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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5.21.4448(1月)、4505.21.4449(2月)、4505.21.4450(3月)

黃昏託管
為日間沒有家人照顧的兒童家庭提供支援服務，包括學業輔導及小組活動，讓兒童均衡成長

日期：逢星期一至五(公眾假期除外)
時間：3:30pm - 7:00pm
地點：觀塘會所
內容：功課輔導、茶點、小組活動、個人輔導、家長會
對象：小一至小六
費用：會友$1300(每月)
名額：24位
備註：1. 有興趣參加者，請填妥申請表格後，交回本會所，由職員聯絡申請者及其家長安排面談日期，接納申請後才繳費
         2. 家長須於託管完結或之前接回  貴子弟，若逾時，參加者須在會所大堂自行等候家長
         3. 託管部份名額獲社會福利署「課餘託管收費減免計劃」資助，有需要人士可於接納報名時，向負責社工提出申請，
            並提交家庭經濟狀況資料，以作批核
負責社工及職員：伍燕萍(伍姑娘)、吳妍頴(Maggie Miss)

以下活動部份名額可於網上報名 (網址：https://portal.ymca.org.hk/zh-hk/#/)，
詳情可瀏覽https://qrgo.page.link/CW3zR「網上報名簡要」
(只接受 VISA 或 MASTERCARD 信用卡付款)
(所有經網上報名的活動均必須先成為會友及完成網上賬戶註冊)

註：1.網上報名只適用於正價，如需以優惠收費參加，請親臨會所報名
      2.所有活動資料均以網上顯示為準

4505.21.4434

專注達人6A
透過遊戲及感官體驗活動，提升專注能力，以及自我控

制能力和情緒管理，從而促進社交技巧和自我效能感

日期：：29/1、5/2、12/2、19/2、5/3、12/3、
            19/3 (逢星期六，共7堂)
時間：2:30pm - 3:45pm
地點：觀塘會所
內容：1. 遊戲及感官體驗活動 
         2. 專注力訓練 
         3. 團體合作活動
對象：7至10歲
費用：會友$70；優惠$35
名額：8位(優惠1位)
負責社工：楊偉鳳(楊Miss)

4505.21.4576

專注達人6B
透過遊戲及感官體驗活動，提升專注能力，以及自我控
制能力和情緒管理，從而促進社交技巧和自我效能感

日期：29/1、5/2、12/2、19/2、5/3、12/3、
        19/3 (逢星期六，共7堂)
時間：11:30am - 12:45pm
地點：觀塘會所
內容：1. 遊戲及感官體驗活動 
         2. 專注力訓練 
         3. 團體合作活動
對象：7至10歲
費用：會友$70；優惠$35
名額：8位(優惠1位)
負責社工：楊偉鳳(楊Miss)

4505.21.4507B

環保手作迎新春(兒童組)
響應環保、將物資升級再造；提升兒童創意力；
培養兒童互相合作精神

日期：29/1(星期六)
時間：4:00pm - 5:30pm
地點：觀塘會所
內容：由青年義工協助教導兒童，利用環保物資，製作賀
         年手工藝。實踐環保生活同時，還能共同分享節日
         氣氛
對象：7至12歲
費用：會友$20；優惠$10
名額：8位(優惠1位)
負責社工：何嘉聰(何sir)、楊偉鳳(楊Miss)

4505.21.4490

「煮」人翁
透過烹飪讓參加者學習自理

日期：15/1、29/1、12/2、26/2、12/3、26/3
         (逢星期六，共6堂)
時間：3:00pm - 4:30pm
地點：觀塘會所
對象：8至12歲
費用：會友$240；優惠$120
名額：6位(優惠1位)
負責職員及社工：江麗珠(June Miss)、李鳳蘭(李姑娘)

4505.21.4582

共融體驗－黑暗中對話旅程
透過進入失明人士的「黑暗世界」，運用其他感官
和另一個角度體驗世界，從而了解傷殘人士的需要，
強化共融意識和同理心

日期：日期：20/2(星期日)
時間：10:30am - 1:00pm
地點：長沙灣D2 Place；集散地點：觀塘會所
內容：1. 黑暗體驗
         2. 多感觀探索 
         3. 共融學習
對象：6至12歲
費用：會友$180(已包括程序費及交通費用)；優惠$60
名額：16位(優惠1位)
負責社工：楊偉鳳(楊Miss)

4505.21.4579

中西狂奔日
透過比賽，讓參加者認識中西區特色文化之地標、設
施；並從小組討論，學習如何決策和計劃行程，增強
解決困難之能力

日期：13/3(星期日)
時間：10:00am - 4:00pm
地點：中西區；集散地點：觀塘會所
內容：1.城市定向比賽2.挑戰站遊戲3.小組分享
對象：6至12歲
費用：會友$100(包括午餐、程序費及交通費用)；優惠$50
名額：16位(優惠1位)
備註：請穿著運動服及帶背包出席活動
負責社工：楊偉鳳(楊Miss)

4505.21.4493

摺紙動物園
透過摺紙讓參加者學習耐性

日期：15/1、29/1、12/2、26/2、12/3、26/3
         (逢星期六，共6堂)
時間：4:30pm - 5:30pm
地點：觀塘會所
對象：6至8歲
費用：會友$50；優惠$25
名額：6位(優惠1位)
負責職員：江麗珠(June Miss)、兒童及家庭支隊

4505.21.4432

「繪出幸福」和諧粉彩兒童小組
透過簡單又容易掌握的技巧，以手指代筆沾粉塗抹，繪畫出優美的作
品，並在過程中放鬆心情和釋放壓力，大大提高孩子的成就感

日期：29/1、5/2、12/2、19/2、5/3、12/3、19/3 (逢星期六，共7堂)
時間：4:15pm - 6:00pm
地點：觀塘會所
內容：1. 日本和諧粉彩創作 
         2. 舒緩情緒及壓力 
         3. 提升成功感
對象：8至12歲
費用：會友$105；優惠$55
名額：8位(優惠1位)
負責社工：楊偉鳳(楊Miss)

4505.21.4480

快樂「煮」意(三)
透過制作六款西式菜式，灌輸健康飲食的知識，
從而提升他們健康生活的意識

日期：12/2、19/2、26/2、5/3、12/3、19/3
         (逢星期六，共6堂)
時間：12:15pm - 1:15pm
地點：觀塘會所
內容：六款家常菜式
對象：8至12歲
費用：會友$100；優惠$50
名額：8位(優惠1位)
備註：1. 如對食物敏感，請麻煩跟李姑娘聯絡
         2. 請自備圍裙及食物盒
負責社工：李鳳蘭(李姑娘)     

兒童
活動

兒童
活動

活動之優惠名額及費用，請參閱個別活動資料；而有關名額之適用對象，請參閱本通訊P.3(問與答)Q7*津助或個別活動不設優惠名額*
註：如因疫情以致未能以實體進行，部份活動/訓練程序將改以網上形式進行，詳情請聯絡負責職員或留意網頁/社交媒體的最新公佈。

活動之優惠名額及費用，請參閱個別活動資料；而有關名額之適用對象，請參閱本通訊P.3(問與答)Q7*津助或個別活動不設優惠名額*
註：如因疫情以致未能以實體進行，部份活動/訓練程序將改以網上形式進行，詳情請聯絡負責職員或留意網頁/社交媒體的最新公佈。



11 12

以下活動部份名額可於網上報名 (網址：https://portal.ymca.org.hk/zh-hk/#/)，
詳情可瀏覽https://qrgo.page.link/CW3zR「網上報名簡要」
(只接受 VISA 或 MASTERCARD 信用卡付款)
(所有經網上報名的活動均必須先成為會友及完成網上賬戶註冊)

註：1.網上報名只適用於正價，如需以優惠收費參加，請親臨會所報名
      2.所有活動資料均以網上顯示為準

4505.21.4433

「爸媽一齊玩」親子歷奇日營
透過親子遊戲和歷奇活動，加強親子間的溝通，並增強親子關係

日期：27/2(星期日)
時間：9:30am - 4:30pm
地點：展能運動村(集解地點：觀塘會所)
內容：低結構歷奇活動、親子遊戲
對象：8至12歲兒童及其家長
費用：會友$120(每位)(已包括交通、午膳、營地入場費等)；優惠$60(每位)
名額：8個家庭(每家庭最多4人)；(優惠1個家庭)
備註：1. 自備食水、防曬用品、可更換衣物等
         2. 如對食物敏感，報名時請與職員聯絡
負責社工：楊偉鳳(楊Miss)

4505.21.4548

海天一色親子之旅
透過遠足學習放鬆及減壓，身體力行，實踐不留痕跡登山(Leave No Trace)，並促進親子關係

日期：20/3(星期日)
時間：10:00am - 6:00pm
地點：港島龍脊 ； 集散地點：觀塘會所
內容：遠足、環保遊戲、分享反思
對象：11至15歲及其家長
費用：會友$20(每位)(交通費及午膳自備)
名額：16位
備註：1. 請穿著運動服、運動鞋/登山鞋及帶備防蚊及防曬用品
         2. 請帶備最少1.5公升飲用水
負責社工：吳偉富(吳Sir)

4505.21.4476

親子桌遊樂
藉著親子一起參與不同的的主題性桌遊，
增加親子溝通，提升親子關係

日期：3/3、10/3、17/3、24/3
         (逢星期四，共4堂)
時間：7:15pm - 8:15pm
地點：觀塘會所
內容：桌遊、分享及討論
對象：6至9歲兒童及其家長
費用：會友$50(每位)；優惠$25(每位)
名額：5個家庭(每個家庭1位兒童及1位家長)；
         (優惠1個家庭)
負責社工：李鳳蘭(李姑娘)

495500019

太陽計劃2021/22(教育局津助活動)
1.為區內低收入家庭學童在學習上需要提供支援

2.並為他們提供不同的活動，發掘他們學術以外的潛能異

日期：10/2021-7/2022(21/22學年) 
地點：觀塘會所/戶外
內容：開心學、資訊科技與學習、語文學學習無界限、帶你遊亞洲/美洲/歐洲、飲食文化之旅、
         義同行延續編、正面情緒inside out、桌遊聯盟
對象：綜援家庭或獲取2021至2022學年全額津助的小學及初中學童
費用：全免
備註：1. 此活動由教育局撥款贊助，有興趣及合資格之參加者，可於會所開放時間，親臨本會
             所，索取「太陽計劃2021/22」申請表，填妥後交回會所
         2. 合資格參加者將個別通知，請於一星期內帶同綜援/全額津助有效證明文件及會證親臨
             會所報名
負責社工：伍燕萍(伍姑娘)

4505.21.4599

2021-2022新來港兒童適應課程
協助新來港兒童適應香港的學習生活、認識社區及兩地文化差異

日期：3/1-30/4/2022(逢星期二、三或四、五，共35堂)
時間：5:00pm - 6:30pm/7:30pm - 9:00pm
地點：觀塘會所
內容：課程60小時，小學組與中學組分開課堂，2日戶外活動中小學一起參與。有學習適應、基本英語、繁
體字、與人溝通、提升學習信心、情緒處理、認識社區及兩地文化
對象：(1)6-18歲新來港不足一年的內地學童及在港接受教育不足一年的學童  (2)6-18歲香港出生學童及在
港接受教育不足一年的學童
費用：全免(教育局資助)
名額：10-15人(一班)
負責社工：崔碧娟(Carol Miss)、李鳳蘭(李姑娘)

4505.21.4466

Sweet Sweet Time(二)
1. Increase self- awareness and explore 
    different potential

2. Prepare for personal career planning

Date：19/3、26/3、2/4、9/4(Saturday)
Time：2:30pm - 3:30pm
Venue：Kwun Tong Centre
Content：Flower of potted plant, Succulen
              Terrarium
Target：EM students(Secondary school)
Fee：Member $60；Concessionary $30
Quota：6；Concessionary 1
Social worker：Miss Venus

4505.21.4468

Sweet Sweet Time(三)
1. Increase self- awareness and explore
    different potential

Date：19/3、26/3、2/4、9/4(Saturday)
Time：3:45pm - 4:45pm
Venue：Kwun Tong Centre
Content：Flower of potted plant, Succulent 
              Terrarium
Target：EM students(Primary school)
Fee：Member $60；Concessionary $30
Quota：6；Concessionary 1
Social worker：Miss Venus

家庭
活動

特別
活動

活動之優惠名額及費用，請參閱個別活動資料；而有關名額之適用對象，請參閱本通訊P.3(問與答)Q7*津助或個別活動不設優惠名額*
註：如因疫情以致未能以實體進行，部份活動/訓練程序將改以網上形式進行，詳情請聯絡負責職員或留意網頁/社交媒體的最新公佈。

活動之優惠名額及費用，請參閱個別活動資料；而有關名額之適用對象，請參閱本通訊P.3(問與答)Q7*津助或個別活動不設優惠名額*
註：如因疫情以致未能以實體進行，部份活動/訓練程序將改以網上形式進行，詳情請聯絡負責職員或留意網頁/社交媒體的最新公佈。



13 14

以下活動部份名額可於網上報名 (網址： https://portal.ymca.org.hk/zh-hk/#/)，
詳情可瀏覽https://qrgo.page.link/CW3zR「網上報名簡要」
(只接受 VISA 或 MASTERCARD 信用卡付款)
(所有經網上報名的活動均必須先成為會友及完成網上賬戶註冊)

註：1.網上報名只適用於正價，如需以優惠收費參加，請親臨會所報名
      2.所有活動資料均以網上顯示為準

4505.21.4426

木棋Mölkky同樂日
透過社工帶領乒乓球的培訓，令少年人從
學習中得到自信與專注力的雙重提昇

日期：29/1(逢星期六)
時間：11:00am - 12:30pm
地點：觀塘會所
內容：介紹芬蘭木棋活動及進行友誼比賽
對象：11至17歲
費用：會友$10
名額：8位
負責職員：溫澤明(Ming Sir)及青少年支隊

4505.21.4425

桌遊會
放左學同朋友一齊玩桌遊，
過一個Happy Firday

日期：21/1、28/1、11/2、18/2、25/2、11/3
       (逢星期五，共6堂)
時間：4:00pm - 6:00pm
地點：觀塘會所
內容：學習不同的桌遊，以其會友。
對象：12至16歲
費用：會友$70；優惠$50
名額：5位(優惠1位)
負責職員：溫澤明(Ming Sir)及青少年支隊

4505.21.4506

巨大化！大型升級再造製作組
認識Upcycling概念；提升策劃、溝通和協作
能力；增強成就感

日期：12/2、19/2、26/2、5/3(逢星期六，共4堂)
時間：2:30pm - 4:00pm
地點：觀塘會所
內容：透過善用可循環再用資源，共同溝通合作，策劃、
         設計並製作大型工藝品
對象：12至18歲
費用：會友$50；優惠$25
名額：8位；優惠1位
負責社工：何嘉聰(何sir)

4505.21.4503

探索社區－尋覓打卡熱點
透過尋覓區內不同的人與事，發掘觀塘社區眾生相，
提升對區內不同議題的關注

日期：12/2、19/2、26/2、5/3(逢星期六，共4堂)
時間：4:15pm - 5:45pm
地點：觀塘會所
內容：遊走觀塘社區，拍下特別的照片／影片，學習簡單照片編
         輯技巧，並製作成展覽或其他作品。
對象：12至18歲
費用：會友$50；優惠$25
名額：8位；優惠1位
備註：可自備手提電話／相機
負責社工：何嘉聰(何sir)

4505.21.4505

「繪出幸福」－日本和諧粉彩體驗創作
透過簡單又容易掌握的技巧，以手指代筆沾粉塗
抹，繪畫出優美的作品，並在過程中放鬆心情和
釋放壓力，大大提高成就感

日期：12/2、19/2、26/2、5/3(逢星期六，共4堂)
時間：11:00am - 12:30pm
地點：觀塘會所
內容：1. 日本和諧粉彩創作 2. 舒緩情緒及壓力 3. 提升成功感
對象：12至18歲
費用：會友$150；優惠$75
名額：8位；優惠1位
備註：無需任何繪畫經驗
負責社工：何嘉聰(何sir)

4505.21.4560b

看『疫』後貧窮
透過活動，讓參加者關心『疫』後社區的狀況

日期：15/1、19/2、19/3(逢星期六，共3堂)
時間：5:00pm - 7:00pm
地點：觀塘會所及社區
內容：由義工帶領參加者一起完成社區觀察活動
         (1)了解社區實況:衣、食、住、行、娛樂優惠/
             惠民政策的運作模式
         (2)物資募集及派發
         (3)訪問港人面對疫情富挑戰性的生活故事
對象：中學生
費用：會友$10
名額：6位
負責社工：崔碧娟(Carol Miss)

4505.21.4553c

飛躍成長計劃-虛擬太陽能導賞團
增加參加者對可再生能源的認識及了解太陽能系統的發電原理

日期：18/3 或 25/3(星期五)
時間：4:00pm - 5:00pm
地點：zoom
內容：介紹浮動太陽能發電系統、認識船灣淡水湖浮動太陽能發電系統的設計、技術特點及優點，
         分享浮動太陽能發電系統對生態的正面影響，包括建於水上的太陽能板能降低儲水蒸發及控
         制水藻增長，能保護水資源，既惜水又減碳，以太陽能代替燃煤發電，有助減緩氣候變化
對象：中學生
費用：全免
名額：20位
負責社工：崔碧娟(Carol Miss)

4505.21.4546

乒乓小子
讓少年人從乒乓球培訓中得到自信與專注力的雙重提昇

日期：8/1、15/1、22/1、29/1、19/2、26/2、5/3、12/3
        (逢星期六，共8堂)
時間：11:30am–12:45pm
地點：觀塘會所
內容：學習乒乓球打法、培養自律、提昇自信及專注力
對象：11至15歲
費用：會友$160
名額：6位
備註：1. 請穿輕便運動服及自備乒乓球板
         2. 凡全期準時出席及表現良好者會獲贈紀念品作獎勵
負責社工：吳偉富(吳Sir)

4505.21.4530

初中同學會(II)
學習自我了解、與人相處、團隊合作、讀書方法、生涯規劃及認識朋友

日期：8/1、15/1、22/1、29/1、19/2、26/2、5/3、12/3(逢星期六，共8堂)
時間：10:15am–11:30am
地點：觀塘會所 / 按個別活動而定
內容：集體遊戲、競技比賽、短片欣賞、心理測驗、讀書分享、主題研習、桌上遊戲及新興運動
對象：11至15歲
費用：會友$100
名額：6位
備註：1. 凡全期準時出席及表現良好者會獲贈紀念品作獎勵
         2. 若參加者有個別需要，可安排社工個別跟進
負責社工：吳偉富(吳Sir)

青年
活動

青年
活動

活動之優惠名額及費用，請參閱個別活動資料；而有關名額之適用對象，請參閱本通訊P.3(問與答)Q7*津助或個別活動不設優惠名額*
註：如因疫情以致未能以實體進行，部份活動/訓練程序將改以網上形式進行，詳情請聯絡負責職員或留意網頁/社交媒體的最新公佈。

活動之優惠名額及費用，請參閱個別活動資料；而有關名額之適用對象，請參閱本通訊P.3(問與答)Q7*津助或個別活動不設優惠名額*
註：如因疫情以致未能以實體進行，部份活動/訓練程序將改以網上形式進行，詳情請聯絡負責職員或留意網頁/社交媒體的最新公佈。

4505.21.4507A

環保手作迎新春(青年義工組)
響應環保、將物資升級再造；
將知識和技術分享予兒童參加者；
培養溝通和合作精神

日期：29/1(星期六)
時間：2:30pm-5:30pm
地點：觀塘會所
內容：學習利用環保物資升級再造，並將知識
         和技術教授兒童參加者
對象：13至24歲
費用：全免
名額：10位
備註：1. 請帶備環保物料請帶備環保物料
         2. 義工服務時數可報OLE
負責社工：何嘉聰(何sir)



以下活動部份名額可於網上報名 (網址：https://portal.ymca.org.hk/zh-hk/#/)，
詳情可瀏覽https://qrgo.page.link/CW3zR「網上報名簡要」
(只接受 VISA 或 MASTERCARD 信用卡付款)
(所有經網上報名的活動均必須先成為會友及完成網上賬戶註冊)

註：1.網上報名只適用於正價，如需以優惠收費參加，請親臨會所報名
2.所有活動資料均以網上顯示為準

4505.21.4525

奔跑吧少年義工隊
小組帶你齊齊升「呢」，跳出狹隘生活框架，了解社區，組織義工活動，服務社群

日期：1-3/2022; 每月一次集會/服務，另安排聯誼活動，各活動舉行日期由組員議定(逢星期，共堂)
時間：各活動舉行時間由組員議定
地點：觀塘會所 / 按個別活動而定
內容：認識義工理論、籌備社會服務、另安排小組聯誼
對象：12至24歲
費用：會友$20
名額：20位
備註：1. 此乃長期小組，集會/活動日期或會因應實際情況而作出適當的調動

2. 請到本會所填寫申請表，稍後由專人通知約見
3.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之影響，集會/活動可能會以Zoom形式進行

負責社工：吳偉富(吳Sir)

4505.21.4552C

2021-2022傳承愛義工小組
學習關懷社區，服務社群

日期：8/1、22/1、29/1、12/2、26/2、5/3、
        12/3、26/3(逢星期六，共8堂)
時間：5:30pm-7:00pm
地點：觀塘會所
內容：探訪長者、小組聚會遊戲、團隊訓練
對象：中學生至大專生
費用：會友$20；優惠$10
名額：5位(優惠1位)
負責社工：崔碧娟(Carol Miss)

4505.21.4452

親子義工小組
藉著直接參與不同的義務工作、家長發揮「身教」的作用，
不但提昇親子關係，有助子女親身體會「懷關別人」帶來
的喜悅

日期：1-3/2022
(每月兩次集會，周六或周日)

時間：9:30am-11:30am
地點：觀塘會所/觀塘區
內容：獨居長者探訪、長者節日活動、義工訓練及聚會
對象：家長及其6至24歲子女
費用：會友$10(家長)；全免(6至24歲子女)
名額：20位
負責社工：伍燕萍(伍姑娘)

4505.21.4527

我想做義工
讓青少年認識義工意義及價值，學習義工應有
態度及技巧，體驗助人自助之樂趣

日期：12/1、19/1、26/1、16/2、23/2、9/3、
16/3(逢星期三，共7堂)

時間：4:00pm-5:30pm
地點：觀塘會所 / 觀塘區
內容：義工培訓(遊戲、比賽、短片播放、心理測驗、

角色扮演)及服務體驗(一項服務)
對象：11至15歲
費用：全免(會友)
名額：6位
備註：1. 參加者需自備$50糧油食品禮物作服務體驗之用

2.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之影響，集會/活動可能會
以Zoom形式進行

負責社工：吳偉富(吳Sir)

4505.22.1111

多元化義工隊
透過不同類形的義工服務，回應社區內的需要，
提升青少年對社區的認識及關心。認識志同道合
的朋友

日期：4/2022-3/2023；約每月一次(逢星期六)
時間：7:00pm-9:00pm
地點：觀塘會所/觀塘區/按個別活動內容
內容：義工訓練；以青少年為主導，自行構思及實踐服務，

回應社區需要
對象：12至24歲
費用：全免
名額：10位
備註：義工服務時數可報OLE

負責職員及社工：：溫澤明(Ming Sir)、何嘉聰(何sir)

義工
活動

活動之優惠名額及費用，請參閱個別活動資料；而有關名額之適用對象，請參閱本通訊P.3(問與答)Q7*津助或個別活動不設優惠名額*
註：如因疫情以致未能以實體進行，部份活動/訓練程序將改以網上形式進行，詳情請聯絡負責職員或留意網頁/社交媒體的最新公佈。

2022年1月-4月   恆常訓練程序
訓練程序於1/1(元旦)、31/1至6/2(年三十及農曆新年假期)及

15/4至18/4(復活節假期)暫停，敬請特別留意。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2727 5445與溫先生聯絡。
備註：所有學術程序，請學員帶備文具上課。
學員在完成每個訓練程序後，若出席率達八成或以上，便可向本會所申請聽講證書乙張。
每項行政費用為$20。

Cambridge 劍橋英語考試證書課程

劍橋英語考試為世界上最具公信力的國際兒童英語能力認證，對孩子將來升學有莫大的幫助，
面試必備的證書。 劍橋英語考試測試兒童的聆聽、閱讀、寫作及會話的能力，標準統一，有助
了解兒童學習進度。 透過報讀劍橋英語考試課程，有效提升兒童的英語的能力，提高兒童學習英語的信心。

課程選用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之Cambridge Fun for Starters， Cambridge Fun for Movers， Cambridge 
Fun for Flyers 課本，另外，再輔以由本中心獨家設計的全彩筆記，可讓學生取得更佳成績。
備註：第一次參加該期之學生，需要另付$298購買Cambridge官方教科書及全彩筆記一本。

費用不包括報考考試，報考詳情可向職員查詢。
完整課程為24堂，故需要報(1-3月及4-7月)。

師資：由Modern IClass Limited提供。

編號 課程名稱 日期 舊生報名 新生報名 時間 對象 費用 優惠收費

4505.21.04/01
劍橋英語 Starters
 (第一期)(1-4月)

24/1-25/4
(31/1,18/4暫停)

/
即日接受

報名

5:00pm
 -

6:30pm
P2

$1400
$910
(1名)

4505.21.05/01
劍橋英語 Movers
 (第一期)(1-4月)

28/1-29/4
(4/1,15/4暫停)

/
即日接受

報名

5:00pm
 -

6:30pm

P3至
P4

星期 劍橋英語Starters(星期一) / 劍橋英語Movers (星期五)

堂數 12

名額 12

學術
系列

繪畫
內容：每堂教授不同主題的繪畫。
備註：1.學員請自備A3畫簿及油粉彩上課(課程內容及畫具，將按導師教授內容需要而作出更改)；

2.如有需要，學員可自備手袖及圍裙上課。
師資：由具經驗導師李雪梅任教。

編號 課程名稱 日期 舊生報名 新生報名 時間 對象 費用 優惠收費

4505.21.19/03
兒童繪畫天地

(3月)
8/1-5/3
(5/2暫停)

18/12
或以後

22/12
或以後

2:15pm
–

3:15pm
8至12歲

$470
$282
(1名)

4505.21.20/03
繽紛繪畫

(3月)

3:30pm
-

4:30pm
6至7歲

星期 六

堂數 8

名額 12

藝術
發展 

15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