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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小博士」、「童學童樂」、「家庭大本營」之
課程及活動招募詳情，請留意中心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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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為本地慈善團體，提供免費服務予來自弱勢家庭之兒童及青少年，以支
援其成長及發展。對本中心服務有興趣之人士需先申請成為會員。 
如有查詢，歡迎致電 2511 0505 與本會聯絡。 

申請手續 

◆ 可於網上填寫表格 (申請成功後需帶同證明文件到中心核實) 或親身 
    帶同以下資料到中心辦理手續﹕ 

1. 出世紙 / 出生證明文件 
2. 如領取綜援或書簿津貼，請提供證明文件 
3. 住址證明文件 
4. 會員證按金$20  

◆ 全年任何時間均可申請成為會員，會籍將於每年 12 月 31 日屆滿 
 

續會手續 

◆ 會員可於每年 11 月 1 日開始親身到中心辦理續會手續 
◆ 本會將更新續會會員之會員證，已繳付之按金$20 將順延之新年度 
 

退會手續 

◆ 會籍到期而沒有續會者，將作自動退會論，按金$20 將不獲退回 
◆ 退會者須交回會員證，按金$20 將退回會員 
 

服務對象 

◆ 0-18 歲之兒童及青少年 
- 居住於區內之公共屋邨 
- 領取綜援或書簿津貼之家庭/ 單親家庭/ 低收入家庭 
- 有特殊學習需要 
- 社工或老師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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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須以網上系統登入報名必須以網上系統登入報名必須以網上系統登入報名必須以網上系統登入報名     

                    ((((電腦及手機均能運作電腦及手機均能運作電腦及手機均能運作電腦及手機均能運作)))) 

網址網址網址網址：：：： https://www.schoolpartnerhk.com/cylf  

如有問題如有問題如有問題如有問題，，，，亦可到中心使用電腦報名亦可到中心使用電腦報名亦可到中心使用電腦報名亦可到中心使用電腦報名：：：：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九龍白田邨第九龍白田邨第九龍白田邨第九龍白田邨第 10101010 座地下座地下座地下座地下 1111----14141414 室室室室                 

※ 中心職員會於會員成功入會後發放    

     會員個人登入名稱及密碼    

※ 會員可隨時登入系統查看中心的 

   「可報名活動」 

※ 會員可於活動名單公佈日或以後，隨時登入系統查看所報名 

      之活動的報名狀態 (報名成功或失敗等)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活動報名須知活動報名須知活動報名須知活動報名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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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課 及 動 金 段季課 及 動 金 段季課 及 動 金 段季課 及 動 金 段    

退還 9-12 月按金 2020 年 1 月 2 – 4 日 
上午 11:00 -下午 7:00 

繳交 1-3 月按金 2019 年 12 月 19 – 21 日   
上午 11:00-下午 7:00 

※ 會員參與本會服務費用全免費用全免費用全免費用全免，惟需交課程/活動按金  

(每項 $100)  

※ 出席率足夠之會員可於指定時段退回全數按金 

※ 有關按金細則可參閱下一頁 

會員資訊發佈會員資訊發佈會員資訊發佈會員資訊發佈    

 

 

微信﹕ 

 

WeChat ID: Cylf_Program 

Whatsapp: 5648 2328 

只限 3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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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金細則﹕ 
1. 成功報名課程及活動之參加者須於每一季度的課程及活動開始前之指定

日期及時間內繳付按金，每項課程或活動之按金為 HK$100 
2. 所有親子活動及課程所收取之按金將以家庭作為計算單位 (即每家庭每

一親子活動或課程 HK$100) 
3. 參加者繳付按金後，將會收到按金收據以茲證明。請參加者妥善保管收

據，並需出示收據以取回按金 
4. 如請他人代取回按金，必須預先知會中心及代領者必須出示按金收據 
5. 參加者須於每一季度的課程完結後之指定日期及時間內取回按金，否則

按金將被全數沒收而不另行通知 
6. 參加者必須達到課程出席率 80%方能退回全數按金 
7. 如參加者未能出席活動或課程出席率不足，按金將會被全數沒收 
8a.   如參加者因生病而缺席課程或活動，需儘快通知本中心; 
8b.   如參加者因事請假，需於課程或活動三天前通知本中心及出示証明文件; 

即日或 3 天內之請假會被視為缺席; 
       於一季度內單一課程參加者可申請病假及事假共 2 次，第 3 次起會被視作

缺席處理。 
 **如課程之堂數為 7 堂或以下，第 2 次起之事假會被視作缺席處理。 
9. 如參加者於繳交按金後退出，按金將被全數沒收 
10.   如參加者沒有於指定之日期及時間內交按金，本會會考慮視作參加者退

出而通知後補參加者補上 
11. 若本會課程或活動之報名人數不足，本會會考慮取消該課程或活動，並退

回全數按金 
12. 所有於季度開始後所加開之活動及課程的按金安排會以通告形式另行 
        通知 
13. 若活動或課程未滿額，方考慮加入後補參加者，而後補參加者將獲個別通

知有關按金安排 
14. 所有收取之按金將由本中心保管 
15. 所有被沒收之按金將視為捐款收入，並用於本會之服務發展 
16. 本會會根據參加者過往之出席率，考慮報名者可否參與活動及課程 
17. 參加者如多次無故或未有通知情況下缺席，本會可能取消其參與活動或

課程之資格 
18. 如有任何更改，一概以中心通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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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下颱風、暴雨警告後之安排除下颱風、暴雨警告後之安排除下颱風、暴雨警告後之安排除下颱風、暴雨警告後之安排  

※ 如 8 號或以上颱風訊號，或黑色暴雨警告於下午 1 時 30 分 (星期日為上午 11 時) 或
以前 除下，則所有於該訊號或警告 取消後 2.5 小時 舉辦的室內活動將照常舉行。 

※ 如 8 號或以上颱風訊號，或黑色暴雨警告於下午 1 時 30 分 (星期日為上午 11 時) 或
以後 除下，則 所有活動取消及中心暫停開放 。 

注意： 因天氣關係而取消之活動，一般不會補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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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歲以下會員必須必須必須必須由家長接送離開                    

※ 家長亦需為 9 歲或以上之子女妥善安排， 

    以確保其往返中心之安全 

天氣情況 6 歲以下幼兒活動 室內活動 戶外活動 

1 號颱風訊號 

黃色暴雨警告 

3 號颱風訊號 

紅色暴雨警告  
����取消 

����活動如常舉行，
參加者視天氣情況
自行決定出席與否  

����取消 

8 號或以上颱風訊號 

黑色暴雨警告 
����取消 

雷暴警告 
����活動如常舉行，
參加者視天氣情況
自行決定出席與否 

☺☺☺☺如常舉行  按情況而定 

☺☺☺☺如常舉行 
����如為黃雨，參加者可視天氣情況決定是否出席戶外活動 

由由由由 2020202020202020 年年年年 1111 月起月起月起月起, , , , 會員會員會員會員

必須攜帶會員證方可必須攜帶會員證方可必須攜帶會員證方可必須攜帶會員證方可    

進入中心進入中心進入中心進入中心    

溫馨提示溫馨提示溫馨提示溫馨提示    



 

 7 

小提琴班小提琴班小提琴班小提琴班        

小提琴清脆的聲音，人人耳熟能詳。它的音質多變，在管弦樂團佔有小提琴清脆的聲音，人人耳熟能詳。它的音質多變，在管弦樂團佔有小提琴清脆的聲音，人人耳熟能詳。它的音質多變，在管弦樂團佔有小提琴清脆的聲音，人人耳熟能詳。它的音質多變，在管弦樂團佔有

主導地位。本中心的小提琴班設有初班、中級一班及二班三個階段，主導地位。本中心的小提琴班設有初班、中級一班及二班三個階段，主導地位。本中心的小提琴班設有初班、中級一班及二班三個階段，主導地位。本中心的小提琴班設有初班、中級一班及二班三個階段，

提供全年制課程。課程由資深導師蘇章偉老師根據英國皇家音樂學院提供全年制課程。課程由資深導師蘇章偉老師根據英國皇家音樂學院提供全年制課程。課程由資深導師蘇章偉老師根據英國皇家音樂學院提供全年制課程。課程由資深導師蘇章偉老師根據英國皇家音樂學院    

(ABRSM) (ABRSM) (ABRSM) (ABRSM) 分級試課程教授。分級試課程教授。分級試課程教授。分級試課程教授。        

課程 上堂日期 上堂時間 對象 

中級一班中級一班中級一班中級一班 下午 2:00-3:00 正學習二級課程程度之學員 

中級二班中級二班中級二班中級二班 下午 3:00-4:00 正學習三級課程程度之學員 

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 下午 4:00-5:00 正接受基礎訓練之學員 

1月 5、12、19日、 
2月 2、9、16、23日、 
3月 1、8、15日 
(逢星期日) 

「潛能啟迪潛能啟迪潛能啟迪潛能啟迪」全年課程全年課程全年課程全年課程    

 
全年恆常課程 

 欣賞小提琴表演和音樂會 

(包括視頻欣賞和現場欣賞) 

 參加小提琴相關工作坊 

多角度體驗小提琴文化 

 參加公開比賽及表演 

汲取演奏及舞台經驗  

 反思與評估 

每半年作評估安排升班 

 
參與社區演出活動 

服務有需要人士 

優秀學員優秀學員優秀學員優秀學員((((經導師推薦經導師推薦經導師推薦經導師推薦))))    

可獲考試或進修資助可獲考試或進修資助可獲考試或進修資助可獲考試或進修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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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蕾舞班芭蕾舞班芭蕾舞班芭蕾舞班  

芭蕾舞源自歐洲，是輕盈、優雅的象徵。中心的芭蕾舞班共設初級、中級、芭蕾舞源自歐洲，是輕盈、優雅的象徵。中心的芭蕾舞班共設初級、中級、芭蕾舞源自歐洲，是輕盈、優雅的象徵。中心的芭蕾舞班共設初級、中級、芭蕾舞源自歐洲，是輕盈、優雅的象徵。中心的芭蕾舞班共設初級、中級、

高級三個階段，為全年制課程。導師為資深芭蕾舞老師，根據英國皇家芭高級三個階段，為全年制課程。導師為資深芭蕾舞老師，根據英國皇家芭高級三個階段，為全年制課程。導師為資深芭蕾舞老師，根據英國皇家芭高級三個階段，為全年制課程。導師為資深芭蕾舞老師，根據英國皇家芭

蕾舞學院課程大綱教授，激發學員的跳舞潛能。蕾舞學院課程大綱教授，激發學員的跳舞潛能。蕾舞學院課程大綱教授，激發學員的跳舞潛能。蕾舞學院課程大綱教授，激發學員的跳舞潛能。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上堂上堂上堂上堂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上堂時間上堂時間上堂時間上堂時間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高級班高級班高級班高級班    下午 5:00-6:00 已達三級程度之學員 

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    下午 6:00-7:00 正學習二級課程程度之學員 

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    下午 4:00-5:00 正接受基礎訓練之學員 

1月 4、11、18日、 
2月 8、15、21、29日、 
3月 7、14、21、28日 
(逢星期六) 

「潛能啟迪潛能啟迪潛能啟迪潛能啟迪」全年課程全年課程全年課程全年課程    

全年恆常課程  

 

 

反思與評估 

每半年作評估安排升班 

參加芭蕾舞相關工作坊 

多角度體驗芭蕾舞文化 

欣賞芭蕾舞及戲劇表演 

參與香港藝術節活動  

參加公開比賽及表演 

 優秀學員優秀學員優秀學員優秀學員((((經導師推薦經導師推薦經導師推薦經導師推薦))))    

可獲考試或進修資助可獲考試或進修資助可獲考試或進修資助可獲考試或進修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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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舞班中國舞班中國舞班中國舞班  

中國舞是中國文化的瑰寶。本中心的中國舞班分為初級及中級兩個階中國舞是中國文化的瑰寶。本中心的中國舞班分為初級及中級兩個階中國舞是中國文化的瑰寶。本中心的中國舞班分為初級及中級兩個階中國舞是中國文化的瑰寶。本中心的中國舞班分為初級及中級兩個階

段，均為全年制課程。導師為經驗豐富的邢老師，深受學員愛戴，課段，均為全年制課程。導師為經驗豐富的邢老師，深受學員愛戴，課段，均為全年制課程。導師為經驗豐富的邢老師，深受學員愛戴，課段，均為全年制課程。導師為經驗豐富的邢老師，深受學員愛戴，課

程根據北京舞蹈學院中國舞等級考試大綱編排，讓學員在專業訓練中程根據北京舞蹈學院中國舞等級考試大綱編排，讓學員在專業訓練中程根據北京舞蹈學院中國舞等級考試大綱編排，讓學員在專業訓練中程根據北京舞蹈學院中國舞等級考試大綱編排，讓學員在專業訓練中

領會東方神韻領會東方神韻領會東方神韻領會東方神韻。。。。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上堂上堂上堂上堂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上堂時間上堂時間上堂時間上堂時間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    下午 4:00-5:00 正學習三級課程程度之學員 

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    下午 3:00-4:00 正接受基礎訓練之學員 

1月 5、12、19日、 

2月 2、9、16、23日、 

3月 1、8、15、22日 

(逢星期日) 

全年恆常課程  

欣賞中國舞表演 

參加中國舞相關工

作坊 

參加公開比賽及表

演 
參與社區表演活動 

多角度體驗中國舞

文化 

反思與評估 

每半年作評估安排

優秀學員優秀學員優秀學員優秀學員((((經導師推薦經導師推薦經導師推薦經導師推薦))))    

可獲考試或進修資助可獲考試或進修資助可獲考試或進修資助可獲考試或進修資助    

「潛能啟迪潛能啟迪潛能啟迪潛能啟迪」全年課程全年課程全年課程全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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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球班籃球班籃球班籃球班    

本中心之籃球班為一年制訓練課程本中心之籃球班為一年制訓練課程本中心之籃球班為一年制訓練課程本中心之籃球班為一年制訓練課程，程度分為初，程度分為初，程度分為初，程度分為初階階階階及高及高及高及高階階階階。。。。導師周導師周導師周導師周 SirSirSirSir修讀體育修讀體育修讀體育修讀體育

系，經驗豐富，曾帶領球隊參與不同比賽。系，經驗豐富，曾帶領球隊參與不同比賽。系，經驗豐富，曾帶領球隊參與不同比賽。系，經驗豐富，曾帶領球隊參與不同比賽。學員每三個月會進行評核。學員每三個月會進行評核。學員每三個月會進行評核。學員每三個月會進行評核。課程期望課程期望課程期望課程期望

學員學員學員學員於恆常於恆常於恆常於恆常訓練訓練訓練訓練中中中中能能能能於於於於「德、智、體、群、美」五大範疇得到全面的發展。「德、智、體、群、美」五大範疇得到全面的發展。「德、智、體、群、美」五大範疇得到全面的發展。「德、智、體、群、美」五大範疇得到全面的發展。    

初級初級初級初級

班班班班    

- 籃球基礎技巧 

- 體能訓練 

- 香港籃球制度 
高級高級高級高級

班班班班    

- 籃球進階技巧 

- 籃球基礎戰術 

- 進行比賽/友誼賽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上課日期上課日期上課日期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上課時間上課時間上課時間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初班初班初班初班 
逢星期三   

下午 4:00-5:30 
初學者 

高班高班高班高班 
逢星期三   

下午 5:30-7:00 
經評核後達指定程度
之學員 

1月 15日、 
2月 12、19、26日、 
3月 4、11、18、25日 
(逢星期三) 

相關體驗活動包括相關體驗活動包括相關體驗活動包括相關體驗活動包括﹕觀賞本地籃球賽事、參考 NBA

比賽、參觀球會訓練、了解一般運動常識及參與其他

運動體驗班 

提升自信心，

培養良好品格  

瞭解籃球運動

的發展、規則、

簡單籃球戰術 

加強體適能，學習

及熟練籃球基本動

作及學習，養成終

身運動之習慣 

提昇學員間團

隊協作及互相

支持的精神 

透過觀賞賽

事培養運動

賞析及審美

能力 

「潛能啟迪潛能啟迪潛能啟迪潛能啟迪」全年課程全年課程全年課程全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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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術班武術班武術班武術班    

本中心之武術班為全年恆常訓練課程本中心之武術班為全年恆常訓練課程本中心之武術班為全年恆常訓練課程本中心之武術班為全年恆常訓練課程，程度分為初、中、高三個級別。導師黃宇帆，程度分為初、中、高三個級別。導師黃宇帆，程度分為初、中、高三個級別。導師黃宇帆，程度分為初、中、高三個級別。導師黃宇帆

師傅為世界傳統武術比賽拳術及棍術金牌，有師傅為世界傳統武術比賽拳術及棍術金牌，有師傅為世界傳統武術比賽拳術及棍術金牌，有師傅為世界傳統武術比賽拳術及棍術金牌，有 30303030年習武及年習武及年習武及年習武及 20202020年教學經驗。年教學經驗。年教學經驗。年教學經驗。    

學員三學員三學員三學員三個月進行一次升班考核個月進行一次升班考核個月進行一次升班考核個月進行一次升班考核，如程度理想，有，如程度理想，有，如程度理想，有，如程度理想，有機會機會機會機會獲得中心資助參與外間專業獲得中心資助參與外間專業獲得中心資助參與外間專業獲得中心資助參與外間專業    

訓練。訓練。訓練。訓練。    

初班初班初班初班    
- 蔡李佛基礎套路 

- 學習武德 

- 體能訓練 

中班中班中班中班    
- 熟練蔡李佛套路 

- 學習自主訓練 

- 接觸其他技術 

(刀、棍等) 

高班高班高班高班    
- 學習多類型武術 

- 參與公開比賽 

- 如有相關機會，接

受深造訓練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上課日期上課日期上課日期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上課時間上課時間上課時間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初班初班初班初班    

1 月月月月 4、、、、11 日、日、日、日、    

2 月月月月 8、、、、15、、、、22、、、、29 日日日日    

3 月月月月 7、、、、14、、、、21、、、、28 日日日日    

逢星期六   
下午 4:00-5:00 

剛接觸蔡李佛武術之初
學者 

中班中班中班中班    
逢星期二   
下午 4:30-5:30 

正接受基礎訓練學員 

高班高班高班高班    
逢星期二   
下午 5:30-7:30 

已達一定程度及熱愛武
術之學員 

1 月月月月 7、、、、14 日、日、日、日、    

2 月月月月 4、、、、11、、、、18、、、、25 日日日日    

3 月月月月 3、、、、10、、、、17、、、、24、、、、31 日日日日    

相關體驗活動﹕學習其

他類型武術、欣賞武術

比賽、了解運動常識 

「潛能啟迪潛能啟迪潛能啟迪潛能啟迪」全年課程全年課程全年課程全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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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輔導課程學業輔導課程學業輔導課程學業輔導課程    

AS20008  

三人功三人功三人功三人功課課課課特訓 特訓 特訓 特訓 低班低班低班低班    

日期: 1月 2至 3月 31日 (逢星期二

至星期五, 除 1月 20至 2月 3日 ) 

時間: 下午 4:30 —下午 6:30 

對對對對象象象象: : : : 小一至小二小一至小二小一至小二小一至小二    

內容: 透過小班教授，支援同學完成

功課及溫習    

AS20009   

三人功三人功三人功三人功課課課課特訓 特訓 特訓 特訓 高班高班高班高班    

日期: 1月 2至 3月 31 日(逢星期二

至星期五, 除 1月 20至 2月 3 日) 

時間:下午 4:30 —下午 6:30 

對對對對象象象象: : : : 小三至小四小三至小四小三至小四小三至小四    

內容: 透過小班教授，支援同學完

成功課及溫習    

知識強化知識強化知識強化知識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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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功功功 課課課課 輔輔輔輔 導導導導 班班班班    

課程編號及
名稱 

課程內容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對象 

學業輔導課程 
負責職員﹕誠哥哥 

AS20001 

學業輔導 

星期二班 

- 協助同學完成功

課 及 溫 習 默 書 或

測驗 ，提升學習動

機 

- 提供增潤練習鞏

固學習基礎 

1 月 7 日 – 3 月 31 日 

(逢星期二 , 除 1 月 21, 28 日) 

下午 4:30-6:30  
每班 15 位， 

小一至中三  

AS20002 

學業輔導 

星期三班 

1 月 8 日 – 3 月 25 日 

(逢星期三, 除 1 月 22、29 日)  

AS20003 

學業輔導 

星期四班 

1 月 2 日– 3 月 26 日 

(逢星期四, 除 1 月 23、30 日)   

AS20004 

學業輔導 

星期五班 

1 月 3 日– 3 月 27 日 

(逢星期五, 除 1 月 24、31 日)  

知識強化知識強化知識強化知識強化    

    尖 子尖 子尖 子尖 子 班班班班                    

課程編號及課程編號及課程編號及課程編號及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上堂上堂上堂上堂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上堂時間上堂時間上堂時間上堂時間    名額及對象名額及對象名額及對象名額及對象    

AS20011 

學術尖子班 

1 月 8 日– 3 月 27 日 
(逢星期三及五, 除 1 月 22、24、
29、31 日)   

下午 4:30 — 

下午 6:00 
4位 小五至小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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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增值課程英文增值課程英文增值課程英文增值課程    

上課日期: (共共共共 10 堂堂堂堂) 
1 月 4、11 日； 2 月 8、15、22、29 日﹔ 

3 月 7、14、21、28 日 (逢星期六)      

 

學習拼音及詞彙。老師主
要以英語教授，中文輔
助，先提升學生對英語的
興趣，再鞏固其英語聽講
能力。 

AS20005 
英文增值 
初班 

上午 11:00-
12:30 

15 位 

小一至小二 

學習閱讀理解，增加詞彙
數量。 改善學生英語聽講
能力。 

AS20006 
英文增值 
中班 

下午 12:30-2:00 

15 位 

小三至小四 

提升閱讀理解及寫作能
力，增加詞彙數量。同時
加 強 學 生 英 語 聽 講 能
力。 

AS20007 
英文增值 
高班 

下午 3:00-4:30 
15 位 

小五至小六 

AS20010 
英文增值 
青少年班 

下午 5:00-6:30 
10 位 

中一至中二 

知識強化知識強化知識強化知識強化    

課程內容包括文法練習、
閱讀理解、寫作及聽力練
習，同時提升學生對英語
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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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提高文化素養，培養藝術情操，形成道德風尚 

智：開發智力，鍛煉想像力和創造性思維 

體：鍛煉肢體靈活性，協調性和柔韌性，使形體優美 

群：提高合作能力，培養團隊精神 

美：培養審美情感和鑒賞美的能力 

● 本系列設有恆常之藝術藝術藝術藝術、、、、音樂和舞蹈課程音樂和舞蹈課程音樂和舞蹈課程音樂和舞蹈課程，均由資深導師資深導師資深導師資深導師教授 

● 課程設有不同階段，學員每半年須經導師評估，作升班安排。學員

出席率必須不低於出席率必須不低於出席率必須不低於出席率必須不低於 80%80%80%80%。 

● 每年至少每年至少每年至少每年至少 3333 次體驗學習及演出機會次體驗學習及演出機會次體驗學習及演出機會次體驗學習及演出機會，如欣賞音樂會、社區表演等，

以提昇技能之相關知識及認知層面。 

● 表現積極之優秀學員(經導師推薦)可獲考試或進修資助可獲考試或進修資助可獲考試或進修資助可獲考試或進修資助 

才藝發展才藝發展才藝發展才藝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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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他班結他班結他班結他班    

內容﹕本課程分為以古典音樂及流行音樂教授，導師以簡單易內容﹕本課程分為以古典音樂及流行音樂教授，導師以簡單易內容﹕本課程分為以古典音樂及流行音樂教授，導師以簡單易內容﹕本課程分為以古典音樂及流行音樂教授，導師以簡單易

明方法令學員在短時間掌握木結他的彈奏技巧。明方法令學員在短時間掌握木結他的彈奏技巧。明方法令學員在短時間掌握木結他的彈奏技巧。明方法令學員在短時間掌握木結他的彈奏技巧。    

班別﹕古典音樂結他班班別﹕古典音樂結他班班別﹕古典音樂結他班班別﹕古典音樂結他班    

課程編號課程編號課程編號課程編號    上課日期上課日期上課日期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上課時間上課時間上課時間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TD20003 

1月 5、12、19日、 

2月 2、9、16、23日、 

3月 1、8、15日 
 

逢星期日 

下午 1:00-2:30 

9歲或以上; 

適合正接受基礎訓練之

學員 

班別﹕流行音樂結他班班別﹕流行音樂結他班班別﹕流行音樂結他班班別﹕流行音樂結他班 

課程編號課程編號課程編號課程編號    上課日期上課日期上課日期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上課時間上課時間上課時間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    
TD20004 

逢星期日 

下午 2:30-3:30 

適合正接受基礎訓練之

學員 

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 
TD20005 

逢星期日 

下午 3:30-4:30 

適合已接受 1年或以上

訓練或同等程度之學員 

1月 5、12、19日、 

2月 2、9、16、23日、 

3月 1、8、15日 
 

藝術手作班藝術手作班藝術手作班藝術手作班    

內容﹕透過不同主題及利用不同素材創作作品，提升參加者內容﹕透過不同主題及利用不同素材創作作品，提升參加者內容﹕透過不同主題及利用不同素材創作作品，提升參加者內容﹕透過不同主題及利用不同素材創作作品，提升參加者

的藝術觸覺，啟發參加者的創意及藝術感。的藝術觸覺，啟發參加者的創意及藝術感。的藝術觸覺，啟發參加者的創意及藝術感。的藝術觸覺，啟發參加者的創意及藝術感。    

課程編號課程編號課程編號課程編號    上課日期上課日期上課日期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上課時間上課時間上課時間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    
TD20008 1月 4、11日、 

2月 8、15、22、29日 

3月 7、14、21、28日 

逢星期六 

下午 12:00-1:30 

6-9歲; 

適合初學者 

高級班高級班高級班高級班 
TD20009 

逢星期六 

下午 1:30-3:00 

9-14歲; 

曾報讀初級班或達

同等程度之學員 

藝術課程藝術課程藝術課程藝術課程    

音樂課程音樂課程音樂課程音樂課程    

才藝發展才藝發展才藝發展才藝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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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琴班鋼琴班鋼琴班鋼琴班    
內容﹕鋼琴擁有最廣的音域和最豐富的表現力。本課程根據內容﹕鋼琴擁有最廣的音域和最豐富的表現力。本課程根據內容﹕鋼琴擁有最廣的音域和最豐富的表現力。本課程根據內容﹕鋼琴擁有最廣的音域和最豐富的表現力。本課程根據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英國皇家音樂學院英國皇家音樂學院英國皇家音樂學院    (ABRSM) (ABRSM) (ABRSM) (ABRSM) 分級試課程分級試課程分級試課程分級試課程 1111對對對對 1111教授。教授。教授。教授。    

學員必需保證每週至少學員必需保證每週至少學員必需保證每週至少學員必需保證每週至少 1111小時自行練習。小時自行練習。小時自行練習。小時自行練習。    

課程編號課程編號課程編號課程編號    上課日期上課日期上課日期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上課時間上課時間上課時間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
TD20006 

A.下午 4:00-4:30 
B.下午 4:30-5:00 
C.下午 5:00-5:30 

適合正接受基礎訓練

之學員 

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
TD20007 

D.下午 5:30-6:10 
E.下午 6:10-6:50 
F.下午 6:50-7:30 

適合已接受 1年或以

上訓練或同等程度之

學員 

1月 7、14、21日、 

2月 4、18、25日、 

3月 3、10、17、24日 

(逢星期二)     

成功報名的學員將獲分配其中任一時段成功報名的學員將獲分配其中任一時段成功報名的學員將獲分配其中任一時段成功報名的學員將獲分配其中任一時段    

拉闊兒童音樂團拉闊兒童音樂團拉闊兒童音樂團拉闊兒童音樂團    

內容﹕提供趣味性音樂活動，讓學員樂在其中，並透過有內容﹕提供趣味性音樂活動，讓學員樂在其中，並透過有內容﹕提供趣味性音樂活動，讓學員樂在其中，並透過有內容﹕提供趣味性音樂活動，讓學員樂在其中，並透過有

系統的聲樂及合唱訓練，提高學員的歌唱技巧。系統的聲樂及合唱訓練，提高學員的歌唱技巧。系統的聲樂及合唱訓練，提高學員的歌唱技巧。系統的聲樂及合唱訓練，提高學員的歌唱技巧。    
    

課程編號課程編號課程編號課程編號    上課日期上課日期上課日期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上課時間上課時間上課時間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中級班
TD20001  

1月 4、11、18日、 

2月 15、22、29日、 

3月 7、14、21、28日 

逢星期六 

下午 4:00-5:00 

適合已接受 1年或以上

訓練或同等程度之學員  

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初級班
TD20002 

逢星期六 

下午 5:00-6:00 

適合正接受基礎訓練之

學員  

才藝發展才藝發展才藝發展才藝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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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全面包含五大範疇：德、智、體、群、美 

ˇ 培育品行、思考能力、體能、人際關係、美感 

ˇ 全面發展小朋友才能 

ˇ 運動與學習相輔相成，可以提升學業表現 

運動與學習的關係﹕ 

有研究顯示有研究顯示有研究顯示有研究顯示多做運動的兒童，奪取優良成績的機會更高!!多做運動的兒童，奪取優良成績的機會更高!!多做運動的兒童，奪取優良成績的機會更高!!多做運動的兒童，奪取優良成績的機會更高!! 原因是運運運運

動增強腦部血液循環，可強化學習力，提升兒童思考、專注力及記憶動增強腦部血液循環，可強化學習力，提升兒童思考、專注力及記憶動增強腦部血液循環，可強化學習力，提升兒童思考、專注力及記憶動增強腦部血液循環，可強化學習力，提升兒童思考、專注力及記憶

能力能力能力能力。另外，運動能釋出安多酚，使兒童產生愉快感覺，更能輕鬆面

對學習壓力。所以學業與運動並非二選一，反而應相輔相成。 

專注力專注力專注力專注力 UPUPUPUP    

適當行為適當行為適當行為適當行為 UPUPUPUP    

邏輯思考邏輯思考邏輯思考邏輯思考 UPUPUPUP    

快樂指數快樂指數快樂指數快樂指數

減少接觸電子產品減少接觸電子產品減少接觸電子產品減少接觸電子產品    

中心球類借用服務 

歡迎於課餘時間借用中心球類進行練習！
到中心登記資料即可借用 

運動培訓運動培訓運動培訓運動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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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浩然柔道會總教練、有超過 40年教授柔道經驗及為教練試之考官的 

嚴啟山教練教授，訓練肌肉及紀律，強身健體。 

課程編號課程編號課程編號課程編號    上課日期上課日期上課日期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上課時間上課時間上課時間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ST20001 
1月 7、14日 

2月 4、11、18、25日     

3月 3、10、17、24、31日 

逢星期二 

下午 5:30-7:30  
6 歲或以上 

兒童柔道班兒童柔道班兒童柔道班兒童柔道班    

由精薈體育黃教練指導，他曾帶領學校球隊參與多次公開賽。表現良好的

學員會安排參與公開星章考試。 

課程編號課程編號課程編號課程編號    上課日期上課日期上課日期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上課時間上課時間上課時間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ST20003 

初班初班初班初班 

1月 4、11日、 

2月 8、15、22、29日 

3月 7、14、21、28日 

逢星期六 

下午 4:00-5:00 
6-12 歲; 
初班:已接受訓練三個月 

ST20004 

中班中班中班中班 

逢星期六 

下午 5:00-6:15 
6-12 歲; 
中班:已接受訓練半年以上 

ST20005 

高班高班高班高班    

逢星期六 

下午 6:15-7:30 
6-12 歲; 
高班:已接受訓練一年以上 

乒乓球班乒乓球班乒乓球班乒乓球班    

體育課程體育課程體育課程體育課程    運動培訓運動培訓運動培訓運動培訓    

余 Miss獲羽毛球回歸盃競賽、女子單打冠軍等，並全職教授羽毛

球。課程教授羽毛球技巧，如高遠球、殺球、吊球、放小球等等。 

課程編號課程編號課程編號課程編號    上課日期上課日期上課日期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上課時間上課時間上課時間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ST20002    
1月 8、15日、 

2月 5、12、19、26日 

3月 4、11、18、25日 

逢星期三 

下午 5:00-7:00 

7 歲或以上; 

適合正接受基礎訓練及對羽
毛球有興趣之初學者 

羽毛球班羽毛球班羽毛球班羽毛球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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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學習>之課程為短期興趣課程，課程並無延續性，部份課程之內容有可能每
期重覆。課程歡迎新舊會員隨時插班；亦可安排<免按金試堂>，唯需於試堂一星
期前與職員確實安排 (不設 walk-in*試堂)。 

運動類別運動類別運動類別運動類別 

課程編號課程編號課程編號課程編號    上課日期上課日期上課日期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上課時間上課時間上課時間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雜耍訓練班雜耍訓練班雜耍訓練班雜耍訓練班    ————    教授各類拋接的雜耍技巧，如拋波、轉碟、扯鈴等。可訓練手眼協調、

觀察力、記憶力、思考力、邏輯力等。 

EL20010C 
1月 4、11日、 

2月 8、15、22、29日 

3月 7、14、21、28日 

逢星期六 

下午 6:00-7:00 

10 歲或以上; 
適合初學及已接受
雜耍訓練的學員 

雙節棍體驗班雙節棍體驗班雙節棍體驗班雙節棍體驗班    ————    著名武打巨星李小龍令雙節棍名揚世界，報讀此班學習雙節棍技巧，
成為下一個李小龍﹗ 

EL20011C 
1月 4、11日、 

2月 8、15、22、29日 

3月 7、14、21、28日 

逢星期六 

下午 2:30-4:00 
7 歲或以上 

EL20019C 2月 8、15、22、29日 

3月 7、14日 

逢星期六 

下午 1:00-2:00 
7-12 歲  

兒兒兒兒童拳擊體驗班童拳擊體驗班童拳擊體驗班童拳擊體驗班————    起源於泰拳。以拳、腿、肘、膝的空擊及擊靶等訓練，提升身體協起源於泰拳。以拳、腿、肘、膝的空擊及擊靶等訓練，提升身體協起源於泰拳。以拳、腿、肘、膝的空擊及擊靶等訓練，提升身體協起源於泰拳。以拳、腿、肘、膝的空擊及擊靶等訓練，提升身體協
調性、心肺耐力等 調性、心肺耐力等 調性、心肺耐力等 調性、心肺耐力等 !!!! 

藝術類別藝術類別藝術類別藝術類別 

塑塑塑塑膠膠膠膠彩彩彩彩畫畫畫畫    體體體體驗班驗班驗班驗班    ————    以塑膠彩學習繪畫的基本技巧，提升藝術創作興趣。 

EL20012C 
A 班 1月 8、15日、 

2月 5、12、19日 

(共 5堂)  

逢星期三 
下午 5:00-6:00 6-8 歲 

EL20013C 
B 班 

逢星期三 
下午 6:00-7:00 9-11 歲 

拼拼拼拼貼貼貼貼與粉彩與粉彩與粉彩與粉彩畫畫畫畫    體體體體驗班驗班驗班驗班    ————    以拼貼與粉彩學習繪畫的基本技巧，提升藝術創作興趣。 

EL20014C 
A 班 2月 26日、 

3月 4、11、18、25日 

(共 5堂) 

逢星期三 
下午 5:00-6:00 6-8 歲 

EL20015C 
B 班 

逢星期三 
下午 6:00-7:00 9-11 歲 

體驗學習體驗學習體驗學習體驗學習    興趣課程興趣課程興趣課程興趣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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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學習活動體驗學習活動體驗學習活動體驗學習活動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活動地點 對象 

1111月月月月    

嘉道理農場參觀嘉道理農場參觀嘉道理農場參觀嘉道理農場參觀    
認識農場保育及教育的工作，攜手為人類及野生動物之間的和諧出一分力。 

EL20002CSR 
1 月 31 日 

(星期五) 
上午 9:30-下午 2:30 
(上午 8:30 中心集合) 

外出活動 6-12 歲歲歲歲會員 

傳承愛「深」傳承愛「深」傳承愛「深」傳承愛「深」----關懷探訪計劃關懷探訪計劃關懷探訪計劃關懷探訪計劃    
探訪獨居或雙老家庭，為他們送上溫暖。 

EL20004 
1 月 11 日 

(星期六) 
上午 9:30-中午 12:00 
(上午 8:45 中心集合) 

外出活動 6-12 歲歲歲歲會員 

新春派對賀鼠年新春派對賀鼠年新春派對賀鼠年新春派對賀鼠年 
享受歡樂滿載的新年派對，共度喜慶的鼠年。 

EL20009C 
1 月 17 日 

(星期五) 
下午 5:00-7:00 中心 6-10 歲歲歲歲會員 

音樂類別音樂類別音樂類別音樂類別 

夏威夷小結他夏威夷小結他夏威夷小結他夏威夷小結他    ————    夏威夷小結他是一種彈唱樂器，對於未有音樂或樂器基礎的學員是輕
鬆入門之選。 

EL20001C 
1月 5、12、19日、 

2月 2、9、16、23日、 

3月 1、8、15日 

逢星期日 

下午 2:30-3:15 
6-9 歲歲歲歲會員 

興趣課程興趣課程興趣課程興趣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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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活動地點 對象 

2222月月月月    

莫扎特音樂會欣賞莫扎特音樂會欣賞莫扎特音樂會欣賞莫扎特音樂會欣賞    
從一場優雅華麗的音樂會，探索莫札特的音樂世界。 

EL20003CSR 
2 月 2 日 

(星期日) 
下午 2:30-5:00 外出活動 5-8 歲歲歲歲會員 

5-8 歲會員歲會員歲會員歲會員 1-3 月生日會月生日會月生日會月生日會    
為 1-3 月生日的 5-8 歲會員而設的慶祝活動。 

EL20005G 
2 月 16 日 

(星期日) 
下午 1:30-3:00 中心 

5-8 歲歲歲歲 1-3 月月月月 

生日之會員 

EL20020C 
2 月 22 日 

(星期六) 
下午 1:00-3:00 中心 8 歲或以上歲或以上歲或以上歲或以上會員 

手工皂工作坊手工皂工作坊手工皂工作坊手工皂工作坊    
回收食品可以製成環保手工皂？ 

體驗學習活動體驗學習活動體驗學習活動體驗學習活動    

3333月月月月    

大自然探索之旅大自然探索之旅大自然探索之旅大自然探索之旅    
暢遊郊外，呼吸新鮮空氣，感受大自然的奧妙。 

EL20007 
3 月 14 日 
(星期六) 

上午 10:30-下午 1:30 
(上午 9:30 中心集合) 

外出活動 9 歲或以上歲或以上歲或以上歲或以上會員 

9-12 歲會員歲會員歲會員歲會員 1-3 月生日會月生日會月生日會月生日會    
為 1-3 月生日的 9-12 歲會員而設的慶祝活動。 

EL20006G 
3 月 22 日 

(星期日) 
下午 1:30-3:00 中心 

9-12 歲歲歲歲 1-3 月月月月 

生日之會員 

我和科學有個約會我和科學有個約會我和科學有個約會我和科學有個約會    
一起參觀科學館，了解科學知識和原理。      

EL20008 
3 月 29 日 

(星期日) 
上午 10:30-下午 12:30 
(上午 9:30 中心集合) 

外出活動 7 歲或以上歲或以上歲或以上歲或以上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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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地址﹕九龍石硤尾白田邨第十座地下 1-14室 
查詢: 2511 0505  
 
中心開放時間︰ 
星期二至六   上午 10:30-下午 7:30 
星期日       下午 1:00-5:00 
星期一 及 公眾假期 休息星期一 及 公眾假期 休息星期一 及 公眾假期 休息星期一 及 公眾假期 休息    

 成長希望基金會王統元(費愛麗)夫人中心成長希望基金會王統元(費愛麗)夫人中心成長希望基金會王統元(費愛麗)夫人中心成長希望基金會王統元(費愛麗)夫人中心    

活動章程 (活動章程 (活動章程 (活動章程 (2020202020202020年年年年 1111————3333月)月)月)月) 

2020 年 1-3 月 
以下日子中心不開放﹕ 

1 月 1 日、25-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