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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2 9611 

活動通訊  

7/2022 ~8/2022 



 
  

服務目標 

1. 為有困難及弱勢的兒童及其家人提供支援 

2. 協助兒童及青少年在德、智、體、群、美五育方面得以平衡發展，盡顯潛能 

3. 協助家長了解父母的正確角色和家庭對兒童及青少年發展的重要性，讓子女能

夠在健康及快樂的環境下成長 

4. 鼓勵兒童、青少年及其家人關心社會，積極參與社區活動 

中心職員 
 

中心主任 (註冊社工)  陳鷹傑 先生 

社會工作員 (註冊社工) 劉秀蘭 女士 

活動工作員 黃詩菱 小姐 

活動工作員 甄家裕 小姐 

助理 文員  鍾綿緗 女士 

職工 張明珍 女士 

 

竹園中心簡介 

安徒生會竹園中心於 1997 年成立，是由香港公益金資助的兒童中心。我們一直採

用「兒童為本」及 「回應社會需要」的工作方針，提供優質及切合用者需要的服

務，讓區內的兒童、青少年及家庭得到全面支援。 

 

服務對象 

黃大仙區內 3 – 18 歲之兒童、青少年及其家長 



 
  

2022 暑期活動報名須知及程序 
 

1. 必須成為本會本年度 22-23 年有效之兒童會員或成人會員。 

新會員: 可於辦公時間內攜同身份證明文件前往本中心辦理入會手續， 

入會費為港幣三十元正; 

舊會員: 可於辦公時間前往本中心辦理續會手續，績會會費為港幣三十元正; 

2. 本年度暑期活動只接受網上報名。 

3. 本年度之暑期活動網上報名將於 2022 年 6 月 27 日早上 11 時正，正式開始接受網上報名。 

4. 網上報名日期為 2022 年 6 月 27 日早上 11 時正開始至 6 月 30 日晚上 7 時正。 

5. 請填妥網上表格，並確保所填寫的資料準確無誤，網上報名網址如下(分為三大類)： 

https://forms.gle/rmj8F4mvdmQSCnEA8 (暑期其他活動: 如親子、幼兒活動等) 

https://forms.gle/dU87iDhxxjEzrRMi6 (暑期興趣班組) 

https://forms.gle/TEx8Hi1Ws2o6qGYc7 (恆常興趣班組) 

 

6. 已成功錄取的參加者在 2022 年 7 月 7 日(四)，將陸續收到由本中心 Whatsapp(6202 9611) 

發放之活動確認信息，候補入選者將於 7 月 8 日後發放，如未收到短訊通知則可當作落選

論，本中心不作個別通知。 

發放 Whatsapp 確認信日期 活動類別 

7/7/2022(四) 所有暑期活動 

7. 已收到活動確認信之參加者，請務必於三個工作天內(假期除外) 前往本中心繳交活動費用，

否則當作棄權。 

8. 繳交活動費用方法: 

- 現金 

親臨本中心，為節省找續時間，請自備足夠數額的現金繳交活動費用。 

- 支票 

在支票抬頭請寫上「安徒生會有限公司」或『HANS ANDERSEN CLUB LTD - CHUK 

YUEN CENTRE』，並在支票背面寫上參加者姓名、活動名稱、聯絡電話，可親臨本中心遞

交 或以郵寄方式(寄往九龍黃大仙竹園北邨柏園樓 B 翼 103-106 地下 安徒生會竹園中心

收 ) 信封上須註明: 暑期活動 

*請在寄出支票前，請拍攝照片一張，經 Whatsapp 傳送致本中心(6202 9611)*。 

- 轉數快(6202 9611) 

使用轉數快付款時，請在備註上寫上參加者姓名及活動名稱。 

9. 本中心保留一切更改本指引之權利，如有修改，將不作另行通知。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329 8056 與中心職員聯絡。 

溫馨提示: 

1. 所有活動不設留位。  

2. 確保活動報名表及健康申報表的個人資料正確無誤。 

3. 請留意所有報名的活動內容、通告及注意事項。 

4. 如進入本中心/活動場地時請掃描「安心出行」及出示有效新冠疫苗接種紀錄。 

  

https://forms.gle/rmj8F4mvdmQSCnEA8
https://forms.gle/dU87iDhxxjEzrRMi6
https://forms.gle/TEx8Hi1Ws2o6qGYc7


 

重要事項 

1. 有效會員證是指會員證有效日期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 

2. 本年度暑期活動只接受網上報名(2022 年 6 月 27 日早上 11 時正開始至 6 月 30 日晚上 7 時正。 

3. 已成功錄取的參加者在 2022 年 7 月 5 日至 7 月 7 日期間，將收到由本中心 Whatsapp(6202 9611) 

發放之活動確認信息，(6202 9611) 發放之活動確認信息。 

參加者須知 
1. 所有參加者須遵從中心職員、導師或義工的指示進行活動。任何未經本會同意的行為，因

而導致在活動中有任何意外或受傷，本會一概不會負責。 

2. 特殊情況下，中心有權更換導師、上課時間及地點，請學員自行依照課程簡介所列之日期

及時間上堂，如活動及班組有任何更改，本中心會透過 whatsapp通知，請確保閣下提供正

確的手提電話號碼並將中心的手提電話號碼 62029611加到閣下電話的聯絡人名單內，以確

保收到中心的最新活動消息。 

3. 凡已參加本中心之興趣班、學習班學員可優先報名新一季的課程。 

4. 所有報名參與本中心服務之使用者必須符合有關活動之資格；一般活動以先到先得為取錄

原則。如該服務需要進行個別面試及甄選，本中心會於通訊上清楚說明，有關甄選之結果

將由負責之職員個別聯絡有關之服務使用者。 

退款須知 
1. 本中心所舉辦的活動若因本中心的理由而導致取消，退款者必須出示有效之收據辦理退款手

續，退款手續需時約一個月。 

2. 若因天氣影響或意外事故，引致不能上課，該課程將會取消，而不另作補課或退款。 

3. 因導師關係或本中心行政安排以致取消課程，則作別論，本中心會以個別情況安排補堂，但

需以本中心決定為準。請將收據保留直至所有課堂或活動完結，以便核對。 

 



                                                                                                                                                                                                                                                                                                                                                                                
 
  
  特殊天氣情況下之活動安排 

 

 

各項服務 

天氣情況 

中心班組及

戶內活動 

戶外活動* 野外活動** 水上活動 

(包括船河) 

雷暴警報 ✓ ✓   

一號風球 ✓ ✓ 酌情舉行  

三號風球 ✓    

八號風球     

黃色暴雨警告信號 

在活動開始前 2小時內發出 
✓ 酌情舉行   

黃色暴雨警告信號 

在中心開放期間發出 
✓ 酌情舉行   

紅色暴雨警告信號 

在活動開始前 2小時內發出 
    

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在活動開始前 2小時內發出 
    

如當日上午六時十五分 

或後曾發出紅/黑色暴雨警告

信號 

酌情舉行    

紅色/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在中心開放期間發出# 

中心戶內班組、活動繼續舉行，戶外活動會因應情況而決定繼

續舉行或即時停止，但為照顧參與者之安全，在中斷活動後，

中心將致電各家長通知有關情況，並安排家長於合適時間內接

送參加者。 

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在中心正常關閉情況下 

仍未除下# 

接受服務人士應繼續留在中心內，中心將致電家長通知有關情

況，並安排家長於合適時間內接送參加者。 

 

 取消 

* 戶外活動 ~ 指參觀、日營、渡假營等 

** 野外活動 ~ 指野營、遠足、旅行等 

 酌情舉行 ~ 須視乎當時情況及天氣預測，請參加者於班組和活動前一小時，致電中心查詢有

關安排。 

 

＃ 中心開放： 

* 如從較高風球改懸三號風球，中心將會在三小時內重新開放。 

 如在每一節(上午 8時至下午 1時或下午 1時至下午 6時或下午 6時至晚上 9時 30分)開放前 2小時，

八號或以上風球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仍然懸掛則本中心在該節會關閉，而原定舉行之活動亦會順延或

取消。 
 

* 因天氣影響而須取消的活動，本中心將不會安排於其他日期舉行，參加者所繳費用概不能退回。另

外，興趣班及學習班將不設補堂或退回學費，詳情如下: 

 
- 如中心班組及戶內活動舉行前 2小時，8號或以上風球/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仍然懸掛/生

效，中心班組及戶內活動將會取消而不會延期或補回，參加者所繳費用概不能退回 

- 如戶外及野外活動舉行前 2小時，3號或以上風球/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仍然懸掛/生效，活

動將會取消而不會延期或補回，參加者所繳費用概不能退回 

備註： 
因天氣影響而需取消的活動，將會取消並不會退款，有關安排會以 whatsapp短訊通知。 



  
  

會員入會及會員福利 
2022 – 2023年度更新會員証手續現已接受辦理，而本年度的會員証有效期至 2023年 3月 31日，

舊會員請盡快辦理續會手續。另本會繼續豁免家長入會費用，現凡閣下家裡其中一名子女申請本

會的會籍，便可豁免兩位家長的入會費，並自動成為本會會員，但家長須在繳交子女的入會表格

時，連同家長的入會申請表一同遞交，以便製作會員証。 

 

入會/續會資格 

基本會員：3歲或以上的兒童及青少年 

優惠會員︰來自綜援家庭，3歲或以上的兒童及青少年 

家長會員：本中心基本會員及優惠會員之家長 

成人會員：18歲或以上人士 

 

入會手續 
帶備相片一張及費用$30。填寫會員申請表格（14歲以下申請者須由家長簽署同意書），繳費後將

獲發收據，可作臨時會員証使用，並即時享用會員福利，有關會籍須每年更新。 

 

服務內容 
1. 課餘託管服務  

2. 初中生支援服務 

3. 個人及小組輔導服務 

4. 成長小組 

5. 家長教育及支援服務 

6. 親子活動 

7. 義工服務 

8. 小童軍、幼童軍及童軍 

9. 戶外參觀活動 

10. 學習班及興趣班 

 

會員費用 
1. 基本會員費用$30（如其中一名子女申請入會，可豁免兩位家長入會費） 

2. 綜援家庭可獲免入會費，成為優惠會員，但需帶備有關綜援之證明文件到本中心辦理入會手

續。（如在申請會員證後才獲綜援資助，本會不會退還有關費用。） 

 

會員福利 
1. 入會後可於本會五間中心通用 

2. 可使用中心康樂設施（包括電腦、玩具、圖書…等） 

3. 可於中心內免費借閱雜誌 

 

圖書外借服務 
為鼓勵會員多閱讀，中心為會員提供優質圖書借閱服務。借閱時間為期一星期，另可續借一次為

期亦是一星期。希望大家共享閱讀樂趣。 

 



 
  

鳴謝:  

童話市集 

活動編號：22R014 

內容： 一家人去逛百貨公司，看見什

麼都想買，但他們真的需要這

麼多嗎？金錢有限怎麼辦？邀

請小朋友和爸媽一起，透過故

事共讀和市集體驗活動，學習

理財小知識。 

日期： 27/8/2022 (星期六) 

時間： 12:00pm-1:30pm 

地點： 童話夢工場* 

對象： 5-10 歲兒童及其家長 

費用： 免費 

 

親子大笑瑜珈 

活動編號：22F003 

內容： 大笑瑜珈是一種帶氧運動，讓

家長不需要笑話、喜劇和幽默

感也能開懷大笑，舒緩壓力。 

日期： 9/7/2022（星期六） 

時間： 4:00pm – 5:00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6-12 歲兒童及其家長 

費用： 免費 

備註： 參加者必須穿襪子 

 

親子按摩 - 幼兒篇 

活動編號：22F004 

內容： 按摩能促進幼兒健康發育與 

成長，亦有助他們舒緩情緒 

壓力。透過三節活動，讓親 

子一同按摩，增加親子關係。 

日期： 14/7-16/7/2022 

（星期四至六） 

時間： 10:30am-11:30a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0-2 歲幼兒及其家長 

費用： $30《一對親子》 

備註： 參加者必須穿襪子 

 

親子按摩 - 兒童篇 

活動編號：22F005 

內容： 透過三節活動，讓親子一同聽

故事、遊戲及按摩，有助兒童

健康發育成長，並增加親子關

係。 

日期： 17/8-19/8/2022 

（星期三至五） 

時間： 10:30am-11:30a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5-8 歲兒童及其家長 

費用： $30《一對親子》 

備註： 參加者必須穿襪子 

 



 
  

戲劇故事工作坊: 彩虹魚 

活動編號：22P008 

內容： 彩虹魚的遊歷過程認識了大藍

鯨、提燈魚、條紋魚…，還有很

多有趣的事情發生了。誠邀小

朋友一同走進戲劇世界，尋找

以上答案。 

日期： 13/7 – 14/7/2022 

(星期三、四) 

時間： 4:00pm – 5:00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5-8 歲幼兒 

費用： $70(共兩堂) 

 

超級英雄 

活動編號：22P011 

內容： 你想成為「英雄」幫助別人嗎？

透過英雄故事與肥皂超人和正

義使者一起衝破困難，成為真

正的英雄。 

日期： 24/8 – 25/8/2022 

（星期三、四） 

時間： 4:00pm – 5:00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5-8 歲幼兒 

費用： $70(共 2 堂) 

 

公主禮儀學堂 

活動編號：22P010 

內容： 透過故事《霸道小公主》及《公

主幼稚園》讓小朋友學習不同

場合、面對不同的人、事、物要

不同的禮儀，建立正面的社交

模式。 

日期： 10/8 – 11/8/2022 

（星期三、四） 

時間： 4:00pm – 5:00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5-8 歲幼兒 

費用： $70(共 2 堂) 

 

小一預備班 

活動編號：22P009 

內容： 透過小組活動，讓準備升讀小

一之小朋友了解小學之生活及

學會照顧自己及與新朋友相

處。 

日期： 28/7 – 4/8/2022 

（逢星期四） 

時間： 2：30p.m.－3：30p.m. 

地點： 本中心-夢想廊 

對象： 升小一之兒童會員 

名額： 8 人 

費用： $70 (共兩堂) 

 



‘ 
  

市集老闆大招募 

活動編號：22R015 

內容： 誠邀小四至小六的小朋友設計市集攤

檔，考考你的眼光及營商策略，並於

9 月舉行「小市集」，成為檔主實踐

資金運用及銷售策略，費用全免，詳

情如下: 

市集攤檔設計: 

日期： 12/8/2022、19/8/2022（星期五） 

時間： 4:00pm-5:30pm 

地點： 本中心 

採購物資: 

日期： 20/8/2022（星期六） 

時間： 10:00am-1:00pm 

地點： 深水埗《已安排旅遊巴接送》 

小市集： 

日期： 24/9/2022（星期六） 

時間： 10:00am-5:00p.m. 

地點： 樂富聖博德小學《暫定》 

贊助： 攜手扶弱基金及法興銀行 

 

「故事識字教學」 

活動編號：22G005 

內容： 提昇兒童書寫及認讀能力，透過故事

引領兒童認讀字體的筆畫、部首、獨

體字、常用合體字等，從而掌握字體

筆畫的空間排及提昇別常用字的能。 

日期： 15/8 – 31/8/2022（逢星期一、三） 

時間： 10:00am-11:00a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懷疑或確診有讀寫障礙的小一兒童* 

費用： 按金$100 

（出席率達 8 成或以上可退回） 

 



 
  

悅讀新視野(暑期篇) 
活動編號： 22G006-A 22G006-B 

日期： 20/7 – 10/8/2022 

（逢星期一、三、五） 

堂數： 10 堂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小一、二(初小) 小三、四(高小) 

時間： 3:00pm– 4:00pm 4:30pm– 5:30pm 

費用： 按金$100（出席率達 8 成或以上可退回） 

內容： 以社會資訊處理理論為基礎，輔以繪本作媒

介，提昇兒童品德素質、情緒智能及社交技

巧。 

                                                                                                                                                                                                                                                                                                                                                                                                                                                    

「存保有機」桌遊大激戰 

活動編號：22P012 

內容： 透過桌上遊戲，兒童可以學習儲蓄及

運用金錢購買東西的慨念。 

日期： 24/8/2022（星期三） 

時間： 10:00am-11:00a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6-12 歲兒童 

費用： $40 

 



 
  

家長鬆一鬆 

活動編號：22P013 

內容： 透過藝術讓自己放鬆心情，一酒精墨

水畫、流體畫及雲石印畫。 

日期： 20/7 – 22/7/2022（星期三至五） 

時間： 10:00am-11:00a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家長 

費用： 免費 

 

染紙藝術 

活動編號：22P014 

內容： 運用七彩繽紛的顏料染出獨特的紙

張，並在染紙上添上西洋書法文字。 

日期： 23/7/2022（星期六） 

時間： 4:00pm-5:30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家長 

費用： 免費 

 



 
  

 

勇敢小火車 

活動編號：22J003 

內容： 進入故事世界，與故事主角卡

爾一起勇闖黑森林、饅頭山、

跨海大橋…進行特別任務。 

日期： 28/8/2022(星期日) 

時間： 2:00pm – 5:00pm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6-12 歲兒童 

費用： 免費 

 

設計師之旅 

活動編號：22J002/22P007 

內容： 透過參觀藝術中心及樂高探索中

心，啟發兒童的創作力。 

日期： 26 /8/2022(星期五) 

時間： 10:00am – 5:00pm 

地點： 香港樂高探索中心 

及香港藝術中心 

對象： 6-14 歲兒童及其家長 

費用： $340（兒童$120 及家長$220）

（包旅巴來回） 

備註： *活動不包午膳，家長自行安排* 

 

悠遊樂 

活動編號：22J001/22P006 

內容： 體驗不一樣的週末，在度假營

地參與戲劇故事活動、燒烤及

營地活動，與孩子歡渡愉快悠

閒的一天。 

日期： 6/8/2022(星期六) 

時間： 8:00am – 5:00pm 

地點： 保良局賽馬會北潭涌度假營 

對象： 7-12 歲兒童及其家長 

費用： $160(兒童$50 及家長$110） 

（包旅巴來回） 

備註： *費用已包午膳:燒烤 BBQ* 

 

VR 科技探索 

活動編號：22J004 

內容： 科技日新月異，參加者可透過

活動體驗近年興起的「元宇

宙」科技。活動場地有不同的

VR 運動項目遊戲，可安全且

真實地享受於虛擬環境下進行

刺激好玩的體育運動。 

日期： 30/8/2022(星期二) 

時間： 10:00am – 1:30pm 

地點： AME Stadium 

對象： 10-15 歲兒童及青少年 

費用： $150（包旅巴來回） 

備註： *參加者須穿著輕便運動服* 

*參加者需高於 130 或以上，

如身高是 130 以下，則無法

享用場地內部份遊戲設施!!* 

 



 
  

英文拼音初級 
活動編號： 22N025 22N026 

日期： 25/7 – 22/8/2022（逢星期一） 

對象： (初小) 

升小一至小三 

之兒童會員 

(高小) 

升小四至小六 

之兒童會員 

地點： 本中心(夢想廊) 

時間： 2:00pm– 3:00pm 3:15pm– 4:15pm 

費用： $375 ( 5 堂) 

內容： 學習英語拼音能增強學生串讀的能力，從而

改善讀字和默書的情況，加強他們對學習英

語的信心。 

備註： 參加者需自備文具及筆記本 

名額： 8 個 

                                                                                                                                                                                                                                                                                                                                                                                                                                                    

英語會話故事班 

活動編號：22G004 

內容： 利用英文故事書來培養幼兒的閱讀興

趣，學習更多英文用語和詞彙，有效

提高幼兒運用英語的聽、說、讀和寫

的能力。 

日期： 26/7-23/8/2022 (逢星期二) 

時間： 2:30pm-3:30pm 

地點： 本中心(夢想廊) 

對象： 4-6 歲兒童會員 

費用： $375 (共 5 堂) 

名額： 8 個 

 



 
 
  

小小科學家 

活動編號： 22N029 22N030 

日期： 29/7-26/8 /2022(逢星期五) 

對象： (幼兒)4-6 歲 

之兒童會員 

(兒童)7-10 歲 

之兒童會員 

地點： 本中心(夢想廊) 

時間： 2:30p.m.-3:30p.m. 3:45p.m.-4:45p.m. 

費用： $400 (共 5 堂) 

內容： 利用一些安全設計的小道

具，學員可以在導師指導下

製作科學實驗製品，如氣球

動力車，永動筆，萬花筒

等。 

利用一些安全設計的小道

具，學員可以在導師指導下

製作科學實驗製品，如氣動

火箭炮，旋轉木馬，紅綠燈

等。 

名額： 8 個 

備註： **此課程參與 I-class 合辦 

價錢已包括導師費及材料費** 

                                                                                                                                                                                                                                                                                                                                                                                                                                                    

DIY 組裝搖控車 

活動編號：22N031  

內容： 透過組裝模型車向介紹汽車的基本原

理，學習電子裝置電路運作等增加學

生對科學的興趣及知識。 

日期： 29/7-26/8/2022 (逢星期五) 

時間： 5:00p.m.-6:00p.m. 

地點： 本中心(夢想廊) 

對象： 7-12 歲兒童會員 

費用： ＄450（共 5 堂） 

名額： 8 人 

備註： *此課程參與 I-class 現代小學士合辦 

價錢已包括導師費及材料費* 

 



  
  

Disney 扭蛋樂園 

活動編號：22N027 

內容： 學員會在 5 堂課堂中製作以迪士尼

duffy and friends 為藍本之卡通糖

果售賣機，並製作相關之糖果及裝飾

物。 

日期： 26/7-23/8/2022 (逢星期二) 

時間： 3：45－4：45p.m. 

地點： 本中心(夢想廊) 

對象： 7－12 歲之兒童會員 

費用： ＄400 （共 5 堂） 

名額： 6 個 

備註： 價錢已包括材料費 

 

兒童人像畫班 

活動編號：22N043 

內容： 透過學習簡單骨架，讓小朋友掌握人

像繪畫技巧，增強繪畫技巧。 

日期： 15/8-29/8/2022 (逢星期一) 

時間： 4：30p.m.-5:30p.m. 

地點： 本中心(夢想廊) 

對象： 6－10 歲之兒童會員 

費用： ＄225 （共 3 堂） 

名額： 8 人 

備註： 請自備畫簿及鉛筆 

 



 
 

 
    

日韓美食班 
活動編號： 22N039 22N040 

日期： 26/7-23/8/2022(逢星期二) 

對象： (幼兒)5-7 歲之兒童會員 (兒童)8-10 歲之兒童會員 

地點： 本中心(廚房) 

時間： 3：00p.m.-4:30p.m. 5：00p.m.-6:30p.m. 

費用： $450 (共 5 堂) 

內容： 在課堂中製作日式糰子，韓式飯糰，野菜煎餅，大福及芝士

年糕…等食品，並在課堂中學會基本烹飪技巧。 

備註： 自備食物盒 

名額： 8 人 

                                                                                                                                                                                                                                                                                                                                                                                                                                                    

     夏日甜絲絲 
活動編號： 22N041 22N042 

日期： 28/7-25/8/2022(逢星期四) 

對象： (幼兒)5-7 歲之兒童會員 (兒童)8-10 歲之兒童會員 

地點： 本中心(廚房) 

時間： 3：00p.m.-4:30p.m. 5：00p.m.-6:30p.m. 

費用： $450 (共 5 堂) 

內容： 在課堂製作木槺布丁，砵仔糕，糯米糍，糖不甩，台式芋

圓…等食品，並在課堂中學會基本烹飪技巧。 

備註： 自備食物盒 

名額： 8 人 

                                                                                                                                                                                                                                                                                                                                                                                                                                                    



 

  

英文呈分試班 

活動編號： 22N035 22N036 

日期： 30/7-27/8/2022 (逢星期六) 

對象： 升小五 

之兒童會員 

升小六 

之兒童會員 

地點： 本中心(1 號活動室) 本中心(夢想廊) 

時間： 9:00a.m.-10:30a.m. 

費用： $525 (共 5 堂) 

內容： 課程由導師透過模擬試卷，講解應試技巧及

取分秘訣，全面提升學生在呈分試的成績及

表現。 

備註： 參加者需自備文具及筆記本 

*此課程由 I-Class 合辦* 

名額： 8 人 

                                                                                                                                                                                                                                                                                                                                                                                                                                                    

數學呈分試班 
活動編號： 22N037 22N038 

日期： 30/7-27/8/2022 (逢星期六) 

對象： 升小五 

之兒童會員 

升小六 

之兒童會員 

地點： 本中心(1 號活動室) 本中心(夢想廊) 

時間： 10:30.a.m-12:00noon 

費用： $525 (共 5 堂) 

內容： 課程由導師透過模擬試卷，講解應試技巧及取分秘

訣，全面提升學生在呈分試的成績及表現。 

備註： 參加者需自備文具及筆記本 

*此課程由 I-Class 合辦* 

名額： 8 人 

                                                                                                                                                                                                                                                                                                                                                                                                                                                    



  

英文文法班 

活動編號： 22N032 22N033 

日期： 6/8-27/8/2022（逢星期六） 

對象： (初小) 

小一至小三 

之兒童會員 

(高小) 

小四至小六 

之兒童會員 

地點： 本中心(2 號活動室) 

時間： 9:00a.m.-10:00a.m. 10:00a.m.11:00a.m. 

費用： $300 ( 4 堂) 

內容： 學習英語文法能增強學生於英語文法運用的

能力，改善讀字、串寫及寫作的情況，加強

他們對學習英語的信心 

名額： 8 人 

備註： 參加者需自備文具及筆記本 

                                                                                                                                                                                                                                                                                                                                                                                                                                                    

**英文拼音班 進階** 

活動編號：22N034 

內容： 學習英語拼音能增強學生串讀的能

力，從而改善讀字和默書的情況，加

強他們對學習英語的信心。 

日期： 6/8-27/8/2022 (逢星期六) 

時間： 11:00a.m.-12:00noon 

地點： 本中心(2 號活動室) 

對象： 曾報讀中心英文拼音班之同學** 

費用： ＄300 （共 4 堂） 

名額： 8 人 

備註： 自備筆記本及文具 

 



 

 
 
  
素描初階 (8-9 月) 

活動編號：22N021 

內容： 運用素描筆進行創作學習描繪

草圖及力度控制等技巧， 

適合具繪畫基礎者報讀 

日期： 6/8—24/9/2022(逢星期六) 

時間： 12:00-1:15p.m. 

地點： 本中心(夢想廊) 

對象： 小三以上之兒童會員 

費用： ＄720（共 8 堂） 

備註： 請自備畫簿, 2B 素描筆及 

素描擦膠 

素描初階舊生優先報名 

 

兒童油粉彩畫班(8-9 月) 

活動編號：22N022 

內容： 課程將教授學員運用油粉彩，學習

多種繪畫技巧及構圖理論。強調自

主和創意的藝術創作能激發孩子的

想像力和藝術潛能。 

日期： 6/8—24/9/2022(逢星期六) 

時間： 1:45-2:45p.m. 

地點： 本中心(夢想廊) 

對象： 7歲或以上之兒童會員 

費用： ＄560（共 8 堂） 

備註： 請自備 A3 畫簿及油粉彩 

兒童油粉彩畫班 A 班舊生優先報名 

 

幼兒油粉彩畫班(8-9 月) 

活動編號：22N023 

內容： 課程將教授學員運用油粉彩，學

習多種繪畫技巧及構圖理論。強

調自主和創意的藝術創作能激發

孩子的想像力和藝術潛能。 

日期： 6/8—24/9/2022(逢星期六) 

時間： 3:00-4:00p.m. 

地點： 本中心(夢想廊) 

對象： 5歲至 7歲之兒童會員 

費用： ＄560（共 8 堂） 

備註： 請自備 A3 畫簿及油粉彩 

兒童油粉彩畫班 B 舊生優先報名 

 

糖果色系素描班 (8-9 月) 

活動編號：22N024 

內容： 課程運用糖果色系木顏色進行創作, 

學習草圖漸變、混色筆觸及力度控

制等技巧, 

適合具繪畫基礎者或素描基礎者 

日期： 6/8—24/9/2022(逢星期六) 

時間： 4:30-5:45p.m. 

地點： 本中心(夢想廊) 

對象： 8-12 歲之兒童會員 

費用： ＄720（共 8 堂） 

備註： 請自備 A3 畫簿 

舊生優先報名 

 



份 

  K-POP 舞班(7-8 月份) 
活動編號： 22N017 22N018 

日期： 8/7-26/8/2022(逢星期五)  

對象： (幼兒)5-8 歲之兒童會員 (兒童)9-16 歲之兒童會員 

地點： 本中心(1， 2 號活動室) 

時間： 晚上 7：30～8：30 晚上 8：30～9：30 

費用： $600 (共 8 堂) 

內容： K-Pop 以時下最流行的韓國音樂，模仿韓國明星的舞步，亦會

揉合一些街舞的舞蹈技巧，例如 Popping、House、Locking

等等。課堂會教授舞蹈的基礎技巧，簡單易學，就算沒有舞蹈

底子亦可以掌握得到。 

備註： 5－6 月 Jazz-Funk 或 KPOP 舞班舊生優先報名 

參加者須穿著運動服裝及自備飲用水 

名額： 8 人 

                                                                                                                                                                                                                                                                                                                                                                                                                                                    

籃球班 (8 月份) 

活動編號：22N019 

內容： 透過正規的恆常訓練, 學員可及早接

觸正規基礎籃球技巧, 並在過程中鍛

鍊身體挑戰自我、建立信心。 

日期： 5/8—26/8/2022(逢星期五) 

時間： 晚上 5：30－7：00 

地點： 本中心對出籃球場 

對象： 7-14 歲之兒童會員 

費用： ＄320（共 4 堂） 

備註： 籃球班舊生優先報名 

參加者須穿著運動服裝及自備飲 

用水 

名額： 12 人 

 

跆拳道班(8-9 月份)  

活動編號：22N020  

內容： 跆拳道是韓國一種傳統武術。可提

升學員的處事能力、自信心、增強

體格、控制體重及自衛能力，是一

種有效的帶氧運動。 

 

日期： 5/8—30/9/2022(逢星期五)  

時間： 晚上 7：15－9：00  

地點： 竹園體育館  

對象： 5-16 歲之兒童會員  

費用： ＄675（共 9 堂）  

備註： 跆拳道班舊生優先報名 

*參加者需要符合疫苗通行證之要求

（即 12 歲或以上須注射 3 針及出

示接種紀錄使用安心出行，12 歲以

下則需由家長陪同或使用安心出行* 

 

名額： 20 人  

 



 

 
  

託管服務宗旨 
為缺乏適當照顧的兒童提供日間課餘時間的照顧，使他們處於安

全的環境中，並透過各項活動及服務使他們在身體、智能、情緒

及社交得到均衡的發展。 

 
對象:小一至小六學生 

費用:每月$1150 

 

目標 
- 培養兒童自我照顧的能力，並養成有規律的生活習慣。 

- 輔導兒童的學業，協助他們解決學習上的困難，並培養讀書興

趣。 

- 發展兒童正確價值觀及與人相處之道。 

- 推動學員投入中心服務及建立他們的支援網絡。 

 

服務內容 
提供午膳(如有需要) 

功課輔導 

個人指導及輔導 

成長及德育小組  

 

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五:下午二時至四時半 或  

            下午四時半至七時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本中心會根據學員的程度以專人(達八級鋼琴或以上的老師)

教授彈奏技巧及樂理知識，並建議學員考核 ABRSM 英國

皇家音樂學院考試(1-8 級術科)。 

 
有興趣報讀之會員可按以下連結報名: 

 

https://forms.gle/6m2aD5eMjFjJ8qNJ9 

 

對象：本中心 5 歲或以上兒童會員 

上課地點：中心鋼琴室 

 

 

 

 

 

 

 

如欲知更多的詳情，請向中心職員查詢，謝謝。 

 
 
 
 
 
 
 
 

  

級數 級別 30 分鐘 45 分鐘 60 分鐘 

初級 基礎班至第一級 ＄110 ＄160 － 

中級 第二級至第三級 ＄130 ＄200 － 

高級 第四級至第五級 － ＄220 － 

特級 第六級至第七級 － ＄260 $310 

超級 第八級 － － $360 

樂理 Grade 1- Grade 5 － － $310 

 

琴室租用服務 

本中心附設鋼琴租用服務，歡迎各

會員以低廉的價錢租用鋼琴練習。 

(1) 租用時段：逢星期三、四 

1:30pm – 8:30pm(敬請預約) 

(2) 費用：每半小時$15 
 

https://forms.gle/6m2aD5eMjFjJ8qNJ9


 
  



 
 
 
 

中心放時間  
 

   星期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上午 

10:00 – 1:00 

☺ ☺ ☺ ☺ ☺ ☺ 

中午 

2:00 – 6:00 

☺ ☺ ☺ ☺ ☺ ☺ 

晚上 

6:00 – 7:30 

☺ ☺ ☺ ☺ ☺ 
(開放至 9:30) 

 

 

(暑期)中心放時間 (15/8 – 31/8) 
 

     星期

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上午 

8:00 – 1:00 

☺ ☺ ☺ ☺ ☺ ☺ 

中午 

2:00 – 6:00 

☺ ☺ ☺ ☺ ☺ ☺ 

晚上 

6:00 – 7:30 

☺ ☺ ☺ ☺ ☺ 
 (開放至 9:30) 

 

 

中心位置圖 

 
 

地址：黃大仙竹園北邨柏園樓 B翼 103 - 106地下 

電話：2329 8056 

傳真：2329 5777 

電郵：cyc@hac.org.hk 

網頁：hac.org.hk 

http://www.hac.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