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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joy summer!

1.暑期活動於6月4日(二)      
  中心辦公時間內開始接   
  受報名 
2.提前報名優惠於6月22日 
  前可享優惠價報名 

報名安排及優惠 

15/7-19/7 
中心暫停開放 
Centre Close 



各位街坊主內平安： 
 
暑期將到，又是小朋友放暑假休息探索新事物的季節，也是一家人可
開心放假共聚天倫的好時光。錦繡堂也一如過往的在暑假期間準備了
適合小朋友參加，一連五天的暑期遊樂園（7月15-19日）及幼兒音樂
嘉年華（7月25-27日）。此外，我們已連續第三年在錦繡堂禮堂轉播
由八月一日至十日的港九培靈研經會，讓居住於錦繡社區的街坊也能
一嘗聖經話語的甘甜。 
  
除了社區中心提供不同的班組服務外，錦繡堂也會提供靈性上的培育，
例如每週的主日學福音探索班，就是可讓街坊們透過導師的一對一講
解和討論，去認識何謂「信耶穌」，並得著從認識神而來的心靈福氣！ 
  
祝願各位街坊在這個炎夏，找到心靈的真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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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裔貴牧師 
宣道會錦繡堂堂主任 
社區中心主任 

各位街坊好友，大家好！ 
間暑假快將來臨，宣道會錦繡堂及黃振輝社區中心將一如概住，為大
家預備一系列暑期活動及興趣班組，盼望各位可盡情參與，好好享受
假期。 
為鼓勵小朋友積極善用暑期假期學習多元化的知識及培養不同興趣，
本中心將於5月28日(星期二)開始接受報名，並推出暑期班組優惠， 詳
細如下： 
1. 凡於6月22日(星期六)前報名，將可用優惠價報讀暑期班組。 
2. 為方便參加者報讀暑期課程，所有暑期課程可豁免申請成為會員。 
3. 凡報名(同一位參加者及同一時間)參加三個課程或以上，每個課程
將額外減免港幣$10 
*如需進一步了解班組活動內容詳情，可參閱季刊內頁。 
在此，代表社區中心祝各位有美好繽紛的暑期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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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內容 
提供社區資源及服務資料 
轉介服務 
義工訓練及服務 
因應不同年齡組別人士的需要，而舉辦各類活動 

我們的使命 
為本著基督愛人的精神，致
力服務人群、協助個人履行
每個發展階段的不同需要，
並提升及鞏固家庭的功能。 

本中心為一所非牟利的機構，隸屬於宣道會錦繡堂，於2001年12月落成啟用，
所有經費及有關服務的運作，均由宣道會錦繡堂承擔。 

服務目標 
 提倡「全人關顧」，以照顧區內各階層的身、心、靈需要。 
 促進區內家庭融洽相處，並鞏固家庭成員間的團結功能。 
 協助區內不同年齡的發揮所長，提升個人的潛能。 
 促進社區內全人關顧的和諧氣氛。 

1. 會員報名時請出示有效之會員證，方可享有會員報名優惠。 
2. 各項班組及活動以先到先得的方式報名，並不設留位或來電報名，額滿即止 
3. 短期課程及非恒常課程的學員(包括插班生)，必須繳交課程的所有費用。 
4. 報名時請以現金或支票繳交費用，抬頭請寫「宣道會錦繡堂有限公司」或「Fairview 

Park Alliance Church Limited」。 
5. 每完成一年課程者，可向本中心申請證書，每張證書的行政費為＄30。 
6. 所有中心班組及活動，一經繳費，不設退款。如未能出席者，所有已繳費用，恕不退

回。 
7. 課程只供報讀學員本人及指定數目的家長上課，不能由別人代替或帶家長親友旁聽及

觀課。 
8. 如因個人理由未能出席班組及活動，不設補課及轉班。學員若有特殊情況，請於上課

前三日主動提出書面申請，並提供相關證明文件，中心會按個別情況再作考慮，本中
心保留最後批核權。 

9. 凡參加活動的參與者及其家長有責任出席全季的活動。參加者請按時出席班組或活動，
除了本中心所更改或取消之活動外，恕不另行通知。 

10. 通知退款後一個月內須帶同有關收據到本中心辦理退款手續，凡逾時者將作自動放棄
論。 

11. 請帶同收據參與活動，以便核實。 
12. 除課程或活動安排外，家長務請準時接送。 
13. 學員不可在未得到中心批准前在課堂上進行錄影及拍攝活動。 
14. 中心班組需要符合最低收生人數才可開班，如未能開班，中心會安排退款手續。 
15. 本中心已購買公眾責任保險，而戶外參觀活動會購買個人意外保險。 
16. 本中心保留課程與開班之修訂及為活動進行攝錄之權利。 
17. 如因天氣影響而被取消之班組活動，將不獲補課或退款。戶外活動則視乎該參觀/活動

機構是否退款予本中心而定。 

 

活動報名須知 

更新版本:2014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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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振輝社區中心 

黃振輝社區中心 



訊號 中心服務 中心內課程或活動 參觀或戶外活動 

一號風球 照常開放 照常進行 視乎天氣而定 

雷暴警告 /黃色暴雨 照常開放 照常進行 視乎天氣而定 
紅色暴雨 / 三號風球 照常開放 照常進行 

(家長自行決定) 
視乎天氣而定 

黑色暴雨 / 八號風球
或以上 

暫停開放 
(訊號取消後兩小時回

復正常) 

取消訊號 
(取消後 

三小時回復正常) 

取消 

    會籍：一年有效期，由申請日期起計算，會籍期滿即當自動退出論。 
 續證手續︰會員可於會籍期滿前一個月內辦理。 
 補領手續：如遺失會員證，可帶備身份證明文件、手續費$10及提供會員證號碼。(補領之會員證

有效日期以舊證為準) 
 退會手續：如會員主動提出退會，所繳年費概不發還，並須於退會時交還會員證。 

申請手續 
 請申請人必需填妥「會員申請表」內的中文和英文姓名、聯絡地址及電話。連同費用及帶備身份

證明文件(身份證、學生手冊等)，到本中心辦理。 

福利 
 會員可以優惠價報讀課程； 
 報讀課程如會員與非會員的名字同列於後補名單時，會員將獲優先考慮。 

會員義務 
 凡進入中心敬請出示會員證或簽名，方可使用中心內設施。 
 報名參加活動或課程時，必須出示有效會員證。 
 會員證絕不可轉借。如有遺失，請儘快通知本中心及辦理補領手續。 
 個人資料若有任何更新，請儘快通知中心職員。 
 所有舊會員請前往社區中心辦理手續。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社區中心2482-0343。 

 註：宣道會錦繡堂會友將豁免年費，但必須辦理會員手續，方可獲得優惠。 

會員類別 幼兒及兒童 青少年 成人 長者 家庭 
資格 0-12歲 13-17歲 18-59歲 60歲或以上 直屬家庭成員最多5人 

費用(每年) $10 $20 $20 $10 $35 

註：星期日及公眾假期暫停開放 代表中心開放時間 

時間 日 
Sun 

一 
Mon 

二 
Tue 

三 
Wed 

四 
Thu 

五 
Fri 

六 
Sat 

9:30am-12:30pm  
 

2:00pm-6:00pm  
 

7:00pm-9: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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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振輝社區中心 

黃振輝社區中心 

黃振輝社區中心 



3月17日錦繡兒童合唱團於錦繡環保嘉年華中表演 

黃振輝社區中心 

暑期班:歐洲西餅小店 

暑期班:幼兒「非」常好玩非洲鼓 

暑期班:English super ch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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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5日至26日中山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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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特利輔導中心 - 「意思聆」外展輔導服務 

 
「意思聆」外展小組隸屬於伯特利輔導中心。 取名「意思聆」（EasyLink）是
表達我們願意用心聆聽，以同理心與受助者相伴同行。本着愛的服侍理念，
幫助有需要的人面對人生路上遇到的種種挑戰，發展身、心、靈的全人成長，
重建健康的人生。 

1.輔導服務範圍 
透過個別面談，藉此提昇個人自我價值，並促進關係和諧。 
輔導類別: 

 個人成長 
 情緒管理及精神健康 
 戀愛 / 婚姻關係 
 婚前輔導 
 家庭輔導 

 親子關係及管教 
 哀傷輔導 
 創傷輔導 
 生涯規劃 

2.意思聆團隊 
我們擁有輔導碩士及不同輔導範疇的專業訓練，具有多年臨床輔導經驗。 

3.面談地點 

宣道會錦繡堂黃振輝社區中心 

宣道會錦繡堂加州花園社區中心 

4.服務收費 

個人輔導，每節$400，每節50分鐘 

婚姻/家庭輔導，每節$600，每節75分鐘 

服務預約及查詢 
電話: 6445 5040 
網址: www.bethelhk.org/BPCC/ 
電郵: bethel.easylink@gmail.com 

1. 吳岳雲女士 

香港註冊社工  

基督教婚姻及家庭治療碩士  

加拿大戒賭輔導檢定培訓師 

Prepare/Enrich婚姻培育執行師及檢定培訓師  

兒童為本遊戲治療證書  

指導式兒童遊戲治療證書  

2. 江覺盈女士 
基督教婚姻及家庭治療碩士  
社會科學學士  
Prepare/Enrich 證書輔導員  

**由伯特利輔導中心總監吳靜華博士負責團隊督導 ** 

***面談內容遵守保密 原則*** 

黃振輝社區中心 

http://www.bethelhk.org/BPCC/


培靈會 

根據美國科學促進會設計的課程中所揭示的程序
性技巧包括：「觀 察、分類、推論、預測、使
用數字、溝通、使用空間時間關係、測量」以上
八項 程序能力是幼稚園至小學三年級所應培養
的能力，本課程主要培養幼兒 觀察、推論、預
測、溝通等科學探究能力，在建立幼兒對自然、
科學的情感和接觸的互動過程中，養成對自然環
境與科學的愛護。課程內容： 
1.密度測試 - 如何讓油和水換位置  
2.大氣壓力 - 會吸水的杯子  
3.電力原理 - 萬用小馬達  
4.動力原理 - 扭力飛機  
5.光的特性 - 幻象萬花筒 

幼兒自然生活科學營(NE-01) 

對象： 3-6歲 

日期： 22/7-19/8(逢星期一) 
時間： 下午2:00-3:00 

名額： 5-12人 

堂數： 5堂 
地點： 黃振輝社區中心 

收費： $530/ 優惠價$480 

暑期班組優惠 
1.凡於6月22日(星期六)前報名，將可用優惠價報讀暑期班組。 2.為方便參加者報
讀暑期課程，所有暑期課程可豁免申請成為會員。 3.凡報名(同一位參加者及同一
時間)參加三個課程或以上，每個課程將額外減免港幣$10。 

觀察、 分類、推論、預測、使用數字、溝通、使用空間時間關係、測量是幼稚園至小學三年級
所應培養的能力，本課程主要培養幼兒觀察、推論、預測、溝通等科學探究能力，在建立幼兒對
自然、科學的 情感和接觸的互動過程中，養成對自然環境與科學的愛護。課程內容： 
1. 跳舞的人偶：利用磁鐵相斥和相吸的特性，設計磁力人偶造型  
2. 磁力玩偶：利用彈性墊片製作動物，操作平衡木與摩擦震動的關係  
3. 神奇玻璃紙：實驗紅、藍玻璃紙透光的視差作用，設計簡單紅藍眼鏡  
4. 紅藍眼鏡靜電真有趣：說明靜電產生方式，操作電漿球的靜電現象  
5. 消失撲克牌：光線無法穿透黑色，利用黑色來完成空間魔術 

幼兒小小伽俚略(NE-02) 

對象： 3-6歲 

日期： 22/7-19/8(逢星期一) 

時間： 下午3:00-4:00 
名額： 5-12人 
堂數： 5堂 

地點： 黃振輝社區中心 
收費： $560/ 優惠價$510 

本課程透過不同的感覺統合活動，促進幼兒的
整體發展，三個層面全面訓練學員。在生理層
面上，鍛鍊肌力、平衡力及協調能力，增強學
員體質，以提高適應環境的能力。在心理層面
上，培養參與運動的興趣及提升解決問題及應
付挑戰的能力。在個人社交層面，學習與其他
隊員溝通，互相合作，發揮團隊精神及增進良
好的人際關係。課程內容： 
打保齡球、抛擲遊戲 2. 單腳站訓練、行地上平
衡木、運球遊戲 3. 青蛙過河、跳繩梯 4. 障礙走、
競技遊戲 5. 腳運球訓練、射龍門、踢滾動的球 6. 
海綿球拋接訓練、傳球遊戲、接彈球遊戲 

幼兒感統Moving Kids 課程(NE-03) 

對象： 3-6歲 

日期： 22/7-19/8(逢星期一) 

時間： 下午4:00-5:00 
名額： 5-12人 
堂數： 5堂 

地點： 黃振輝社區中心 
收費： $610/ 優惠價$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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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靈會 

本課程以簡單又精美 的甜品作教材，教授幼
兒親自製作甜品的同時，學習與人共享製作
成果， 幼兒在想到自已都曾參與製作，那種
自信及分享意識便會由然而生。 
課程內容： 
1.迷你蛋撻 2. 魚仔棒棒小食 3. 朱古力香蕉批 
4. 朱古力脆脆 5. 麥提莎朱古力糯米滋 

幼兒米芝蓮星級小廚師(NE-04) 

對象： 3-6歲 

日期： 23/7-20/8(逢星期二) 
時間： 上午10:00-11:00 

名額： 5-12人 
堂數： 5堂 
地點： 黃振輝社區中心 

收費： $620/ 優惠價$570 

暑期班組優惠 
1.凡於6月22日(星期六)前報名，將可用優惠價報讀暑期班組。 2.為方便參加者報
讀暑期課程，所有暑期課程可豁免申請成為會員。 3.凡報名(同一位參加者及同一
時間)參加三個課程或以上，每個課程將額外減免港幣$10。 

STEM 與 ART 結合, 從創作認識科學與美學，加入環保意識提升藝術創意。 透過不同物料
與環保物料設計製作故事的人物、角色、工具。認識物理概念，啟發運用生活中事物來創
作與遊戲。課程大綱.：1. 物料應用  2. 設計創意   3. 培養環保意識   4. 故事遊戲中學習英語 
5. 認識一些物理概念 (磁力及光與影) 

 創意STEAM 課程( 全英語授課)(ACL-65) 

對象： 4-6歲 

日期： 23/7-13/8(逢星期二) 

時間： 上午10:00-11:30 

名額： 5-10人 
堂數： 4堂 

地點： 黃振輝社區中心 
收費： $920/ 優惠價$870 

幼兒學習烘焙又有什麼好處呢？幼兒在成長
的過程中，都喜歡探索新奇的事物。在烘焙
過程中的食材，都會去看、去聞、去摸、以
至去舔一 下，而在這個過程中，幼兒會自自
然然地學到不同材料的特性、顏色、質感 、
味道，以及學到不同用具的用法。所以在烘
焙過程學到很多有趣的知識，而透過親身經
歷學習會比坐著打開書本來得深刻。 
課程內容： 
1. 雜果薄脆片 2. 金寶蘋果馬芬 3. 芒果芝士杯  
4. 藍莓芝士蛋糕 5. 合桃酥 

幼兒夏日甜品制作工房(NE-05) 

對象： 3-6歲 

日期： 23/7-20/8(逢星期二) 

時間： 上午11:00-12:00 

名額： 5-12人 
堂數： 5堂 
地點： 黃振輝社區中心 

收費： $650/ 優惠價$600 

單元一: We’re Going on a Bear Hunt 磁石動力獵人 
Lesson 1 July 23: 學習不同磁極的磁石，產生引力相連，科學實驗 
Lesson 2 July 30: 音樂故事，We’re going on a Bear Hunt 
利用不同物料，創作故事場景，加入磁石動力獵人，尋找大啡熊 

單元二: Gruffalo 影子戲 
Lesson 3 August 6: 學習光與影的關係，光的來源，功用及特性. 
影子形成，影子的用途 
Lesson 4: August 13;  製作舞台，佈景，人物，道具 及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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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班組優惠 
1.凡於6月22日(星期六)前報名，將可用優惠價報讀暑期班組。 2.為方便參加者報
讀暑期課程，所有暑期課程可豁免申請成為會員。 3.凡報名(同一位參加者及同一
時間)參加三個課程或以上，每個課程將額外減免港幣$10。 

暑芭蕾班(AMY-08) 
教授芭蕾舞的基本舞步，讓小朋友於充滿
音樂節奏中和諧地作肢體運動，從而提昇
小朋友的節奏感及肌肉的控制，並體驗群
體生活及建立自信心。 

對象： 3-6歲 

日期： 23/7-27/8(逢星期二) 
時間： 下午4:45-5:45 
名額： 5-12人 

堂數： 6堂 
地點： 黃振輝社區中心 
收費： $590/ 優惠價$540 

導師： 歐曼蓉小姐 
考獲英國皇家舞蹈學院高級專業級 
第42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芭蕾舞
公開組 銅獎 

English Story Fairyland 
英語故事樂園(IC-01) 

課程透過特色故事，讓小朋友輕鬆學習英文，
透過聆聽訓練，有助培養小朋友的閱讀興趣。
導師會與小朋友製作相關小手工，加強小肌
肉訓練。 

對象： 升K1-K3 
日期： 24/7-28/8(逢星期三) 
時間： 上午10:00-11:00 

名額： 6-14人 
堂數： 6堂 

地點： 黃振輝社區中心 
收費： $750/ 優惠價$700(包括材料費)  
備註： 由外籍英語導師教授 

出席滿80%或以上，可獲頒發
課程出席證書 

English Super Chef 
英語小廚神(IC-02) 

對象： 升K2-K3 

日期： 24/7-28/8(逢星期三) 

時間： 上午11:00-12:30 
名額： 6-14人 

堂數： 6堂 
地點： 黃振輝社區中心 
收費： $1,050/ 優惠價$1,000(包括材料費)  

備註： 由外籍英語導師教授 
出席滿80%或以上，可獲頒發課程
出席證書 

過互動及趣味活動，讓小朋友一邊學英文，
一邊製作不同特色的美味小食。課程會讓
學生學習烹飪技巧、主題特色詞彙、英語
會話，有助提升小朋友日常溝通技巧及人
際關係。 

English Drama Show 
英語趣味話劇王(IC-03) 

透過互動及趣味的戲劇，讓小朋友一邊學
英文，一邊發揮其表演潛能。課程會讓學
生學習特色的詞彙和情感表達，有助加強
小朋友英文演繹技巧及表達能力。 

對象： 升K2-K3 

日期： 24/7-28/8(逢星期三) 
時間： 下午2:00-3:00 

名額： 6-14人 
堂數： 6堂 
地點： 黃振輝社區中心 

收費： $750/ 優惠價$700(包括材料費)  
備註： 由外籍英語導師教授 

出席滿80%或以上，可獲頒發課程
出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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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看著烤製中的曲奇和蛋糕，好多時都會
急不及待地想拿出來吃，有時 更會哭鬧起來。
在這個過程中，幼兒慢慢的看著看著，觀察
曲奇或蛋糕狀 態的轉變，過程中學到了觀察，
也學到了耐心等待。本課程以簡單又精美 的
甜品作教材，教授幼兒親自製作甜品的同時，
學習與人共享製作成果， 幼兒在想到自已都
曾參與製作，那種自信及分享意識便會由然
自生。課程內容： 
1.迷你蛋撻 2. 魚仔棒棒小食 3. 朱古力香蕉批 
4. 朱古力脆脆 5. 麥提莎朱古力糯米滋 

暑期班組優惠 
1.凡於6月22日(星期六)前報名，將可用優惠價報讀暑期班組。 2.為方便參加者報
讀暑期課程，所有暑期課程可豁免申請成為會員。 3.凡報名(同一位參加者及同一
時間)參加三個課程或以上，每個課程將額外減免港幣$10。 

課程會透過每節不同的主題，安排相關的
遊戲和活動，讓幼兒學習基本的知 識或概
念，課堂中亦會有大、小肌肉訓練、音樂
律動、言語表達及團體遊戲 等活動以提昇
幼兒的社交、自律及自理技巧，從而提高
他們的獨立性，為將 來升讀幼稚園作好準
備。 

對象： 1.5-2.5歲 
日期： 10/7-28/8(逢星期三)，17/7暫停 
時間： 上午11:30-下午12:30 

名額： 5-6人 
堂數： 7堂 

地點： 黃振輝社區中心 

收費： $1,030 / 優惠價$980 
導師： 陳烙瑤導師 

智叻成長學堂(暑期班)(CC-02) 寶寶即將迎接校園生活，為早一步熟習新階
段，學前預備班模擬幼稚園上課 模式，透
過不同主題及活動，學習常規，提昇社交技
巧、自理及獨立、大小 肌肉與表達能力，
並投入群體生活，熟習幼稚園活動的模式，
從而體會學習 的樂趣，培育良好品格，迎
接校園生活無難度！主題學習、中英數學習、
圖工製作、音樂律動、體能活動、生活常識
認知、 大小肌肉訓練、自理及秩序訓練等。 

學前預備班(暑期班)(CC-01) 

對象： 2.5-3.5歲 

日期： 10/7-28/8(逢星期三)，17/7暫停 

時間： 上午9:30-11:15 
名額： 5-6人 

堂數： 7堂 
地點： 黃振輝社區中心 

收費： $1,590/ 優惠價$1,540 
導師： 陳烙瑤導師 

課堂透過遊戲啟導手法以全面提升小朋友
的視覺及聽覺的專注力，幫助孩子發掘學
習的樂趣及提高自信。 

專注力大作戰(CC-03) 

對象： 4-6歲 

日期： 24/7-28/8 (逢星期三) 

時間： 下午2:00-3:00 

名額： 6人 

堂數： 6堂 
地點： 黃振輝社區中心 

收費： 會員$810 / 優惠價$760 
導師： 陳烙瑤導師 

課堂以遊戲、故事、角色扮演、解難小練
習及日常生活例子等，讓幼兒認識個人情
緒及學習調整情緒的方法，從而學習有效
的人際相處技巧及同理心。 

EQ智叻星(CC-04) 

對象： 4-6歲 

日期： 24/7-28/8 (逢星期三) 

時間： 下午3:00-4:00 

名額： 8人 
堂數： 6堂 

地點： 黃振輝社區中心 
收費： 會員$810 / 優惠價$760 
導師： 陳烙瑤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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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小朋友提供全方位的準備，以充分迎
戰小一新生活。課程內容包括語文知識、
數理邏輯、表達能力、解難能力、觀察
與專注力及同儕合作等範疇。 

升小預備班(CC-05) 

對象： K1-K3幼兒 

日期： 24/7-28/8(逢星期三) 
時間： 下午4:00-5:00 
名額： 8人 

堂數： 6堂 
地點： 黃振輝社區中心 

收費： $840/ 優惠價$790 
導師： 陳烙瑤導師 

暑期班組優惠 
1.凡於6月22日(星期六)前報名，將可用優惠價報讀暑期班組。 2.為方便參加者報
讀暑期課程，所有暑期課程可豁免申請成為會員。 3.凡報名(同一位參加者及同一
時間)參加三個課程或以上，每個課程將額外減免港幣$10。 

科學並不是從學習或是記憶而來的，而是
「行」出來的，是從實驗印證出來。這科學
探索課程，旨在讓孩子透過不同的活動及小
實驗求證求真，培養小朋友多方面思考，訓
練孩子的批判能力，更令小朋友欣賞科學於
現代 生活的貢獻。 
課程內容： 
1. 力學世界 ‒ 不倒翁實驗   
2.化學奧妙 ‒ 玉米粒實驗，聖誕樹實驗 
3.力學世界 ‒ 小丑走鋼絲實驗  
4.結構搭建 ‒ 自制小書架  
5.光電時代 ‒ 鏡面反射實驗  
6.動力世界 ‒ 小滑梯，機械手，手拉風扇  
7.光電時代 ‒ 3D眼鏡製作  
8.古代發明 ‒ 火山爆發，電話原理  
9.化學奧妙 ‒ 玉米粒實驗，炫彩聖誕樹實驗 

幼兒STEM探索科學家(NE-06) 

對象： 3-6歲 

日期： 25/7-22/8(四) 
時間： 上午10:30-11:30 

名額： 5-12人 
堂數： 5堂 
地點： 黃振輝社區中心 

收費： $620 優惠價$570 

暑期幼兒音樂奇遇記(NE-07) 
音樂可陶冶性情，啟發智慧。美國音樂家Jan 
Keyser在30多年前研發了 一套幼兒音樂法 - 
Harmony Road Music。運用該教學法，本課程
會透過互動教學及各種遊戲，讓小朋友對音
樂產生興趣，並在不知不覺間吸收音樂基礎
知識，為日後學習其他樂器打下基礎。 
課程內容： 
1. 透過進行音樂律動的活動，強化幼兒的

聽力、思考力及表達能力  
2. 訓練身體協調能力，讓幼兒的腦部及身

心得到全面發展  
3. 採用靈活互動的教學法，即場根據幼兒

的情緒、反應去調節課堂內容，增 加幼
兒的投入程度  

4. 著重互動體驗，對幼兒的情緒發展更有
很大幫助  

5. 透過集體音樂活動，培養幼兒的社交能
力  

對象： 3-6歲 

日期： 25/7-22/8(四) 
時間： 上午11:30-下午12:30 

名額： 5-12人 

堂數： 5堂 

地點： 黃振輝社區中心 

收費： $550 優惠價$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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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的特色是讓學生利用畫板，畫布
及塑膠彩進行繪畫的創作。塑膠彩的繪
畫形式與油畫相似。由於塑膠彩有快乾
的特性,對繪畫初學者更易掌握。 

暑期幼兒塑膠彩繪畫班 
(WWCA-445) 

對象： 3.5-6歲 

日期： 1/8-29/8(逢星期四) 

時間： 下午4:00-5:00 
名額： 6-10人 

堂數： 5堂 
地點： 黃振輝社區中心 
收費： $750 / 優惠價$700(包括材料費)  

導師： 黃咏靜 

暑期班組優惠 
1.凡於6月22日(星期六)前報名，將可用優惠價報讀暑期班組。 2.為方便參加者報
讀暑期課程，所有暑期課程可豁免申請成為會員。 3.凡報名(同一位參加者及同一
時間)參加三個課程或以上，每個課程將額外減免港幣$10。 

利用韓國彈性超輕黏土，加上不同的配件
製作出各樣有趣的Q版卡通公仔(如比卡超)
及小掛飾 

幼兒輕黏土卡通公仔製作班 
(WWCA-446) 

對象： 3.5-6歲 

日期： 1/8-29/8(逢星期四) 
時間： 下午5:00-6:00 
名額： 6-15人 

堂數： 5堂 
地點： 黃振輝社區中心 

收費： $610 優惠價$560(包括材料費)  
導師： 黃咏靜 

暑期幼兒音樂奇遇記 

對象： 3-6歲 

日期： 25/7-22/8(四) 
時間： 上午11:30-下午12:30 

名額： 5-12人 
堂數： 5堂 
地點： 黃振輝社區中心 

收費： $550 優惠價$500 

幼兒創意手作班(WWCA-448) 
教導幼兒製作有趣及漂亮的手工藝，從而
培養小朋友的專注力及訓練他們手指及小
肌肉的活動能力，課程內容： 
1. 彩砂瓶              2. 馬賽克併貼相架    
3. 夏日太陽帽     4. 串珠飾物      
5. 木製小飛機 

對象： 3.5-6歲 

日期： 2/8-30/8(逢星期五) 

時間： 下午3:15-4:15 

名額： 5-12人 
堂數： 5堂 

地點： 黃振輝社區中心 

收費： $610/ 優惠價$560(包括材料費)  

導師： 黃咏靜 

小小設計師(WWCA-447) 
1. 瓷杯設計：設計富有創意的圖案，再印於瓷
杯 上，製作屬於自己的瓷杯。 
2. 創意時鐘：運用大膽的想像力及鮮艷的顏色
在畫布時鐘上繪畫圖案，然後製作成精美實用
的時鐘。 
3. T-Shirt繪印Fun‧Fun‧Fun：親自創作獨一無
二的T-Shirt圖案，設計後會將圖畫熨印於T-Shirt
上，過程有趣好玩。 
4. 創意音樂盒：利用超輕黏土、閃石及配飾，
設計 裝飾一個屬於自己的音樂盒。 

對象： 3.5—10歲 

日期： 2/8-30/8(逢星期五) 

時間： 下午2:00-3:00 

名額： 6-10人 

堂數： 5堂 

地點： 黃振輝社區中心 

收費： $820/ 優惠價$770(包括材料費)  

導師： 黃咏靜 

暑期幼兒塑膠彩繪畫班(WWCA-366) 
本課程的特色是讓學生利用畫板，畫布及塑膠
彩進行繪畫的創作。塑膠彩的繪畫形式與油畫
相似。由於塑膠彩有快乾的特性,對繪畫初學者
更易掌握。 

對象： 3.5-6歲 

日期： 27/7-30/8(四)) 

時間： 下午3:00-4:00 

名額： 6-10人 

堂數： 6堂 

地點： 黃振輝社區中心 

收費： $840/ 優惠價$790(包括材料費)  

導師： 黃咏靜 

C12 



培靈會 

暑期班組優惠 
1.凡於6月22日(星期六)前報名，將可用優惠價報讀暑期班組。 2.為方便參加者報
讀暑期課程，所有暑期課程可豁免申請成為會員。 3.凡報名(同一位參加者及同一
時間)參加三個課程或以上，每個課程將額外減免港幣$10。 

幼兒記憶力Memory Kids 課程(NE-08) 
幼兒於天性中便存在有數學心智，對於大自然界中的規則和秩序，在此時期 有強烈的感覺，
所以，數學教具中的大小、長短、寬窄及數字的規律性，都會讓孩子有更高的學習動機來操
作。本課程透過數學教具培養幼兒獨立、專注、 協調、秩序的能力，這些能力都是與生俱來
的潛力，運用蒙特梭利教具系統地引導，將這些能力展現於日常生活中。 
課程內容： 
1. 圖像記憶 - 鍛煉幼兒觀察的敏捷性和準確性  
2. 實物記憶 - 從實物觀察中，提高記憶及配對能力  
3. 數字記憶 - 從兩位數開始，利用記門牌號碼、電話號碼、歷史年代等各種數字材料  
4. 辭彙記憶 - 講述一段故事後，讓幼兒重述，看能記住多少辭彙 
5. 在生活中培養有意識記憶 - 記憶的任務，重述故事或背誦詩句，從而增強有意識記憶能力 

對象： 3-6歲 

日期： 26/7-23/8(五) 
時間： 下午2:00-3:00 

名額： 5-12人 

堂數： 5堂 
地點： 黃振輝社區中心 
收費： $530 / 優惠價$480 

手指快算法根據左右腦分工理論，結合兒童好動、好奇的心理特點，採用 形象化思維方式，
大大提高幼兒運算速度，激發學習興趣，增強記憶力，更能促進大腦整體機能的發育。不
必用算盤，只憑一雙手，一種新穎的數學訓練方式，開發右腦智力，使小朋友經過有系統
的訓練，運用靈活的手指迅速準確計算。本課程引導幼兒在玩中學，學中樂，手巧心靈，
計算更活潑、快速。 
課程內容 
1. 指法規定與5的組成           2. 9、8、7、6的組成與手指訓練           3. 一位數和多位數加減  
4. 兩位數不進／退位加減    5. 兩位數進退位加減／退位口訣應用。 

幼兒手指速算法課程(NE-09) 

對象： 3-6歲 

日期： 26/7-23/8(五) 
時間： 下午3:00-4:00 

名額： 5-12人 
堂數： 5堂 
地點： 黃振輝社區中心 

收費： $530 / 優惠價$480 

C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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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班組優惠 
1.凡於6月22日(星期六)前報名，將可用優惠價報讀暑期班組。 2.為方便參加者報
讀暑期課程，所有暑期課程可豁免申請成為會員。 3.凡報名(同一位參加者及同一
時間)參加三個課程或以上，每個課程將額外減免港幣$10。 

幼兒STEM自製發明家(NE-10) 
根據美國科學促進會設計的課程中所揭示的程序性技巧包括：「觀察、分 類、推論、預測、
使用數字、溝通、使用空間時間關係、測量」以上八項程序 能力是幼稚園至小學三年級所
應培養的能力，本課程主要培養幼兒觀察、 推論、預測、溝通等科學探究方法，在建立幼
兒對自然、科學的情感和接觸 的互動過程中，養成對自然環境與科學的愛護。 
課程內容： 
1. 自制拉線實車                     2. 自制飛碟                              3.自制牛頓盤             4. 空氣懸浮實驗     
5.自制萬花筒及自制鐘表    6. 自制指南針及升旗系統   7.自制液壓機械手  

對象： 3-6歲 

日期： 26/7-23/8(五) 
時間： 下午4:00-5:00 

名額： 5-12人 
堂數： 5堂 
地點： 黃振輝社區中心 

收費： $620 / 優惠價$570 

科學並不是從學習或是記憶而來的，反觀之，是「行」出來的，是從實驗印證出來。本
科學探索課程，旨在讓孩子透過不同的活動及小實驗求證求真，培養孩子多方面思考，
訓練孩子的批判能力，更令孩子欣賞科學 於現代生活的貢獻。 
課程內容： 
1. 毛根毛毛蟲 - 操作直尺與鐵釘之間摩擦震動作用，使毛根移動  
2. 造船的由來 - 利用橡皮筋的扭轉產生的力量來設計動力船  
3. 直昇機起飛 - 了解直昇機垂直向上直升及靈活隨意飛行的特殊構造  
4. 趣味投石器 - 敘述投石器的由來，利用筷子、橡皮筋組成投石器  
5. 漂浮的水母 - 利用潛水水母實驗操作過程，了解物體壓力和浮力作用 

幼兒「動」力小科學發明家(NE-11) 

對象： 3-6歲 

日期： 26/7-23/8(五) 

時間： 下午5:00-6:00 
名額： 5-12人 
堂數： 5堂 

地點： 黃振輝社區中心 
收費： $560 / 優惠價$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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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班組優惠 
1.凡於6月22日(星期六)前報名，將可用優惠價報讀暑期班組。 2.為方便參加者報
讀暑期課程，所有暑期課程可豁免申請成為會員。 3.凡報名(同一位參加者及同一
時間)參加三個課程或以上，每個課程將額外減免港幣$10。 

兒童創意手作班(WWCA-450) 
教導兒童製作一系列富有創意又實用的手工
作品，包括： 
1. 真皮鎖匙扣  
2. 真皮小皮包 (需使用針線縫製)   
3. 碟古巴特飾物一件  4.碟古巴特紙偶一個   
5. 超輕黏土卡通作品一個 

對象： 7歲或上 
日期： 29/7-26/8(逢星期一) 
時間： 下午3:15-4:15 

名額： 5-12人 
堂數： 5堂 
地點： 黃振輝社區中心 

收費： $650/優惠價$600(包括材料費)+
材料費$50 

導師： 黃咏靜 

爆旋陀螺擊爆戰魂．超Z爭霸課程
(NE-12) 

爆旋陀螺有相關的漫畫和卡通片，也有相
關 的玩具產品，更重要的有很多相關比賽。
簡簡單單一件陀螺玩具本身已經有很多
STEM 元素，再加入一些新元素，就能夠增
加學生對它們的學習興趣，證明了「玩樂
學習」有助導引小朋友自主學習。 
課程內容： 
1.陀螺的基本動力學 - 牛頓第二運動定律  
2.陀螺改裝工程     
3.陀螺與旋轉運動  
4.陀螺發射器上運用齒輪     
5.Trial and Error 實現自學。 

對象： 6-12歲 

日期： 22/7-26/8(逢星期一) 
時間： 下午2:00-3:00 

名額： 5-12人 
堂數： 6堂 
地點： 黃振輝社區中心 

收費： $620/優惠價$570(包括材料費) 

「四驅兄弟」激戰四驅訓練營 
(NE-13) 

本課程以實務 的STEM教學模式，並配合四
驅車為基礎，希望日後發展汽車設計等實用
學 習的教育方式；最終希望學生能所將學習
知識，可隨時應用及連結於日常生活上。 
課程內容： 
1.S - 「閉合電路」  
2.T - 記錄四驅車的車身重量、轉速及圈速  
3.E - 學習迷你四驅車的工程技術  
4.M - 學習四驅車的「速率」課題  
5.比賽實戰及個人自學動力培養 

對象： 6-12歲 

日期： 22/7-26/8(逢星期一) 
時間： 下午3:00-4:00 

名額： 5-12人 

堂數： 6堂 
地點： 黃振輝社區中心 
收費： $700/優惠價$550(包括材料費) 

石塑黏土飾物製作班(WWCA-449) 
利用石塑黏土，不需要烤箱就能製作出如
陶器般的小飾物，例如：胸針、耳環、頸
鏈及磁貼風鈴等。 

對象： 6歲或上 

日期： 29/7-26/8(逢星期一) 

時間： 下午2:00-3:00 

名額： 5-12人 
堂數： 5堂 

地點： 黃振輝社區中心 
收費： $650/優惠價$600(包括材料費) 
導師： 黃咏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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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班組優惠 
1.凡於6月22日(星期六)前報名，將可用優惠價報讀暑期班組。 2.為方便參加者報
讀暑期課程，所有暑期課程可豁免申請成為會員。 3.凡報名(同一位參加者及同一
時間)參加三個課程或以上，每個課程將額外減免港幣$10。 

STEM 全能科學家培訓課程 - Level 1(NE-14) 
STEM是科學(Science)、科技(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和數學 (Mathematics)的縮寫。
STEM在世界的應用上，將這四個學科融入而成一貫的學習模式。學習STEM可以培養年輕人
的技術和自我增值的心態，令他們對世界有更加遠大的視野。課程內容： 
1.有線對講機 - 學習聲音震動原理       2.導彈發射器 - 學習牛頓定律  
3.降落傘製作 - 學習空氣阻力理論       4.LEGO® 爆旋陀螺 - 學習物理學理論  
5.飄飄球製作 - 學習流體動力學           6.視覺留影實驗製作 - 學習大腦分析圖像原理 

對象： 小一至小二 

日期： 22/7-26/8(逢星期一) 
時間： 下午4:00-5:00 
名額： 5-12人 

堂數： 6堂 
地點： 黃振輝社區中心 

收費： $870/優惠價$820(包括材料費) 

機動戰士高達UC(NE-15)  
在第二次新自護戰爭--別名『夏亞的逆襲』--終結後，地球圈取得短暫的和平。之後3年，
宇宙世紀0096年，在工業殖民地『工業7號』上進行一項秘密交涉。和地球 聯邦政府有秘
密協議並依此發展的『畢斯特財團』，打算將過去用以威脅聯邦的最高機密『拉普拉斯之
盒』交給新吉翁的殘黨軍『袖章軍團』。另一方面，就讀亞納海姆工 業專門學校的少年巴
納吉·林克斯遇見自稱奧黛麗·伯恩的少女。奧黛麗為了制止新的戰爭爆發，必須阻止拉普拉
斯之盒的交易。巴納吉在數次幫助奧黛麗之後，逐漸被她所吸引。隨後，地球聯邦察覺這
起交易，並進行軍事介入，工業殖民地隨即化為一片火海。巴納吉和同伴一邊避難、一邊
尋找奧黛麗，而出現在他面前的是畢斯特財團當家卡帝亞斯·畢斯特。奄奄一息的卡帝亞斯
將身世的秘密告訴巴納吉，並且將盒之鑰匙『RX-0 獨角獸高達』託付給他。一場圍繞拉普
拉斯之盒的戰爭就此展開。課程內容： 
1. 模型製作工具簡介 - 簡介及示範一般模型工具、油漆工具及調色用具  
2. 模型製作基本教學 ‒ 模型剪件、無逢處理、上灰處理及模型表面打磨及舊化效果講解  
3. 上色技巧及勾線 - 練習不同的滲線方法、上色(明暗法、光影技法)及模型油使用  
4. 其他製作技巧 - 渗線技巧、水貼教學、消光技巧及偷膠處理方法  
5. 場景製作 - 製作場景，包括陸地、海洋、森林、煙火或破壞效果改做  

對象： 6歲以上 

日期： 23/7-20/8(逢星期二) 
時間： 上午9:30-10:30 

名額： 5-12人 
堂數： 5堂 
地點： 黃振輝社區中心 

收費： $730/優惠價$680(包括材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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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班組優惠 
1.凡於6月22日(星期六)前報名，將可用優惠價報讀暑期班組。 2.為方便參加者報
讀暑期課程，所有暑期課程可豁免申請成為會員。 3.凡報名(同一位參加者及同一
時間)參加三個課程或以上，每個課程將額外減免港幣$10。 

熊寶寶布藝手作公仔課程(NE-16) 
布公仔，可以玩、可以抱，小朋友最Like。
如果布公仔由小朋友與父母合力炮製，相
信能促進親子感情之餘，又能訓練小朋友
的耐性與手部技巧， 製造美好童年回憶。
本課程深入淺出，教授布公仔針法及場景
製作，培養學員對家政的興趣。而且亦可
以帶出用針的安全守則，確保在日常使用 
針線時的安全。在課堂上，由縫合紙樣、
塞棉花、裝飾外形等所有步驟，小 朋友全
都要落手落腳完成。參加者除了能拿走製
成品可愛布公仔外，其 實還有不少得着。
課程內容： 
1. 選材介紹及針子技巧 - 布公仔製作、用

針技巧及安全守則   
2. 剪布技巧及配合用料 - 縫合布公仔組件

及顏色配搭心得   
3. 剪紙熊寶寶場情 - 掌握家政入門技巧     
4. 配色技巧 - 組合組件及顏色配搭心得                                      
5. 成品處理 - 布藝及情場製作的保養  

對象： 6-12歲 

日期： 23/7-20/8(逢星期二) 
時間： 上午10:30-11:30 
名額： 5-12人 

堂數： 5堂 
地點： 黃振輝社區中心 
收費： $560/優惠價$510(包括材料費) 

STEM 全能科學家培訓課程Level 2 
(NE-17) 
STEM是科學(Science)、科技(Technology)、工
程(Engineering)和數學 (Mathematics)的縮寫。
STEM在世界的應用上，將這四個學科融入而 
成一貫的學習模式。學習STEM可以培養年輕
人的技術和自我增值的心 態，令他們對世界
有更加遠大的視野。 
課程內容： 
1.潛望遠鏡製作 - 學習反射鏡光學原理     
2.自製牛頓稱 - 學習牛頓力學原理  
3.氣球推動交通工具 - 學習牛頓定律         
4.LEGO® 手指陀螺 - 學習物理學原理  
5.自製手動風扇 - 學習物理學理論              
6.氣球直昇機 - 學習牛頓定律  對象： 小三至小四  

日期： 23/7-20/8(逢星期二) 
時間： 上午11:30-12:30 

名額： 5-12人 
堂數： 5堂 
地點： 黃振輝社區中心 

收費： $870/優惠價$820(包括材料費) 

暑期兒童繪畫班(WWCA-451) 
兒童繪畫的入門課程，學員將會學習素
描、水彩及塑膠彩，利用不同媒介學習
繪畫技巧。 

對象： 6歲或以上 

日期： 30/7-27/8(逢星期二) 
時間： 下午5:00-6:00 
名額： 6-12人 

堂數： 5堂 
地點： 黃振輝社區中心 
收費： $750/ 優惠價$700(包括材料費)  

導師： 黃咏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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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班組優惠 
1.凡於6月22日(星期六)前報名，將可用優惠價報讀暑期班組。 2.為方便參加者報
讀暑期課程，所有暑期課程可豁免申請成為會員。 3.凡報名(同一位參加者及同一
時間)參加三個課程或以上，每個課程將額外減免港幣$10。 

石塑黏土飾物製作班(WWCA-) 
利用石塑黏土，不需要烤箱就能製作出如
陶器般的小飾物，例如：胸針、耳環、頸
鏈及磁貼風鈴等。 

對象： 6歲或上 
日期： 29/7-26/8(一) 

時間： 下午2:00-3:00 
名額： 5-12人 
堂數： 5堂 

地點： 黃振輝社區中心 
收費： $650/優惠價$600(包括材料費) 

導師： 黃咏靜 

兒童創意手作班(WWCA-) 
教諷兒童製作一系列富有創意又實用的手工作
品，包括： 
1. 真皮鎖匙扣  
2. 真皮小皮包 (需使用針線縫製)   
3. 碟古巴特飾物一件   
4.碟古巴特紙偶一個   
5. 超輕黏土卡通作品一個 

對象： 7歲或上 
日期： 29/7-26/8(一) 
時間： 下午3:15-4:15 

名額： 5-12人 
堂數： 5堂 
地點： 黃振輝社區中心 

收費： $650/優惠價$600(包括材料費)+
材料費$50 

導師： 黃咏靜 

英語拼音速成班(全英文授課) 
(ACL-66) 
本課程使用英國Jolly Phonics為教材。 五大
基礎技能，是認識字母及字母組合的發音。
英語裡面有42種音，由26個字母和'sh','ch', 
'th', 'ai', 'er', 'or', 'oi', 'ou', 'igh','ng’ 等字母組
合來表現。每個字母和字母組合在英語中
都有一定的發音規則。幫助學生建立正確
的發音基礎， 克服日後默書串字困難。 

對象： 7-12歲 

日期： 23/7、25/7、30/7、1/8、
6/8、8/8、13/8、15/8 
(星期二及四) 

時間： 下午2:00-2:50 
名額： 4-12人 

堂數： 8堂 
地點： 黃振輝社區中心 

收費： $1,200/ 優惠價$1,150 

小一英語預備班(全英文授課) 
(ACL-67) 
本課程適合即將升讀小學一年級學生報讀。
透過有趣及活動教學模式學習文法基礎，
以及透過寫作和練習讓他們認識更多新詞
彙，為他們打好英語基礎。課程內容: 
Spelling and vocabulary: colors, numbers, 
stationary, animals 
Grammar usage: subject pronouns, a/an, 
singular/plural, have/has 
Reading comprehension practice 

對象： 6-7歲 

日期： 23/7、25/7、30/7、1/8、
6/8、8/8、13/8、15/8 
(星期二及四) 

時間： 下午3:00-3:50 
名額： 4-12人 

堂數： 8堂 
地點： 黃振輝社區中心 

收費： $1,200/ 優惠價$1,150 

兒童中國水墨畫暑期班(YNG-01) 
中國水墨畫源遠流長，跟我國民族藝術與國家文化有著密切的關係。文
字也由圖畫演變而成，故此學習水墨畫確能啟發兒童的創造力。本課程
著重教授小朋友以簡單正確的水墨畫技法畫出有趣生動的圖像，使他們
領略紙、筆、墨的運用及掌握中國畫最重要的元素─濃、淡、大、小、聚、
散的作畫及構圖技巧。幫助小朋友培養藝術修養、耐性及定力也為本課
程的重要目標。暑期畫題是花卉世界與小動物 

對象： 6-12歲 

日期： 24/7-28/8(逢星期三) 
時間： 下午2:00-3:00 

名額： 6-12人 
堂數： 6堂 

地點： 黃振輝社區中心 
收費： $1,010 / 優惠價$960(包括材料費)  

楊頌雅，生於香港，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主修
中國畫。個人作品曾參加<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系展>、
<教藝兩全 2005：教師創作‧師生互動作品展>、<許讓
成藝術交流計劃2005 聯展>等展覽。並於2005、2012年
舉辦<楊頌雅作品展>。作品曾獲<第 21 屆中國日本國際
書畫大賽，成年美術組金賞>、<第30屆全港青年學藝比
賽，國畫公開組冠軍>等全國性及全港性的獎項。個人
作品並入選全球水墨大展500強2017、香港當代藝術奬
2012、首屆及第二屆石景宜博士盃‧華夏書畫創作大賽
及香港藝術雙年獎2009。學生作品多次於全國和全港性
比賽中榮獲優秀成績。現任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水墨畫課程兼任導師，並於中、小學任教水墨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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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班組優惠 
1.凡於6月22日(星期六)前報名，將可用優惠價報讀暑期班組。 2.為方便參加者報
讀暑期課程，所有暑期課程可豁免申請成為會員。 3.凡報名(同一位參加者及同一
時間)參加三個課程或以上，每個課程將額外減免港幣$10。 

石塑黏土飾物製作班(WWCA-) 
利用石塑黏土，不需要烤箱就能製作出如
陶器般的小飾物，例如：胸針、耳環、頸
鏈及磁貼風鈴等。 

對象： 6歲或上 
日期： 29/7-26/8(一) 

時間： 下午2:00-3:00 
名額： 5-12人 

堂數： 5堂 
地點： 黃振輝社區中心 
收費： $650/優惠價$600(包括材料費) 

導師： 黃咏靜 

兒童創意手作班(WWCA-) 
教諷兒童製作一系列富有創意又實用的手工作
品，包括： 
1. 真皮鎖匙扣  
2. 真皮小皮包 (需使用針線縫製)   
3. 碟古巴特飾物一件   
4.碟古巴特紙偶一個   
5. 超輕黏土卡通作品一個 

對象： 7歲或上 

日期： 29/7-26/8(一) 
時間： 下午3:15-4:15 

名額： 5-12人 

堂數： 5堂 
地點： 黃振輝社區中心 
收費： $650/優惠價$600(包括材料費)+

材料費$50 
導師： 黃咏靜 

English Super Chef 
英語小廚神(IC-05) 

對象： 升P1-P3 

日期： 24/7-28/8(逢星期三) 
時間： 下午4:00-5:30 
名額： 6-14人 

堂數： 6堂 

地點： 黃振輝社區中心 

收費： $1,050/ 優惠價$1,000(包括材料費)  
備註： 由外籍英語導師教授 

出席滿80%或以上，可獲頒發課程
出席證書 

過互動及趣味活動，讓小朋友一邊學英文，
一邊製作不同特色的美味小食。課程會讓
學生學習烹飪技巧、主題特色詞彙、英語
會話，有助提升小朋友日常溝通技巧及人
際關係。 

English Drama Show 
英語趣味話劇王(IC-04) 

透過互動及趣味的戲劇，讓小朋友一邊學
英文，一邊發揮其表演潛能。課程會讓學
生學習特色的詞彙和情感表達，有助加強
小朋友英文演繹技巧及表達能力。 

對象： 升P1-P3 

日期： 24/7-28/8(逢星期三) 

時間： 下午3:00-4:00 
名額： 6-14人 
堂數： 6堂 

地點： 黃振輝社區中心 
收費： $750/ 優惠價$700(包括材料費)  

備註： 由外籍英語導師教授 
出席滿80%或以上，可獲頒發課程
出席證書 

3D立體筆手繪創作室(Ne-18) 
全球首支3D打印筆於去年面世後，由於它是一支纖細、輕便及先進的3D打印筆，方便
用家輕易「我手畫我心」，隨意構造多姿多彩的3D世界， 所以是最創新的繪畫工具。
本課程將教授學員如何使用 3D立體畫筆製作出簡單物件，並利用3D立體畫筆製作出不
同簡單物件實物，透過學習過程提升學員對立體繪畫技巧，幾何認知，方向性及邏輯性
思維。課程內容： 
1. 3D筆使用及繪畫基礎概念 ‒ 動物主題  
2. 提升對立體，幾何，方向性及邏輯性思維 - 建築主題    
3. 培養對顏色的配搭思維 ‒ 衣服主題          
4. 啟發創作發揮創意 ‒ 自由創作主題  
5. 3D立體物件設計概念 ‒ 未來主題  

對象： 6-12歲 
日期： 25/7-22/8(逢星期四) 
時間： 上午9:30-10:30 

名額： 5-12人 
堂數： 5堂 
地點： 黃振輝社區中心 

收費： $650/優惠價$600(包括材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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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班組優惠 
1.凡於6月22日(星期六)前報名，將可用優惠價報讀暑期班組。 2.為方便參加者報
讀暑期課程，所有暑期課程可豁免申請成為會員。 3.凡報名(同一位參加者及同一
時間)參加三個課程或以上，每個課程將額外減免港幣$10。 

石塑黏土飾物製作班(WWCA-) 
利用石塑黏土，不需要烤箱就能製作出如
陶器般的小飾物，例如：胸針、耳環、頸
鏈及磁貼風鈴等。 

對象： 6歲或上 
日期： 29/7-26/8(一) 

時間： 下午2:00-3:00 
名額： 5-12人 

堂數： 5堂 
地點： 黃振輝社區中心 
收費： $650/優惠價$600(包括材料費) 

導師： 黃咏靜 

兒童創意手作班(WWCA-) 
教諷兒童製作一系列富有創意又實用的手工作
品，包括： 
1. 真皮鎖匙扣  
2. 真皮小皮包 (需使用針線縫製)   
3. 碟古巴特飾物一件   
4.碟古巴特紙偶一個   
5. 超輕黏土卡通作品一個 

對象： 7歲或上 

日期： 29/7-26/8(一) 
時間： 下午3:15-4:15 

名額： 5-12人 

堂數： 5堂 
地點： 黃振輝社區中心 
收費： $650/優惠價$600(包括材料費)+

材料費$50 
導師： 黃咏靜 

STEM 全能科學家培訓課程 - Level 3(NE-19) 
STEM是科學(Science)、科技(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和數學 (Mathematics)的縮寫。
STEM在現實世界的應用上，將這四個學科融入而 成一貫的學習模式。學習STEM可以培養
年輕人的技術和自我增值的心態 ，令他們對世界有更加遠大的視野。 
課程內容 
1.天平製作 - 學習天平工作原理                              2.積木風力車 DIY - 學習物理學原理  
3.視覺留影動畫製作 - 學習大腦分析圖像原理   4.單筒望遠鏡製作 - 學習凸透鏡光學原理  
5.魔法錢箱解難製作 - 學習光學反射原理            6.超級直昇機 - 學習能量轉換原理  

對象： 6-12歲 
日期： 26/7-23/8(逢星期五) 

時間： 下午2:00-3:00 

名額： 5-12人 
堂數： 5堂 

地點： 黃振輝社區中心 
收費： $530/優惠價$480(包括材料費) 

Master Cake蛋糕小廚師(NE-20) 
本課程採用一個動與靜的教學方式：讓小
朋友知道原來蛋糕不只可以吃， 還可以玩，
所謂動就是小朋友在製作蛋糕的過程中，
透過自己動手做蛋糕、動腦的參與，來發
揮他們的想像力與創造力。所謂靜就是讓
他們在創做的過程中增加專注力，進而培
養他們的自信心與美感。 
課堂作品: 
1. 朱古力蛋糕      2. 伯爵茶蛋  3. 阿華田蛋糕  
4. 檸檬蜂蜜蛋糕 5. 天使蛋糕  

對象： 8-14歲 

日期： 26/7-23/8(逢星期五) 
時間： 下午3:00-4:30 
名額： 5-12人 

堂數： 5堂 
地點： 黃振輝社區中心 
收費： $700/優惠價$650(包括材料費) 

歐洲西餅小店(NE-21) 
每個國家都有代表性的知名甜點，例如：法
國的馬卡龍、英國的鬆餅、奧地利的沙河蛋
糕、丹麥奶酥、荷蘭鬆餅；每一道甜品代表
著一個國家的印象， 那是視覺、味覺及感官
的綜合體，甜品的魅力對每個人的影響可見
一斑。 本課程將教授不同的歐式甜品蛋糕，
適合對甜品有深厚興趣的小朋 友，在導師的
指導下，親手製作自己喜愛的歐洲甜品。 
課堂作品: 
1. 奥地利酥皮蘋果卷 2. 英式奶油酥餅 
3. 法式心太軟 4. 意式天使蛋糕伴焦糖脆脆  
5. 德國蝴蝶酥 

對象： 8-14歲 
日期： 26/7-23/8(逢星期五) 
時間： 下午4:30-6:00 

名額： 5-12人 
堂數： 5堂 
地點： 黃振輝社區中心 

收費： $700/優惠價$650(包括材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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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振輝社區中心 

課程會透過每節不同的主題，安排相關
的遊戲和活動，讓幼兒學習基本的知 識
或概念，課堂中亦會有大、小肌肉訓練、
音樂律動、言語表達及團體遊戲 等活動
以提昇幼兒的社交、自律及自理技巧，
從而提高他們的獨立性，為將 來升讀幼
稚園作好準備。 

智叻成長學堂(CC-07) 

對象： 1.5-2.5歲 
日期： 3/9-24/9(逢星期二) 
時間： 上午11:30-下午12:30 

名額： 5-6人 
堂數： 4堂 
地點： 黃振輝社區中心 
收費： 會員$560/ 非會員$610 
導師： 陳烙瑤導師 

活動內容： 

時間 活動內容 

5分鐘 熱身活動 

45分鐘 主題活動 
言語表達、大肌肉訓練、
小肌肉訓練、配對概念、
形狀概念、顏色概念、
唱遊時間、 故事分享 

10分鐘 總結及準備回家 

1. 家長請為孩子預備 1 套圍裙和手袖
(手工用) ，並請於所有物品上寫上
小 朋友的姓名，以資識別。  

2. 此班組為小朋友獨立上課，家長不
需入內陪伴。 

3. 出席率達 80%或以上學員可獲發修
業證書乙張。 

寶寶即將迎接校園生活，為早一步熟習
新階段，學前預備班模擬幼稚園上課 模
式，透過不同主題及活動，學習常規，
提昇社交技巧、自理及獨立、大小 肌肉
與表達能力，並投入群體生活，熟習幼
稚園活動的模式，從而體會學習 的樂趣，
培育良好品格，迎接校園生活無難度！
主題學習、中英數學習、圖工製作、音
樂律動、體能活動、生活常識認知、 大
小肌肉訓練、自理及秩序訓練等。 

學前預備班(CC-06) 

1. 家長請為孩子預備圍裙和手袖(手工
用)、有蓋水杯、毛巾盒和小毛巾各 1， 
並請於所有物品上寫上小朋友的姓名，
以資識別。 

2. 此班組為小朋友獨立上課，家長不需
入內陪伴。 

3. 出席率達 80%或以上學員可獲發修業
證書乙張。 

對象： 2.5-3.5歲 
日期： 3/9-24/9(逢星期二) 

時間： 上午9:30-11:15 
名額： 5-6人 
堂數： 4堂 

地點： 黃振輝社區中心 
收費： 會員$880 / 非會員$930 
導師： 陳烙瑤導師 

活動內容： 

時間 活動內容 

15分鐘 熱身活動 

30分鐘 主題學習 

15分鐘 大肌肉活動 

15分鐘 排隊練習及茶點時間  

20分鐘 專科學習或自理訓練 

10分鐘 課堂回顧及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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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提由德國人Joseph H. Pilates於二十世紀初創立，原意是替病人作物理治療。現
在成為非常流行的健美體操運動。普拉提運動講求身體的穩定性，各類動作主要
以身體中央部位(即腹部、背部和臀部)發力，以至四肢互相平衡的效用。練習普拉
提可訓練肌肉深層 肌肉群，令內外腹肌得到平衡鍛煉，同時可訓練個人脊骨的穩
健性，以改善都市人各種不良姿勢、腰背痛症， 及提升運動時的表現， 適合任何
人士。#請學員自備地蓆 

班
別 

對象 日期 時間 名額 堂
數 

收費 導師 

普
拉
提 

16歲或
以上 

5/7-27/9 
(逢星期五) 
19/7、2/8
及13/9 
暫停 

晚上 
7:15-8:15 

12人 10
堂 

會員$1,100  
非會$1,150 

陳美華 
小姐 
普拉提 
導師 

跆拳道(A班：HCP-31；B班：HCP-32) 

班
別 

對象 日期 時間 名額 堂數 收費 導師 

A班 4-6歲 3/7-25/9 
(逢星期三) 
17/7暫停 

下午 
5:00-6:00 

4-15人 12堂 會員$1,140 
非會員$1,190 

香港胡氏 
跆拳道會 
許志彬 
教練 

 
B班 7-12

歲 
6/7-28/9 

(逢星期六) 
上午 

11:30-
12:30 

4-15人 12堂 會員$950 
非會員$1,000 

認識及學習跆拳道的基本動作，拳法運用、連環腿法運用、套拳、對拆、
自衛術、擊碎、比賽訓練及表演動作等。透過跆拳的嚴格紀律訓練，來培
養學員的服從、創造及毅力，從而培養學員良好的品格。 

普拉提 (EC-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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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振輝社區中心 

課程內容： 
1.空手道禮儀       2.熱身運動     3.伸展運動        4.體能訓練           
5.套拳練習           6.組手練習     7.參加大小型公開賽，增加自信及開闊眼界 

對象： 4歲或以上 
日期： 5/7、12/7、26/7、6/9、

20/9、27/9(星期五) 
時間： A班：晚上7:00-8:30 

B班：晚上7:30-9:00 
名額： 5-15人 
堂數： 6堂 
費用： 會員$900/非會員$950 
地點： 黃振輝社區中心 
導師： 香港剛柔流空手道空友會 

李志威教練 

體適能+空手道工作坊(LCW-10) 
有別於一般純粹空手道訓練，此課程特別附加體適能訓練，尤其注重參與者品格之鍛鍊。
透過不同訓練，相輔相承，提昇各方面的能力：  
1. 體適能訓練：熱身運動及基本體能訓練 / 協調訓練 / 平衡訓練及訓練反應  
2. 空手道訓練：空手道基本動作 / 套拳 / 移動訓練  
3. 品格培育 ：訓練自理能力 / 培養堅忍耐力 / 灌輸尊重 / 禮儀重要性 

導師資歷：李志威教練 (四段) 
世界空手道連盟黑帶(四段)  
香港剛柔流空手道空友會(五段)  
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 永榮譽 (六段) 
2015東亞空手道賽事籌委會 主席 
2012 世界消防運會(空手道) 教練 (1金)  
2011 世界警察及消防運動會 教練 (1金/ 
2銅) 
2006多哈亞運會 - 香港代表教練 
2005東亞運動會 - 香港代表教練 (1銅) 

對象： 4歲或以上 
日期： 7/1-25/3(逢星期一)，4/2及11/2暫停 
時間： 下午5:00-6:00 
節數： 10堂 
名額： 7-12人 
地點： 黃振輝社區中心 
收費： 會員$800 / 非會員$850 
導師： J Fitness  Association教練 
備註： 穿著鬆身運動服 

兒童Kick Boxing(JFA-18) 
Kick Boxing是一種混合音樂、舞蹈、武術於一身的健康運動。
它能夠提升反應力、增強專注力、思考能力及小朋友的紀律性。  

導師資歷： 
香港剛柔流空手道空友會 李志威師範 
世界空手道連盟黑帶(四段)  
香港剛柔流空手道空友會(六段)  
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 永榮譽 (六段) 
2015東亞空手道賽事籌委會 主席 
2012 世界消防運會(空手道) 教練 (1金)  
2011 世界警察及消防運動會 教練 (1金/ 2銅) 
2006多哈亞運會 - 香港代表教練 
2005東亞運動會 - 香港代表教練 (1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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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振輝社區中心 

芭蕾班(AMY-09) 
教授芭蕾舞的基本舞步，讓小朋友於充滿音樂節奏中和諧地作肢
體運動，從而提昇小朋友的節奏感及肌肉的控制，並體驗群體生
活及建立自信心。 

對象： 3-6歲 
日期： 2/7-24/9(逢星期二)，16/7及10/9暫停 
時間： 下午4:45-5:45 
名額： 5-12人 
堂數： 11堂 
地點： 黃振輝社區中心 
收費： 會員$990/ 非會員$1,040 
導師： 歐曼蓉小姐 

考獲英國皇家舞蹈學院高級專業級 
第42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芭蕾舞公開組 銅獎 

班組名稱 內容 對象 名額 舉辦日期及
時間 

費用 

編織班                     
LWF-65                              
李惠芳 
導師 

教授基礎編織技巧，如加針、
減針、縫合方法、日本符號
的認識，簡單計針方法等。
示範作品：小童背心、頸巾
等。舊學員: 除已有知識外，
還教授鈎針的運用，認識簡
單日本鈎針符號等。材料: 
每期約4至5個冷球，學員需
自備4mm織針及鈎針。 

16歲
以上 

6-12
人 

3/7、10/7、
4/9、11/9、
18/9、25/9 
(逢星期三)  

 
上午 

10:00-11:30 

6堂 
會員$390 
非會員$440 
 (連材料費) 

日本古法
格格編織 

LWF-66 
李惠芳 
導師 

本課程利用方形編織，先用
毛冷或綿棉線編織一塊塊的
方塊，再縫合，來製作出頸
巾、披肩、索袋、背心或外
套等。 

16歲
以上 

 

6-12
人 

 

5/9、12/9、
19/9、26/9 
(逢星期四) 

上午 
10:00-11:30 

4堂 
會員$400 
非會員$450 

+編織
$250(新生) 
(連材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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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振輝社區中心 

班組名稱 內容 對象 名額 舉辦日期 
及時間 

費用 

素描水彩
畫A班    

WWCA-423               
黃咏靜 
導師 

認識黑白及彩色素
描的基本原理，學
習幾何、靜物、花
卉、動物、人像素
描及戶外寫生等，
打好素描基礎後，
導師將因應學生的
程度，輔以水彩、
乾粉彩等不同的媒
介進行進階繪畫訓
練。 
(此課程為持續性及
循序漸進的課程) 

6歲或
以上 

15人 5/10-28/12(五) 
19/10、23/11
及14/12暫停 
5:45-6:45p.m. 

10堂  
會員$1,380 
非會員$1,430     

(包材料費) 

素描水彩畫班  

輕鬆唱歌工作坊(初階班) 
歌唱令人心情愉快, 忘記煩惱。本工作坊藉著歌唱, 讓人重新得力去
面對生活及工作上的壓力, 讓生活充滿歌聲與快樂!  
內容: 歌唱技巧、樂理知識。(選曲包括中外歌曲) 
本期最後一課為小型音樂會, 讓學員有機會將學到的歌唱技巧發揮出
來, 讓人欣賞。 

對象： 18歲或以上 

日期： 3/7-18/9(逢星期三)，(17/7及7/8暫停) 

時間： 10:45am-12:00nn 

名額： 4-8人 
堂數： 10堂 

費用： 會員$ 1,400/ 非會員$1,450 
地點： 黃振輝社區中心 
導師： 張芷鈴女士 

成人西洋畫班 
班組名稱 內容 對象 名額 舉辦日期 

及時間 
費用 

成人西洋畫 
A班 

WWCA-452                      
黃咏靜 
導師 

內容包括素描、水
彩、粉彩及塑膠彩
因應學員不同的程
度和興趣，選擇不
同的媒介來進行繪
畫訓練。 
 

18歲或
以上歲 

4-6
人 

30/7-24/9(二) 
下午2:00-3:30 

9堂 
會員$1,485 
非會員$1,535     

(包材料費) 

成人西洋畫 
B班 

WWCA-453                      
黃咏靜 
導師 

18歲或
以上 

4-6
人 

1/8-26/9(四) 
2:00-3:30p.m. 

9堂  
會員$1,485 
非會員$1,535      

(包材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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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振輝社區中心 

班組名稱 內容 對象 名額 舉辦日期 
及時間 

費用 

兒童及 
青少年 
綜合畫 

WWCA-456                      
黃咏靜 
導師 

學習素描、水彩、塑膠彩
及針筆淡彩等，學員將會
運用不同媒介學習繪畫技
巧 

7歲或
以上 

 

12人 3/8-28/9(六) 
14/9暫停 

3:00-
4:15p.m. 

8堂  
會員$1,200 
非會員
$1,250       

(包材料費) 

素描水彩 
畫班     

WWCA-457               
黃咏靜 
導師 

認識黑白及彩色素描的基
本原理，學習幾何、靜物、
花卉、動物、人像素描及
戶外寫生等，打好素描基
礎後，導師將因應學生的
程度，輔以水彩、乾粉彩
等不同的媒介進行進階繪
畫訓練。 
(此課程為持續性及循序
漸進的課程) 

6歲或
以上 

15人 2/8-27/9(五) 
6:00-

7:00p.m. 

9堂  
會員$1,240 
非會員
$1,290    

(包材料費) 

兒童繪畫班  

班組 內容 對象 名額 舉辦日期 
及時間 

費用 

幼兒綜合畫
A班 

WWCA- 454                     
黃咏靜 
導師 

讓幼童學習基本構
圖、配色，利用油
粉彩、廣告彩、木
顏色及水彩進行繪
畫創作，並輔以手
工、黏土製作、拼
貼、摺紙、串珠、
版畫等使課程更多
元化。  
 (此課程可連續，
每季內容並不會重
複) 

3.5-6
歲 

15人 30/7-24/9(二) 
4:00-5:00p.m. 

9堂  
會員$1,080 
非會員$1,130      

(包材料費) 

幼兒綜合畫
C班 

WWCA-455                      
黃咏靜 
導師 

3.5-6
歲 

15人 2/8-27/9(五) 
4:45-5:45p.m. 

9堂  
會員$1,080 
非會員$1,130       

(包材料費) 

幼兒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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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組名稱 內容 對象 名額 舉辦日期及

時間 

費用 

書法A班                 

AA-85                      

歐笑霞 

導師 

本課程適合對書

法已有基本認識

的人士。課程主

要是教授行書，

並會介紹書法的

歷史。 

學員須自備紙、

筆、墨 

18歲 

以上 

12人 30/7-24/9 

(逢星期二) 

2:00-3:30p.m. 

 

 

 

9堂 

會員$990 

非會員$1,040

另加付教材費

$20 

 書法B班                

AA-86                             

歐笑霞 

導師 

本課程適合初學

者參加。課程主

要是教授行書，

並會介紹書法的

歷史。 

(學員須自備紙、

筆、墨) 

18歲 

以上 

12人 30/7-24/9 

(逢星期二) 

4:00-5:30p.m. 

國畫A班                   

FTP-65                                   

樊東保 

導師 

學習掌握國畫的

基本技巧 

16歲 

以上 

8-18

人 

4/7-26/9 

(逢星期四) 

18/7暫停 

10:00-

11:30a.m. 

12堂 

會員$600 

非會員$650 

60歲以上長者 

會員$300 

非會員$325 

另付教材費

$20 

國畫B班                   

FTP-66                                   

樊東保 

導師 

學習掌握國畫的

基本技巧 

16歲 

以上 

8-18

人 

4/7-26/9 

(逢星期四) 

18/7暫停 

2:00-3:30p.m. 

粵曲興趣 

小組 

TCP-54                    

鄧秋萍/ 

梁蕙清 

導師 

主要教授：叮板、

運氣、發聲和粵

曲唱腔。 

由十多年資深子

喉，平喉導師分

別教授。 

不限 8-20

人 

10/7-25/9 

(逢星期三) 

17/7、7/8及

14/8暫停  

4:00-5:30p.m. 

9堂 

會員$540 

非會員$590 

另付教材費

$20 

黃振輝社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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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ic Journey親子音樂旅程---送給您孩子一生的禮物 
您是否知道，您與孩子在音樂旅程中共同學習，享受音樂的同時，很多事情也同時發生嗎？音樂是刺激孩子大
腦結構的神奇工具，通過親子課程豐富的歌曲，節奏，詞彙，律動和學習環境，孩子們的專注，記憶，聽覺辨
別，語言，認知，節奏掌握，協調，身體意識，體格，情感，社會發展和自信等，都在不知不覺的開心玩唱中，
同時得到提高了。 
本課程融合三大音樂教學法之精髓，(包括達克羅士、高大宜和奧福教學法)建立一套結合中、英語童謠及古典
音樂的課程，帶領孩子們進入遼濶的音樂世界，暢遊音樂、舞蹈、戲劇、文學和圖畫。音樂的元素成為看得見
的舞蹈、畫出來的具體圖譜，課程更會強化唱名(sol-fa names)訓練，讓孩子在日後歌唱或樂器學習上更易掌握！ 
課程透過兩套完整且精美的有聲教材，使歡樂的課程延續到家庭；從此，孩子和爸爸媽媽可以同歌共舞，共享
歡樂童年。 
[Music Journey - Parent-Child Music Course]  ---Give a gift to your child's life 
Did you know that while you and your child are learning together on the music journey, while enjoying music, many 
things happen at the same time? Music is a magical tool that stimulates the brain structure of children. Through the 
parent-child curriculum, which is rich in songs, rhythm, vocabulary, motion and learning environment, children's 
concentration, memory, listening skills, language, cognition, rhythm, coordination, body awareness, physical, 
emotional, social development and self-confidence are all improved at the same time. But in the big picture, kids are 
just having fun. 
The course incorporates three major music teaching methods (including Dalcroze, Kodaly, and Orff) , creating a 
curriculum that combines Chinese, English nursery rhymes and classical music, leading children into the wonderland of 
music. Through music, dance, drama, literature and pictures, the elements of music become visible dances and 
pictures. Through the training of singing sol-fa names, children can master more quickly in later singing or instrumental 
learning!  
Through two complete and exquisite home materials, the course continues the joyful curriculum to the family; from 
then on, children and parents can dance with the song and share a happy childhood.  
授課語言：粵 / 普 / 英語          Language: Cantonese/ Mandarin / English 
(完成課程後可申請課程證書，情可向中心查詢。) 
2 sets of Home materials 
1.“歡樂音樂藝術學園”(春夏音樂遊戲書及CD) "Happy Music Art Academy" (Spring and Summer Music Game Book 
and CD )  
 2. Wee Sing Learning Through Music—Children’s Songs and Fingerplays (包括樂譜Scores及CD)   
 (Wee Sing被公認為世界上最珍愛的兒童品牌之一，是通過音樂學習學前教育的領導者。包含豐富的歌曲、手指
謠和童謠，其中搭配64頁活潑鮮麗的插圖，是快樂學習英語的精選教材。) 
Wee Sing is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cherished children’s brands – and a leader in preschool learning 
through music.All your favorites are collected in this large selection of 73 traditional songs and fingerplays, sung and 
chanted by children.  

黃振輝社區中心 

Music Journey親子音樂旅程 
(CCL-146)  

班組名稱 內容 對象 名額 舉辦日期
及時間 

費用 

張芷鈴女士
Kindermusik 
註冊專業 
導師 

CCL-144 
    
  
  
  

 

Set your baby’s day to 
classical music. With a 
little more Tchaikovsky 
in your “Twinkle, 
Twinkle” repertoire 
discover new ways 
baby benefits from the 
classics as you develop 
an appreciation for the 
world’s most 
respected music. Each 
lesson features new 
activities and songs 
that the parent can 
sing for all the places 
baby and mom go 
together—the store, 
the playground, the 
doctor, and more. 

0-3歲 
幼兒及 

1位家長
陪同 

  
  

5-10
對 
親子 

9/1-27/3 
(6/2及3/2
暫停) 

 
逢星期三 

 
9:45-

10:35am 
  

                      

共10堂 
會員 

$1,500 
非會員
$1,550 

  
家中教材: 

+$280 
Home 

Materials:  
Busy 

Day board 
book, Home 

CD, bell 
instrument, 
and poster. 

對        象： 0-3歲幼兒及1位家長陪同 

日        期： 3/7-18/9(逢星期三)，(17/7及7/8暫停) 

時        間： 10:45am-12:00nn 

名        額： 5-10對親子 

堂        數： 10堂 

費        用： 第一期：(3/7、10/7、 24/7、31/7)  4堂：會員$600 / 非會員$650 

第二期：((14/8 – 18/9) 6堂：會員$900 / 非會員$950 

全期10堂：會員$1,500 / 非會員$1,550 

家中教材： $200 

地         點： 黃振輝社區中心 

導         師： 張芷鈴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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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組名稱 內容 對象 名額 日期及時間 費用 
English 

Playgroup 
A班: ALC-63 
B班:ACL-64 

 
Acorn 

Language 
Centre 
導師 

本課程以全英語進行，
由經驗幼兒導師帶領。
課程旨在透過多元化的
活動，如音樂唱遊、創
意手工、大小肌肉訓練
遊戲等來提升孩子身體
及腦部發展，更開發和
鞏固孩子之的英語潛能。 

1.5-3歲
幼兒及
一位家
長陪同 
 

4-7 對
親子  

4/7-26/9 
(逢星期四) 

18/7、22/8及
29/8暫停 

A班 
10:40-11:30 

B班 
11:40-12:30 

11堂 
會員

$1,650 
非會員
$1,700 

黃振輝社區中心 

English Playgroup  

班組名稱 內容 對象 名額 舉辦日期
及時間 

費用 

張芷鈴女士
Kindermusik 
註冊專業 
導師 

CCL-144 
    
  
  
  

 

Set your baby’s day to 
classical music. With a 
little more Tchaikovsky 
in your “Twinkle, 
Twinkle” repertoire 
discover new ways 
baby benefits from the 
classics as you develop 
an appreciation for the 
world’s most 
respected music. Each 
lesson features new 
activities and songs 
that the parent can 
sing for all the places 
baby and mom go 
together—the store, 
the playground, the 
doctor, and more. 

0-3歲 
幼兒及 

1位家長
陪同 

  
  

5-10
對 
親子 

9/1-27/3 
(6/2及3/2
暫停) 

 
逢星期三 

 
9:45-

10:35am 
  

                      

共10堂 
會員 

$1,500 
非會員
$1,550 

  
家中教材: 

+$280 
Home 

Materials:  
Busy 

Day board 
book, Home 

CD, bell 
instrument, 
and poster. 

班組名稱 內容 對象 名額 舉辦日期及時間 費

用 

健康 

十八式 

太極早操及十八式   18歲以

上 

不限 逢星期一至五             

  7:00-8:00a.m. 

全

免 

閒情天地                         

錦繡堂 

長者部 

量血壓、各類講座、閱報、

電影欣賞、茶藝、棋藝、

美食分享等 

18歲以

上 

不限 逢星期四 

(公眾假期除外)     

 9:30-10:30a.m. 

全

免 

  

免費 

讚美操 

藉「讚美操」歌曲，以舞

步及運動促進個人身心靈

的健康。 

18歲 

以上 

15-30

人 

逢星期一、三、五 

上午9:15-10:15 

(公眾假期暫停)                               

地點 

錦繡堂禮堂 

全

免 

逢星期二、四 

早上8:30—9:30 

地點 

宣道會錦繡堂  

露天廣場 

柔嫻天地 

(女士) 

每月逢第二週的星期三下

午2:00-3:30舉行。內容有:

美食研製、飾品製作、舞

蹈、歌唱訓練班及健康講

座等。 

(活動詳情將另行公佈) 

18歲以

上 

15-30

人 

逢第二週星期三或 

星期四             

下午2:00-3:30                                                       

按

次 

收

費 



義務顧問：趙小玲博士 

導    師：張芷鈴、張淑汶、趙小茵 

團        費：7月$600、8 – 9月$1,050、全期: $1,500 

上課日期：6/7、13/7、20/7、27/7(音樂嘉年華表演)、(3/8暫停)、10/8、 
                      17/8、24/8、31/8 、7/9、(14/9中秋翌日假期-放假) 、21/9、 
                      28/9 
上課時間：逢星期六下午4:30—6:00 
地    點：宣道會錦繡堂(元朗錦繡花園金竹北路32號-湖畔) 

對    象：4-18歲（對合唱音樂有興趣並經試音合格者） 

分    組：初級、中級及高級組 

合唱團以每季團費計算，每期$1,500，有10-12堂課，包括合唱課、音

樂活動課、綵排或表演課、按每季不同情況編定，而少於10節之插班

生，將以每堂$150計算。 

團員上課及表演均需穿著團服或指定表演服飾，團服: $200 (包括一

件T-shirt及一件衛衣)請於報名時一同繳交。 

簡介：錦繡兒童合唱團成立於2010年7月，隸屬於宣道會錦繡堂黃振

輝社區中心，乃非牟利基督教合唱團，其宗旨是透過合唱訓練、多

元化的學習及演出、啟發團員音樂藝術的興趣、擴闊團員的視野、

見證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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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振輝社區中心 

節目預告： 
12/10(六) 

錦繡兒童合唱團 
9週年音樂會 

課程內容： 
正確歌唱技巧及合唱訓練 
ABRSM聲樂考試獨唱訓練 

音樂遊戲 
音樂欣賞 

境內外表演及交流團 
參觀及音樂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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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旨：錦繡管弦樂團為一個非牟利的樂團，   
                      乃隸屬於宣道會錦繡堂黃振輝社區中心。 
 
成立目的：社區內推動音樂文化、藝術及教育。 
 
日排練期：逢每月第一的星期一 
 
排練時間：晚上8:15—9:45 
 
團         費：$400(2019年7月至12月) 
 
入團資格：具團隊精神，能出席大部分排練及演出， 
                      並需參與面試。 
 
面試安排：將會個別安排約見。 
 
報名方法：可填妥以下表格，並傳真或交回社區 
                       中心，報名表可於以下網站下載 
 
網         頁：http://www.churchfairview.com 
 
電         話：2482 0343     傳真：2471 4636 

黃振輝社區中心 

錦繡管弦樂團 

http://www.churchfairview.com/
http://www.churchfairvie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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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排舞班 
排排舞是一種集體舞，不需舞伴，步法簡單，不同程度的學員可配合不同速
度的流行音樂，由淺入深；所以它是非常適合任何年齡及沒有跳舞經驗的人
學習。 課程教授排排舞的基本舞步及技巧，包括Cha Cha、Waltz、Tango及
Rumba等。 排排舞亦是一種輕鬆的帶氧運動，有助增強心肺功能及紓緩壓力，
令學員培養出自信及群體精神。 
(#所有導師均獲香港西方舞總會頒發排舞導師文憑) 

班
別 

對象 日期 時間 名
額 

地點 課程 
收費 

義務 
導師 

備註 

初
班 
A
班 

16歲或 
以上 

毋須任何
排舞經驗 

30/7-17/9 
逢星期二 
共8堂 

11:00am
-

12:30pm 

20 加州
花園
社區
中心 

會員 
$300 
非會員

$350 

嚴少蕙 學員須
自備舞
蹈鞋 
 

初
班 
B
班 

16歲或 
以上 

毋須任何
排舞經驗 

8/8-26/9 
逢星期四 
共8堂 

 

11:00am
-

12:30pm 
 

25 會員 
$300 
非會員

$350 

鄭瑞芬、
黃靄琪 

中
班 

16歲或以
上 

學員要有
基礎排舞
經驗 

2/8-20/9 
逢星期五 
共8堂 

11:00am
-

12:30pm 

25 會員 
$300 
非會員

$350 

黄    瑋、 
駱婉儀、
林秀卿 

學員須
自備舞
蹈鞋 
 

進
階
班 

16歲或 
以上 

適合有基
本排舞知
識，並持
續參加排
舞課程的
學員 

7/8-25/9 
逢星期三 
共8堂 

 

11:00am
-

12:30pm 

15 會員 
$300 
非會員

$350 
 

熊愛儀、
黃靄琪 

學員須
自備舞
蹈鞋 
 

加州花園社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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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組名稱 內容 對象 名額 舉辦日期及
時間 

費用 

張芷鈴女士
Kindermusik 
註冊專業 
導師 

CCL-P34  
    

  

 
 
Re-live your childhood, 
with your child. Every 
song is likely to revive a 
memory from your 
summers’ past. Play 
“Eye Spy” and find 
shapes in the clouds to 
pass the time. Take 
imaginary trips in a bus 
named “Van Go” to fun-
filled vacation 
destinations such as the 
carnival, a summer 
cottage, and the beach. 

0-4歲 
幼兒及
1位家
長陪同 

  
  

5-10對 
親子 

11/10-20/12 
(18/10暫停) 

(星期四) 
 

10:00-
10:50am 

 
 

 
                      

共10堂 
會員 

$1,500 
非會員
$1,550 

  
家中教材:  

+$280 
Home 
Materials 
 On the 
Road book, 
Home CD, 
frog guiro 
instrument, 
and poster. 

唱歌工作坊 
歌唱令人心情愉快, 忘記煩惱。本工作坊藉著歌唱, 讓人重新得力去面對生活及
工作上的壓力, 讓生活充滿歌聲與快樂! 內容: 歌唱技巧、樂理知識(選曲包括中
外歌曲)。本期最後一課為小型音樂會，讓學員有機會將學到的歌唱技巧發揮出
來，讓人欣賞。 

對象： 18歲或以上 
日期： 10/1-28/3逢星期四) ，7/2及14/2暫停 

時間： 中     班：11:00am-12:15pm 
進階班：2:00-3:15pm 

堂數： 10堂 

名額： 4-8人 

費用： 會員$1,400/ 非會員1,450 
地點： 加州花園社區中心 
導師： 張芷鈴女士 

Music Journey親子音樂旅程---送給您孩子一生的禮物 
您是否知道，您與孩子在音樂旅程中共同學習，享受音樂的同時，很多事情也同時發生嗎？音樂是刺激孩子大腦
結構的神奇工具，通過親子課程豐富的歌曲，節奏，詞彙，律動和學習環境，孩子們的專注，記憶，聽覺辨別，
語言，認知，節奏掌握，協調，身體意識，體格，情感，社會發展和自信等，都在不知不覺的開心玩唱中，同時
得到提高了。 
本課程融合三大音樂教學法之精髓，(包括達克羅士、高大宜和奧福教學法)建立一套結合中、英語童謠及古典音
樂的課程，帶領孩子們進入遼濶的音樂世界，暢遊音樂、舞蹈、戲劇、文學和圖畫。音樂的元素成為看得見的舞
蹈、畫出來的具體圖譜，課程更會強化唱名(sol-fa names)訓練，讓孩子在日後歌唱或樂器學習上更易掌握！ 
課程透過兩套完整且精美的有聲教材，使歡樂的課程延續到家庭；從此，孩子和爸爸媽媽可以同歌共舞，共享歡
樂童年。 
[Music Journey - Parent-Child Music Course]  ---Give a gift to your child's life 
Did you know that while you and your child are learning together on the music journey, while enjoying music, many 
things happen at the same time? Music is a magical tool that stimulates the brain structure of children. Through the 
parent-child curriculum, which is rich in songs, rhythm, vocabulary, motion and learning environment, children's 
concentration, memory, listening skills, language, cognition, rhythm, coordination, body awareness, physical, emotional, 
social development and self-confidence are all improved at the same time. But in the big picture, kids are just having fun. 
The course incorporates three major music teaching methods (including Dalcroze, Kodaly, and Orff) , creating a 
curriculum that combines Chinese, English nursery rhymes and classical music, leading children into the wonderland of 
music. Through music, dance, drama, literature and pictures, the elements of music become visible dances and pictures. 
Through the training of singing sol-fa names, children can master more quickly in later singing or instrumental learning!  
Through two complete and exquisite home materials, the course continues the joyful curriculum to the family; from 
then on, children and parents can dance with the song and share a happy childhood.  
授課語言：粵 / 普 / 英語          Language: Cantonese/ Mandarin / English 
(完成課程後可申請課程證書，情可向中心查詢。) 
2 sets of Home materials 
1.“歡樂音樂藝術學園”(春夏音樂遊戲書及CD) "Happy Music Art Academy" (Spring and Summer Music Game Book and 
CD )  
 2. Wee Sing Learning Through Music—Children’s Songs and Fingerplays (包括樂譜Scores及CD)   
 (Wee Sing被公認為世界上最珍愛的兒童品牌之一，是通過音樂學習學前教育的領導者。包含豐富的歌曲、手指
謠和童謠，其中搭配64頁活潑鮮麗的插圖，是快樂學習英語的精選教材。) 
Wee Sing is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cherished children’s brands – and a leader in preschool learning 
through music.All your favorites are collected in this large selection of 73 traditional songs and fingerplays, sung and 
chanted by children.  

Music Journey親子音樂旅程 
(CCL-P37)  

對       象： 0-3歲幼兒及1位家長陪同 

日        期： 5/7-20/9 (逢星期五) 、(2/8，9/8暫停)  
時        間： 11:15am-12:05pm 

名        額： 5-10對親子 

堂        數： 10堂 
費        用： 第一期：(5/7、12/7、19/7、26/7)  4堂：會員$600 / 非會員$650 

第二期：(16/8-20/9) 6堂：會員$900 / 非會員$950 
全期10堂：會員$1,500 / 非會員$1,550 

家中教材： $200 

地         點： 加州花園社區中心 
導         師： 張芷鈴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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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組名稱 內容 對象 名額 舉辦日期及
時間 

費用 

張芷鈴女士
Kindermusik 
註冊專業 
導師 

CCL-P34  
    

  

 
 
Re-live your childhood, 
with your child. Every 
song is likely to revive a 
memory from your 
summers’ past. Play 
“Eye Spy” and find 
shapes in the clouds to 
pass the time. Take 
imaginary trips in a bus 
named “Van Go” to fun-
filled vacation 
destinations such as the 
carnival, a summer 
cottage, and the beach. 

0-4歲 
幼兒及
1位家
長陪同 

  
  

5-10對 
親子 

11/10-20/12 
(18/10暫停) 

(星期四) 
 

10:00-
10:50am 

 
 

 
                      

共10堂 
會員 

$1,500 
非會員
$1,550 

  
家中教材:  

+$280 
Home 
Materials 
 On the 
Road book, 
Home CD, 
frog guiro 
instrument, 
and poster. 

唱歌工作坊 
歌唱令人心情愉快, 忘記煩惱。本工作坊藉著歌唱, 讓人重新得力去面對生活及
工作上的壓力, 讓生活充滿歌聲與快樂! 內容: 歌唱技巧、樂理知識(選曲包括中
外歌曲)。本期最後一課為小型音樂會，讓學員有機會將學到的歌唱技巧發揮出
來，讓人欣賞。 

對象： 18歲或以上 
日期： 10/1-28/3逢星期四) ，7/2及14/2暫停 

時間： 中     班：11:00am-12:15pm 
進階班：2:00-3:15pm 

堂數： 10堂 

名額： 4-8人 

費用： 會員$1,400/ 非會員1,450 
地點： 加州花園社區中心 
導師： 張芷鈴女士 

鋼琴工作坊（初階）  
(成人／金齡／樂齡／退休人士) 

彈奏鋼琴---------是您的童年夢想嗎？ 
您有否想過，從現在開始，您也可以學習鋼琴嗎？儘管彈奏起來未必如小孩般靈活，但其實又未必如您想
像中那麼困難！只要設定適當目標，透過老師的指導與恆常的練習，您也可以彈奏自己喜愛的曲目，在餘
暇享受音樂的樂趣，而同學間彼此勉勵，一起學習，一定會讓您更有動力彈奏鋼琴呢！鋼琴工作坊每期最
後一課為表演課，讓學員將所學到的彈奏技巧發揮，讓人欣賞。 
以下會是您學琴之後的心聲嗎？ 
* 原來，我的記憶力和自信心都在不知不覺間增強了！  
* 我認識了一班志同道合的好友，一齊彈琴真係好開心：） 
* 我的彈琴夢想成真啦！Yeah！ 
* 原來我在家可以專注的練習，有時一、兩小時也未嫌多，好有目標和方向。 
* 那部堆滿雜物、封塵已久的鋼琴，變為家中最美麗的角落，並響起動聽的旋律。正！ 
* 我學琴後，囝囝囡囡常要爭著彈，一家人也學音樂，好有音樂氣氛。 
* 老公彈琴，我唱歌，真係好sweet！ 
* 有時工作到好累，但當彈到喜歡的旋律時，真令我十分舒暢，竟然壓力都減埋！ 
* 用10隻手指同腦部做運動，又幾work喎！ 
* 我成個身體都會數拍子啦！阿孫都話我精靈咗啊！ 
* 原來唔係一定要識 豆豉  ，先可以彈琴，不過，話時話，而家我都識D豆豉啦，仲識咗好多適合我，又唔
係豆豉的樂譜幫助我彈琴，我有時都直情唔駛睇譜，可以背譜彈添！ 
30年後….. 
我已彈了30年琴啦！從未後悔過在上了年紀才開始學琴，鋼琴音樂也陪伴我30年了，我好享受這個過程啊！ 
有關金齡／樂齡人士學習樂器的好處及介紹，可參考以下節目：(TVB新聞專題節目：無耆不有 — 樂在其中) 
本課程導師具「金齡鋼琴導師課程證書」 
課程曲目包括：古典音樂選段、流行金曲、詩歌、民歌。 
教材：包括教學琴書、網上支援、音樂伴奏、筆記及作業。 

班別 對象 日期 時間 名額 堂數 收費 導師 

鋼琴
工作
坊
（初
階）  

50歲以
上金齡
人士 

4/7-19/9 
(1/8及8/8
暫停) 

逢星期四 

上午班: 
10:00am-
11:10am 

2-6人 
二人
一琴 

10堂 會員$1,600  
非會員$1,650 
教材: $300 

張芷鈴 
女士 

下午班: 
3:20pm-
4:30pm 

成人
鋼琴
初班 

18歲以
上成人 

5/7-20/9 
(2/8及9/8
暫停) 

逢星期五 
 

10:00-
11:10am 

2-6人 
 二人
一琴 

10堂 
 

會員$1,800  
非會員$1,850 
教材: $300 

(50+以上金齡人
士報讀，可享每
堂$20折扣) 

張芷鈴 
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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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琴＞音樂工作坊  
(成人 / 金齡 / 樂齡 / 退休人士)  
日期：13/6(四)3:30pm-5:00pm 或14/6(五)10:00am-11:30am (任擇一天) (每場工作坊為1.5小時) 
每位$120，請於11/6(四)或前報名。（好友同行，每位優惠價$100，請同時報名及繳費） 
導師：張芷鈴女士  
以下是您的心聲嗎？  
* 一看到那些 豆豉 就頭都暈埋？ 
* 囝囝囡囡正在學琴，您又想試吓，一來可提高家庭學習音樂的氣氛，二來又想激勵他們，等
他們同您爭琴練？ 
* 您曾經學過鋼琴，後來因著各方面的原因，終於放棄了？ 
* 自己的手腳都硬了，覺得無可能彈到琴？ 
* 學琴是您的童年夢想，到現在仍好想圓夢？好渴望閒時能自娛一下？ 
* 好想自彈自唱，夫唱婦彈，或婦唱夫彈？ 
* 想郁吓D手手腳腳，同時又想減慢大腦的退化？ 
* 您發覺家中有部早被遺忘、封塵已久，並已變為雜物架的鋼琴？………… 
  
無論您是上述那類人士，只要您對學琴或音樂有興趣，都歡迎您參加這場＜學琴＞音樂工作坊，
一起體驗各種音樂元素，認識各種學琴的方法，發掘您的音樂潛能，一起體驗學習鋼琴的好處
和箇中樂趣！ 

對象： 16歲或以上 
日期： 10/7-11/9(逢星期三) 
時間： 上午10:30-下午12:00 
名額： 5-10人 
堂數： 10堂 
地點： 加州花社區中心 
收費： 會員$1,000 / 非會員$1,050 
導師： 姜楓華 

香港伸展運動學會導師 
備註： 學員請帶備地蓆(如有)及一條長面巾。 

唱歌工作坊 
歌唱令人心情愉快, 忘記煩惱。本工作坊藉著歌唱, 讓人重新得力去面對生活及工作上的壓
力, 讓生活充滿歌聲與快樂! 內容: 歌唱技巧、樂理知識(選曲包括中外歌曲)。本期最後一課
為小型音樂會，讓學員有機會將學到的歌唱技巧發揮出來，讓人欣賞。 

對象： 18歲或以上 
日期： 4/7-19/9(星期四)，(1/8及8/8暫停) 

時間： 中     班：11:15am-12:30pm 
進階班：2:00-3:15pm 

堂數： 10堂 

名額： 4-8人 

費用： 會員$1,400/ 非會員1,450 
地點： 加州花園社區中心 
導師： 張芷鈴女士 

日期：13/6(四)3:30pm-5:00pm 或14/6(五)10:00am-11:30am (任擇一天) 
每位$120，二人同行每位$100，必須同時報名及繳費。 
內容 (1.5小時)： 
金齡人士學樂器有什麼好處？學樂器真的可以活化大腦嗎？ 
金齡除了學琴還可以學其他樂器嗎？有什麼途徑？ 
金齡人士學琴的優勢 ／ 成人學琴教材和自學方法  
五線譜以外的學琴方法 ／ 與小朋友學琴的分別  
克服困難的方法 ／ 維持熱度的方法  
體驗節拍的遊戲和即興彈奏 ／ 金齡鋼琴音樂欣賞   

張芷鈴導師介紹 
張老師擁有豐富音樂教育經驗，熱心鑽研鋼琴、聲樂及幼兒音樂教學等範疇，務求讓學生得到啟發性的音
樂教育。曾任小學合唱團老師、芭蕾舞學校鋼琴伴奏、兒童聖經學校小詩班及Kindermusik導師。現為Music 
Journey親子音樂旅程、成人唱歌工作坊及金齡/成人鋼琴班導師、錦繡兒童合唱團、錦繡幼稚園合唱團指揮、
詩班指揮與司琴，盼望將音樂的喜悅帶進每個家庭。 
「英國聖三一音樂學院鋼琴演奏文憑」（LTCL）/「香港音樂專科學校」鋼琴演奏及音樂教育文憑/ 「香港
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鋼琴演奏教學法證書」/「澳洲音樂考試委員會－音樂教師專業發展課程證書」/「英國皇
家音樂學院聲樂八級證書」/「Kindermusik專業音樂教育證書」/「奧福教學師資班證書」/「金齡鋼琴導師
課程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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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曲興趣小組 
主要教授：叮板、運氣、發聲和粵曲唱腔。 
由十多年資深子喉，平喉導師分別教授。 

對象： 任何對粵曲有興趣人士 
日期： 9/7-24/9(逢星期二)，6/8及13/8暫停 
時間： 上午10:30-12:00 
名額： 8-20人 
堂數： 11堂 
地點： 加州花社區中心 
收費： 會員$660 / 非會員$710 

另付教材費$20 
導師： 鄧秋萍 / 梁蕙清 

國畫班 
學習掌握國畫的基本技巧 

對象： 16歲或以上 
日期： 5/7-27/9(逢星期五) 
時間： 下午2:00-3:30 
名額： 6-12人 
堂數： 13堂 
地點： 加州花社區中心 
收費： 會員$650/ 非會員$700 

另付教材費$20 
導師： 樊東保 

讚美操 
藉「讚美操」歌曲，以舞步及
運動促進個人身心靈的健康。 

對象： 18歲或以上，無需跳舞
經驗 

日期及
時間： 

逢星期一、三及五 
(公眾假期除外) 
 9:30am—10:30am 

地點： 加州花園社區中心 
舞蹈室 

收費： 全免 

伸展運動體驗班 
柔軟度是體適能元素之一，要如何改善肌肉
的柔軟度，以致保持及改善身體的姿勢？ 
適當的伸展運動，可以幫助改善肌肉的柔軟
度，增加彈性，保持肌肉的長度，令長期繃
緊的肌肉得以放鬆，並可舒緩痛症，增加活
動的幅度。 
伸展運動體驗班組，讓大家認識伸展運動的
好處，知道怎樣正確又有效地伸展身體各部
位的肌肉。 

對象： 16歲或以上 
日期： 10/7-11/9(逢星期三) 
時間： 上午10:30-下午12:00 
名額： 5-10人 
堂數： 10堂 
地點： 加州花社區中心 
收費： 會員$1,000 / 非會員$1,050 
導師： 姜楓華 

香港伸展運動學會導師 
備註： 學員請帶備地蓆(如有)及一條長

面巾。 



訊號 中心服務 中心內課程 
或活動 

參觀或 
戶外活動 

一號風球 照常開放 照常進行 視乎天氣而定 
雷暴警告 / 
 黃色暴雨 

照常開放 照常進行 視乎天氣而定 

紅色暴雨 /  
三號風球 

照常開放 照常進行 
(家長自行決定) 

視乎天氣而定 

黑色暴雨 /  
八號風球或以上 

暫停開放 
(訊號 

取消後兩小時 
回復正常) 

取消訊號 
(取消後 

三小時回復正常) 

取消 

 會籍：一年有效期，由申請日期起計算，會籍期滿即當自動退出論。 
 續證手續︰會員可於會籍期滿前一個月內辦理。 
 補領手續：如遺失會員證，可帶備身份證明文件、手續費$10及提供會員證號碼。

(補領之會員證有效日期以舊證為準) 
 退會手續：如會員主動提出退會，所繳年費概不發還，並須於退會時交還會員

證。 
申請手續 
 請申請人必需填妥「會員申請表」內的中文和英文姓名、聯絡地址及電話號碼。

連同費用及帶備身份證明文件(身份證、學生手冊等)，到本中心辦理。 
福利 
 會員可以優惠價報讀課程； 
 報讀課程時，如遇有會員與非會員同時申請後補時，本會會員將獲優先考慮。 
會員義務 
 凡進入中心敬請出示會員證，方可使用中心內設施。 
 報名參加活動或課程時，必須出示有效會員證。 
 會員證絕不可轉借。如有遺失，請儘快通知本中心及辦理補領手續。 
 個人資料若有任何更新，請儘快通知中心職員。 
 所有舊會員請前往社區中心辦理手續。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社區中心2482-

0343。 

 註：宣道會錦繡堂會友將豁免年費，但必須辦理會員手續，方可獲
得優惠。 

會員類別 幼兒及兒童 青少年 成人 長者 家庭 

資格 0-12歲 13-17歲 18-59歲 60歲或以上 直屬家庭成員最多5人 
費用(每年) $10 $20 $20 $10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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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日 
Sun 

一 
Mon 

二 
Tue 

三 
Wed 

四 
Thu 

五 
Fri 

六 
Sat 

10:00am-12:30pm  
 

2:00pm-5:00pm  
 

代表中心開放時間 註：星期日、星期一及公眾假期暫停開放 
P2 

宣道會錦繡堂加州花園社區中心成立於2012年，由基督教宣道會錦繡堂負責管理，是一所非牟利
社會服務中心，秉承基督愛人的精神，服務人群，實踐全人關懷，提供多元化服務，照顧區內不
同年齡人士的需要，培育社區人士身心靈健康和成長，促進家庭和諧快樂。 

中心面積共約一萬四千平方公尺。中心內設有不同活動房間和設備，包括：烹飪室、舞蹈室、
琴室、Band房、會議室、康樂室、活動室、電腦室、輔導室、心靈培育室、多用途禮堂及休閒
露台等。  

1. 會員報名時請出示有效之會員證，方可享有會員報名優惠。 
2. 各項班組及活動以先到先得的方式報名，並不設留位或來電報名，額滿即止 
3. 短期課程及非恒常課程的學員(包括插班生)，必須繳交課程的全部費用。 
4. 報名時請以現金或支票繳交費用，抬頭請寫「宣道會錦繡堂有限公司」或「Fairview Park 

Alliance Church Limited」。 
5. 每完成一年課程者，可向本中心申請證書，每張證書的行政費為＄30。 
6. 所有中心班組及活動，一經繳費，不設退款。如未能出席者，所有已繳費用，恕不退回。 
7. 課程只供報讀學員本人及指定數目的家長上課，不能由別人代替或帶家長親友旁聽及觀課。 
8. 如因個人理由未能出席班組及活動，不設補課及轉班。學員若有特殊情況，請於上課前三日主

動提出書面申請，並提供相關證明文件，中心會按個別情況再作考慮，本中心保留最後批核權。 
9. 凡參加活動的參與者及其家長有責任出席全季的活動。參加者請按時出席班組或活動，除了本

中心更改或取消之活動外，恕不另行通知。 
10. 通知退款後一個月內須帶同有關收據到本中心辦理退款手續，凡逾時者將作自動放棄論。 
11. 請帶同收據參與活動，以便核實。 
12. 除課程或活動安排外，家長務請準時接送。 
13. 學員不可在未得到中心批准前在課堂上進行錄影及拍攝。 
14. 所有班組需要符合最低收生人數才可開班，如未能開班，中心會安排退款手續。 
15. 本中心已購買公眾責任保險；而戶外參觀活動會購買個人意外保險。 
16. 本中心保留課程與開班之修訂及為活動進行攝錄之權利。 
17. 如因天氣影響而取消之班組活動，該班組課程將不獲補課或退款；倘屬戶外活動則視乎該參觀/

活動機構是否退款予本中心而定。 
更新版本:2014年11月1日 

加州花園社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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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錦繡堂 

enjoy summer!

1.暑期活動於6月4日(二)      
  中心辦公時間內開始接   
  受報名 
2.提前報名優惠於6月22日 
  前可享優惠價報名 

報名安排及優惠 

    

   地址:元朗和生圍加州花園商場1/F 101至120店舖 

   Shop 101-120 1/F，Palm Springs Commercial Centre,  

   Wo Shang Wai, Yuen Long, N.T. 

   電話:2482 0343     傳真:2471 4636 

   網址:http:www.churchfairview.com   

   E-mail:pscc@churchfairview.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