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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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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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4月   恆常訓練程序2022年1月-4月   恆常訓練程序

鋼琴
有興趣者請直接向會所查詢，會所亦提供學員租琴服務。
備註：1.此乃長期課程，按月計作一期，公眾假期或指定日子停課；
         2.收費按該月堂數 乘 每堂費用計算；
         3.舊生需於每月上堂或之前繳費；
         4.為保障學員及導師，學員每月最多可請假一次(病假及事假一併計算)，並由會所安排補堂時間：
            - 病假必須於上課當天盡早致電通知會所同工，若會所於上課前未有接獲任何通知，該課堂之請假將不獲補回；
            - 事假必須於不少於七個工作天以書面通知請假事宜，否則一概不接受補課申請；
         5.有關優惠收費，可向會所查詢；
         6.本會所可代報鋼琴考試。
師資：由持有英國皇家音樂學院八級鋼琴文憑或以上之經驗導師任教。

編號 課程名稱 日期 舊生報名 新生報名 時間 對象 費用

/ 鋼琴 每月 先留名，收到通知後才繳費 個別教授 6歲或以上 視乎級數

星期 三、六

名額 /

堂數 按月計算

租琴服務 (只限本會所之鋼琴學員)：

每月計︰每半小時$15 乘 該月練琴節數 (所選時間必須每星期固定)
**租琴舊生需於該月第一次使用琴室或以前繳交下月費用**

每次計︰每小時$35

**練琴不設補堂**

鋼琴收費表 ：

級別 每週(分鐘) 收費(每堂計) 優惠收費(每堂計)

初級
30分鐘 $140 $91

45分鐘 $185 $120.5

一級
30分鐘 $155 $101

45分鐘 $200 $130

二級
30分鐘 $175 $114

45分鐘 $220 $143

三級

30分鐘 $195 $127

45分鐘 $240 $156

60分鐘 $280 $182

四級
45分鐘 $260 $169

60分鐘 $300 $195

級別 每週(分鐘) 收費(每堂計) 優惠收費(每堂計)

五級
45分鐘 $290 $188.5

60分鐘 $330 $214.5

六級
45分鐘 $330 $214.5

60分鐘 $370 $240.5

七級
45分鐘 $360 $234

60分鐘 $400 $260

八級
45分鐘 $390 $253.5

60分鐘 $430 $2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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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跆拳道
內容：學習跆拳基本功、套拳、防守攻擊、自由搏擊，達到強身健體效果。合資格者可參加指定升級考試。
         本課程不包考試費。
備註：1初學者首月可暫不買跆拳道服上課，.需穿運動服及運動鞋上課；
        2.此乃長期課程，該期舊生可獲優先報名。 
師資﹕由持有香港跆拳道協會教練之經驗導師徐慧明小姐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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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5.21.01/01
青少年

跆拳道(1-2月)
8/1-26/2
(5/2暫停)

4/12/21
或以後

11/12/21
或以後 7:00pm 

–
8:45pm

6至24歲 $470
$282
(2名)

4505.21.01/03
青少年
跆拳道
(3-4月)

5/3-30/4
(16/4暫停)

5/2
或以後

12/2
或以後

星期 六

堂數 按月：7(1-2月) ； 8(3-4月)

名額 20

體藝
發展  

芭蕾舞
芭蕾舞是一種輕盈，舒緩，優雅的舞蹈。透過舞蹈，可以培養學員的團體紀律、節奏感、身體控制能力、
優雅儀態及藝術欣賞能力，更希望能藉此提高個人的自信心。

本課程採用澳洲教師協會(A.T.O.D)及英國皇家芭蕾舞學院(R.A.D)擬定的考試大綱作為教授藍本。                                                 
備註：學員必須穿著芭蕾舞鞋及芭蕾舞衣上課，服飾及鞋可經由導師代買。
        （第一堂可穿著輕便服裝及短襪上課，導師會於課堂後講解購買須知）
*考試學員必須跟據導師指示購買指定考試服裝。此乃長期課程，該期舊生可獲優先報名。

師資：由「劉穗瑱體藝發展有限公司」委派經驗導師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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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5.21.03/02
芭蕾舞
 (初) 

(2-3月)
10/2-17/3 /

即日接受
報名 5:00pm 

–
6:30pm

6至12歲 $700
$420
(1名)

4505.21.03/03
芭蕾舞
 (初) 

(3-4月)
24/3-28/4 /

即日接受
報名

星期 四

堂數 6

名額 12

體藝
發展  

空手道
內容：學習空手道基本功、套拳、自由搏擊，達到強身健體效果。合資格者可參加指定升級考試。本課程不包考試費。
備註：1初學者首期參加可暫不買空手道服上課，但需穿運動服及運動鞋上課；
        2.此乃長期課程，該期舊生可獲優先報名。 
師資﹕由經驗導師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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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5.21.02/02 空手道(2-3月) 9/2-30/3 / 即日接受報名 5:00pm
-

6:30pm

6至24
歲

$500
$340
(2名)4505.21.02/04 空手道(4-5月) 6/4-25/5 2/3或以後 10/3或以後

星期 三

堂數 8 (按月)

名額 20

體藝
發展  

樂韻
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