

暑期功課輔導

小息

中文趣味學習

暑期功課輔導

小息

成長小組/
戶外活動

暑期功課輔導

小息

英文趣味學習

暑期功課輔導

小息

數學趣味學習

4:45－5:00

下午班活動時間表



有些孩子面對英文時都會抗拒和憂慮。其實能夠接納自己的局限，不放棄自己，改進自身

的問題，就是一種愛自己的表現。

活動透過遊戲與經驗為本的學習活動，教授英語詞彙、英語兒歌及故事，激發學生對學習

的熱愛！

備註：1) 舊生優先報名，如欲參加請留名以作輪侯。

　　　2) 此活動以留名方式，無需入韱

玩住學英文

編號：SKC21LSGG069

日期：6/7/2021-28/9/2021 (逢星期二)

　　　(31/8暫時)

時間：下午4:30-5:30

節數︰12節

對象：初小 (小一至小三)

費用：$360 (會員)/$410(非會員)

地點：中心或網上進行

名額：8名

查詢：李穎彤姑娘(註冊社工)

初小 (7-9月)

編號：SKC21LSGG070

日期：8/7/2021-23/9/2021 (逢星期四)

時間：下午4:30-5:30

節數︰12節

對象：高小 (小四至小六)

費用：$360 (會員)/$410(非會員)

地點：中心或網上進行

名額：8名

查詢：李穎彤姑娘(註冊社工)

高小 (7-9月)

語文學習系列語文學習系列



特殊學習需要支援系列特殊學習需要支援系列

編號：SKC21LSGG061

日期：19/7/2021-23/8/2021(逢星期一)

時間：小組：上午10:30-12:00

　　　家長個別面談：待定，約30分鐘

地點：本中心

堂數：6

對象：6-8歲兒童(懷疑或已評估為自閉症譜系障礙之學童)

費用：$300(會員)/$350(非會員)

名額：4名

內容：透過遊戲及藝術創作，讓兒童學習不同社交溝通技巧，增加正面社交經驗，

　　　改善社交技能。

查詢：莊義珊姑娘(註冊社工)

伴你「童」行 – 社交訓練小組

編號：SKC21LSGG066

日期：20/7/2021-24/8/2021(逢星期二)

時間：小組：上午10:30-12:00

　　　家長個別面談：待定，約30分鐘

地點：本中心

堂數：6

對象：6-8歲兒童(懷疑或已評估為專注力不足或過度活躍症之學童)

費用：$300(會員)/$350(非會員)

名額：4名

內容：透過六色積木(six bricks)、運動技能、手工藝及遊戲等媒介，訓練兒童聽從

　　　指示能力，提升專注力，協助加強自制力。

查詢：莊義珊姑娘(註冊社工，DUPLO Play Box & Six Bricks Level 1&2 帶領員)

伴你「童」行 – 專注訓練小組



親子系列親子系列

編號：SKC21LSGP047

日期：28/8/2020 (星期六)   時間：下午2:30-6:30

集散地點：火炭站    野餐地點：彭福公園

堂數：1     對象：家庭會員

收費：$35(會員)/$85(非會員)

名額：7組家庭(1個家長最多可與2名兒童/青少年參與)

內容：去到暑期尾聲，不如同中心其他家庭一起野餐，玩集體遊戲，欣賞日落美麗景色，

　　　享受大家準備的小食。

負責職員：張文昶先生(註冊社工)

備註：1. 請自備食物盒,  2. 請自備飲用水,  3. 請自備乾糧

　　　4. 費用包括少量小食，建議參加者準備野餐食物與其他參加者分享

日落野餐@彭福

編號：SKC21LSGP049

日期：11/9/2021(星期六)(親子義工訓練)

　　　18/9/2021(星期六)(前往南丫島進行長者探訪義工及自由活動)

時間：早上11:00-12:00(義工訓練)

　　　早上9:00-下午5:30(探訪及自由活動)

地點：本中心及南丫島

堂數：2

對象：6-12歲及其家長 (1個家長最多可與2名兒童參與)

費用：$50(會員)/$100(非會員)

名額：18人(7組家庭)

內容：一期一會的親子義工又再出動，適逢中秋佳節，我們希望為偏遠地區長者送上

　　　溫暖，義工訓練會一起製作燈籠，並在探訪當日鼓勵長者寫上祝福，並且將製成

　　　品送給長者。完成探訪後親子可以一起漫遊南丫島，提昇親子之間的關係。

備註：1) 活動需要填寫戶外責任聲明書,  2) 活動當日的午膳、車及船費均自付

　　　3) 中環往南丫島的船程大約25-30分鐘，如有需要可帶備「暈浪丸」

查詢：張文昶先生(註冊社工)

中秋親子「義」遊南丫



電競活動電競活動

編號：SKC21LSGG047

日期：10/7, 24/7, 7/8, 21/8, 11/9, 25/9/2021(星期六)

時間：下午2:30-3:30

地點：本中心

對象：6-12歲

費用：免費

內容：星期六一齊來玩電子遊戲啦，遊戲中學習體育精神，又可以識吓新朋友！

查詢：羅明明姑娘(Bell Miss)

備註：1) 不用報名，即場參加，額滿即止。

　　　2) 參加者可以於中心或ZOOM參加，如ZOOM參加請留名。

　　　3) 此活動以留名方式，無需入韱

哈哈任你玩：荒野亂鬥

編號：SKC21LSGP030

日期：2/7/2021-24/9/2021 (逢星期五) 

時間：下午4:00-下午5:30 

節數︰13節

對象：8-12歲兒童

費用：免費

名額：8名

地點：中心/網上進行

內容：定期相約在傳說對決的世界中聚會，在遊戲中訓練你的團隊合作和默契，

　　　提升溝通技巧，培養兒童互相尊重的態度，做一個人人都想和你玩的神隊友！

查詢：李穎彤姑娘(註冊社工)、郭詠欣姑娘(註冊社工)、李駿熙先生

備註：1) 不用報名，只需致電留名。

　　　2) 參加者需自備智能手機及網路，並先下載手機應用程式「傳說對決」。

　　　3) 此活動以留名方式，無須入韱

傳說對決訓練班 (7-9月)



我要挑戰系列

編號：SKC21LSGP048

簡介會

日期：26/7/2021(一)

時間：下午4:30 – 5:30

活動日

日期：28/7/2021(三)

時間：早上10:00 –下午3:00

地點：本中心及城門水塘

堂數：2

對象：8-12歲會員

費用：$10

名額：8名

內容：城門水塘遍佈白千層，一同輕鬆環繞水塘一圈，沿路欣賞塘畔的美景

備註：1. 參加者需填寫戶外活動責任聲明書

　　　2. 請穿著運動服裝、合適行山/運動鞋及帶備外套

　　　3. 參加者需自備足夠飲用水、乾糧及交通費

查詢：張文昶先生(註冊社工)

我要去水塘﹗

編號：SKC21LSGP025

日期：17/8/2021(星期二) 

時間：下午3:00-4:00

地點：本中心

對象：6-12歲

費用：免費

查詢：羅明明姑娘(Bell Miss)

內容：一齊來參加荒野亂鬥比賽，一試你的身手！設有冠亞季軍和特別獎。

備註：1) 請留名參加。

　　　2) 可以於中心或用ZOOM參加。

我要玩荒野亂鬥大賽



我要挑戰系列

編號：SKC21LSGP026

日期：11/8/2021 (星期三)

時間：下午4:00-5:30

地點：本中心

節數：1

對象：6-12歲

費用：$85(會員)/$135(非會員)

名額：6名

內容：唔知大家有冇玩過輕黏土呢？可能大家都有上過一啲黏土班，不過今次活動係

　　　由你發揮。我地會提供材料，任你創作屬於你嘅輕黏土！

查詢：羅軒銘先生(Ming Sir)

備註：1. 活動費用已包括材料費

　　　2. 此活動並非專業的輕黏土教學班

我要玩輕黏土！

編號：SKC21LSGP037

日期：14/8/2021 (星期六)

時間：下午3:30-4:30

地點：本中心

節數：1

對象：6-12歲

費用：$10(會員)/$60(非會員)

名額：6名

內容：咁多位桌遊發燒友，嚟緊有「東京之王」桌遊比賽，想成為東京王，

　　　就快啲嚟參加，一較高下啦! 

查詢：黃熙然先生(Tim Sir)

備註：1. 勝出者會得到精美禮物乙份

我要做「東京之王」



：星期四至五(下午3:30至晚上8:00)、星期六(上午10:00至下午5:00)上課時段

：每堂30或45分鐘時　　間

：本中心地　　點

：每月繳費繳費形式

：6-24歲兒童及青少年對　　象

：於本中心索取申請表格及選擇可上課之時段報名方法

備　　註 ：1) 本中心可為學員代報英國皇家音樂學院鋼琴考試（只限郵寄報名）
   2) 本課程以一對一教授

退款安排
• 請參閱退出服務(活動) P.6。

退出手續
• 如學員決定退出本中心之鋼琴課程，需於兩星期前以書面或口頭通知負責職員，

以便中心安排其他輪候人士補上。如未有兩星期通知，須繳交該兩堂費用。

注意事項
•
•
•
•
•

•

學員請準時到達中心上課，如學員遲到或臨時缺席，將不作補時，補堂或退款。
學員一經報讀本中心之鋼琴課程，若因個人理由未能上課，已繳交之費用將不會退還，學位亦不得轉讓給他人。
學員應愛護中心的鋼琴及房間設施，勿拍打琴鍵，如有損壞，需照價賠償。
凡學員出席率達80%或以上（以每月計算），可向中心申請『課程出席證書』，行政費為港幣十元正。
如學員經導師評估符合考試資格，可向本中心申請以郵遞方式代報香港考試及評核局之英國皇家音樂學院考試
(術科或樂理)。只限郵遞報名，如郵遞報名日期截止，學員需自行負責。
學員可以優惠價租用本中心的琴室作練琴之用，請親臨本中心預約。 

請假及課堂取消
•
•
•

學員因事請假均當作缺席，不會安排退款及補堂。
所有請假不設補堂安排。
以下情況本中心會安排退款︰
1. 

2.
3.

病假：每學員每月最多請一堂。需最遲於上課前一小時通知本中心職員，
並於下堂補交請假當日之醫生證明書，否則該堂當缺席處理，不獲安排退款。
中心突發事件：如中心停電，導師請假。
惡劣天氣：有關安排請細閱本中心最新季刊內之「惡劣天氣之活動安排指引」。

交費方法
•
•

中心會於每月倒數第二堂發下月繳費單給學員，家長請於每月最後一堂繳交下月學費，下月才可繼續上課。
敬請準時交學費，否則本中心有權將學位給予正在輪候之學生補上。

鋼琴課程學員須知

$9530分鐘

$13045分鐘

$105

$145

$115

$155

/

$175

/

$195

/

$220

/

$235

/

$250

/

$275

初級日期 一級 二級 三級 四級 五級 六級 七級 八級

課程費用表（以每堂計算）

（需要留名輪候）

鋼琴課程鋼琴課程



(以下活動均須留位)兒童綜合畫班
本課程教授學生不同的繪畫技巧及使用不同的物料，教導學生起稿、構圖、上色等手法及運
用水彩、粉筆等顏料；針對學習不同的形狀、明度、色彩，鼓勵兒童的想像力、觀察力及專
注力，藉此提高腦力開發及創意潛能。

：學生需自備蠟筆、圍裙、手袖 及A3大小畫簿備註

負責職員：袁文詩姑娘

編號 SKC21LSGC006

日期 5/6/2021-31/7/2021(星期六)

時間 下午2:00-3:00

堂數 9 

收費 $630(會員) / $680(非會員)

對象 6-12歲

名額 11

兒童綜合畫班 (6-7月)

編號 SKC21LSGC0012

日期 7/8/2021-25/9/2021(星期六)

時間 下午2:00-3:00

堂數 8

收費 $560(會員) / $610(非會員)

對象 6-12歲

名額 11

兒童綜合畫班 (8-9月)

恆常興趣班



(以下活動均須留位)兒童繪畫班
課程的特點主要是混合了繪畫及手工兩大美術元素，創作媒體充滿自由度。課程將訓練同學
繪畫的基本技巧如畫筆運用、顏色配襯等技巧。

：學生需自備圍裙及手袖。備註

負責職員：袁文詩姑娘

編號 SKC21LSGC007

日期 5/6/2021-31/7/2021(星期六)

時間 下午12:15-1:15

堂數 9 

收費 $630(會員) / $680(非會員)

對象 6-12歲

名額 11

兒童繪畫班 (6-7月)

編號 SKC21LSGC013 

日期 7/8/2021-25/9/2021(星期六)

時間 下午12:15-1:15

堂數 8  

收費 $560(會員) / $610(非會員)

對象 6-12歲

名額 11

兒童繪畫班 (8-9月)

恆常興趣班



(以下活動均須留位)兒童HIP HOP小精靈
Hip Hop的舞步充滿動感，可訓練幼兒的身體協調及控制，亦可從集體舞蹈當中培養團隊精神。

負責職員：袁文詩姑娘

編號 SKC21LSGC008

日期 5/6/2021-31/7/2021(星期六)

時間 上午11:30-12:30

堂數 9

收費 $630(會員) / $680(非會員)

對象 6-12歲

名額 12

兒童HIP HOP小精靈 (6-7月)

編號 SKC21LSGC014

日期 7/8/2021-25/9/2021(星期六)

時間 上午11:30-12:30

堂數 8

收費 $560 (會員) / $610(非會員)

對象 6-12歲

名額 12

兒童HIP HOP小精靈 (8-9月)

恆常興趣班



(以下活動均須留位)跆拳道班
跆拳道是主要使用手腳以進行格鬥或對抗性的運動，亦是一套強身健體、臨危的時候用來自
我防禦的武術。此課程將會教授拳踢術、自由搏擊等正宗跆拳道的技巧，如達一定程度，導
師可協助報考各級考試。由於此為恆常班組，班上會有考獲不同級別的學員，導師會安排學
員與相近程度的其他學員進行練習。

負責職員：袁文詩姑娘

編號 SKC21LSGC009

日期 4/6/2021-30/7/2021 (星期五)

時間 下午7:45-9:15

堂數 9

收費 $450(會員) / $500(非會員)

對象 6-12歲

名額 12

跆拳道班 (6-7月)

編號 SKC21LSGC015

日期 6/8/2021-24/9/2021(星期五)

時間 下午7:45-9:15

堂數 8

收費 $400(會員) / $450(非會員)

對象 6-12歲

名額 12

跆拳道班 (8-9月)

恆常興趣班



(以下活動均須留位)Letterland兒童拼音班
本課程會使用一套名為Letterland的圖像拼音系統，Letterland圖像拼音人物化每一個英文字母,
每個英文字母都有其獨特的個性及故事, 讓小朋友透過故事的內容掌握英文生字的發音。

編號 SKC21LSGC010

日期 5/6/2021-31/7/2021 (星期六)

時間 上午11:00-中午12:00

堂數 9

收費 $900(會員) /$950 (非會員)

對象 6-12歲

名額 10

Letterland兒童拼音班 (6-7月)

編號 SKC21LSGC016

日期 7/8/2021-25/9/2021(星期六)

時間 上午11:00-中午12:00

堂數 8

收費 $800(會員) / $850 (非會員)

對象 6-12歲

名額 10

Letterland兒童拼音班 (8-9月)

負責職員：袁文詩姑娘

恆常興趣班



活動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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