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G 

07 

N1、K1 ⾯試多⾯體

家⻑講座 

塈  

模擬⾯試體驗與指導

 

導師﹕Miss Carman

講座講解⾯試禮儀、幼兒語⾔表達技巧、家⻑答題

技巧及⾯試分享。 

模擬⾯試會讓家⻑及幼兒即時體驗⾯試過程及⾯試

時的注意事項，並即時與家⻑分享。 

備註： 

1.模擬⾯試為 15 分鐘，並須於報名時揀選時間。時

間可選取 18/9 或 25/9 下午 4:45-6:00 期間進行。

2.模擬⾯試時間選定後，不得更改，並請準時出

席，逾時不會作後補安排，請報名前留意。 

導師簡介：⼗九年的幼稚園教師經驗。任教⾯試學

生成功入讀多間名幼，包括：寶山幼兒園、聖公會

幼稚園、St Paul’s Day Nursery 等。 

打算升讀

N1 及 K1

之幼兒及

家⻑ 

講座：11/9 

 

模擬⾯試：18/9

或 25/9 其中 15

分鐘 

下午 4:45-5:45 

10

對親

子 

每對親子  

$180 / $230 / 不設綜援 

 

講座及模擬⾯試 

 
兒童課程 

歡迎自組興趣班，詳情請向中心協商。 

編號 課程名稱 內容 對象 日期 時間 名額
*最少繳交⼀個⽉/ ⼀期 費用 

(會員/非會員/綜援會員) 

CI37 
兒童珠心算 

導師﹕葛亦琛 

導師教授五珠算盤、⼗進制概念、基本應用口

訣及基本應用指法等。 

導師簡介：資深珠心算協會導師 

5-7 歲兒童 逢星期六 上午 10:15 – 11:15 8 每堂 $70 / $85 / 不設綜援 

CI30A 奧數 A 
課程旨在啟發孩子數學潛能，鞏固邏輯孩子思

考。透過圖像及文字題，增強孩子數學知識及

運用技巧，解決常見數學難題，增強解題信

心。(本課程與國際兒童教育合辦) 

小⼀⾄小⼆

⼗⽉開始 

 

逢星期四 

下午 3:20-4:20 10 每堂$70 / $85 / 不設綜援 

CI30B 奧數 B 小三⾄小四 下午 4:20-5:20 10 每堂$75 / $90 / 不設綜援 

CI30C 奧數 C 小五⾄小六 下午 5:20-6:20 10 每堂$80 / $95 / 不設綜援 



CI38 

英語音標 

拼音班 

導師﹕葛亦琛 

導師會以日常生活作主題，如顏色、數目、方

向，再透過唱遊、填色、趣味活動、故事等活

動，使小朋友在開心快樂的氣氛下學習英語。 

導師簡介﹕資深國際音標導師 

6-8 歲 逢星期六 中午 12:15 – 下午 1:15 8 每堂 $85 / $100  / 不設綜援 

CI 42 
英語科學家 

(初小)  

透過科學製作及實驗，以英語討論及學習以科

學的角度去處理事物及解決問題。課程全英語

授課。 

(本課程與莎士比亞學習中心合辦) 

小⼀⾄小三 ⼗⽉開始 

 

逢星期⼆ 

下午 3:30-4:45 15 每堂$120 / $135  / 不設綜援 

CI 43 
英語科學家 

(高小) 
小四⾄小六 下午 5:00-6:15 15 每堂$120 / $135 / 不設綜援 

CI40 
兒童中文讀寫樂

導師：黃震綸 

課堂以繪本、活動式教學為主，培養學生閱讀

和寫作的能力。以主題式學習，讓學生把學習

內容連繫生活經驗，增加對語文的興趣。 

導師簡介：導師曾擔職多間中小學的中文專科

班導師 

小五⾄小六

2/10-20/11 

逢星期六 

8 堂 

上午 11:15-下午 12:15 10 

$560/ $610 / 不設綜援 

 

8 堂 

CI44 

小說家 

導師：向展鴻 

導師於加拿⼤約克

⼤學修讀藝術，現

為友演出劇團及友

聲影話藝術總監。

近年致力藝術教

育，作品逾 200

套，曾為國際基督

教優質音樂中學暨

小學戲劇導師。

讓學員從劇場遊戲及活動中，學習與別人溝

通，學懂問題解決，建立自信心，增强表達

力，發掘創意及潛能。從羣體中互相學習，學

懂正⾯的人生觀。亦讓學員在戲劇模擬活動

中，適當地表達情緒、價值觀、對事物的看

法，及用較間接及有趣的方法探討他們的內心

世界，藉以幫助他們紓緩及避免無謂的抑壓及

錯誤觀念。從⽽提供⼀個透過互動方式去表達

想法，心聲及創意的機會。 

小四⾄小六

8/10-17/12  

逢星期五 

(12/11 暫停) 

 

24/12 表演 

(2:00 於中心內演出)

 

10 堂訓練 

1 次演出 

下午 4:5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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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 / $1090  / 不設綜援 

 

10 堂訓練 

1 次演出 

CI01 
兒童乒乓球 

導師﹕李 Sir 

教授各種正、反手攻球、側旋發球及回球、近

中遠枱對應處理及策略性打法等技巧。(需穿著

運動服裝、自備水及毛巾)  

小學⾄初中 逢星期六 

上午 10:15 – 11:45 

8 

每堂 $75 / $90 / $40 

(只供⼀名綜援會員報名) 

(請自備球拍) 



編號 課程名稱 內容 對象 日期 時間 名額
*最少繳交⼀個⽉/ ⼀期 費用 

(會員/非會員/綜援會員) 

CI39 
兒童輕黏土班 

導師﹕李 Sir 

培養兒童對輕黏土及手工藝的興趣，啟發他們

的創作能力。 

6 – 12 歲 

逢星期六 中午 12:15 – 下午 1:15 8 

每堂 $65 / $80 / $35 

(只供⼀名綜援會員報名) 

包材料 

CI41 
兒童中國畫班 

導師﹕Miss Lam

讓小朋友初步認識中國顏料，嘗試調色及體會

水與顏料的奇妙變化，學習用毛筆鈎畫線條及

上色，培養觀察力、專注力及信心。 

小⼀⾄小六 逢星期六 
上午 11:15 - 中午

12:15 
5 

每堂 $80 / $95 / 不設綜援 

(導師代購畫筆及顏料$50) 

CI36 
兒童圍棋體驗 

導師：Miss Carman

圍棋在對弈中需要用到右腦形象思維和左腦邏

輯推理。能啟發兒童的思考和計算能力及陶冶性

情。培養小朋友的禮貌和品德，將提升小朋友逆

境處理能力(AQ)及情緒管理能力(EQ)。 

導師簡介：⼗年圍棋導師經驗 

小學生 
11/9,18/9,25/9

(六) 
下午 2:15-3:15 6 每堂 $120 / $135 / 不設綜援 

CI45 兒童模型製作 
透過製作模型，訓練手眼協調、細心和耐性及

建立解難能力。 
6-12 歲兒童

28/12-31/12 

(4 堂) 
下午 2:00 - 3:00 10 

$240 / $270 / $120 

(只供⼀名綜援會員報名) 

(包⼀盒模型) 

CI46 
聖誕手工藝製作

導師﹕梁 Miss 
活動將教授小朋友製作立體聖誕卡及飾物。 6-12 歲 

22/12 及 23/12

星期三及四 
下午 2:00 - 3:00  10 

$140 / $190 / $70 (2 堂) 

(只供⼀名綜援會員報名) 

包材料 

 

親子課程 
編號 課程名稱 內容 對象 日期 時間 名額

*最少繳交⼀個⽉/ ⼀期 費用 

(會員/非會員) 

FM06 

中秋燈籠製作 

(親子班) 

導師﹕梁 Miss 

家⻑與孩子⼀同製作燈籠迎接中秋吧！透過燈

籠製作鍛煉孩子們的動手能力，增進孩子和家

⻑的親子感情。 

4-8 歲兒童及

家⻑ 

18/9 

(星期六) 
上午 10:15-11:15 

6 對親
子 

$70 (每對親子) / $140 

包材料 

FM07 

聖誕閃閃水晶球製

作(親子班) 

導師﹕李 Sir 

活動會教授幼兒及家⻑⼀同製作聖誕水晶球。

成品除可作聖誕裝飾外，亦可作為小燈擺設。

幼兒及家⻑可透過親子聖誕水晶球製作，增進

孩子的動手能力及親子間的感情。 

6-12 歲兒童

及家⻑ 

17/12 

(星期五) 
晚上 7:30-9:00 

12 對
親子

$180 (每對親子) / $250 

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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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 童 ⼩ 組 
EG05 香港基督少年軍第 191 分隊 
宗  旨：於青少年人之間，擴展基督的國度，同時促進服從、虔誠、紀律及自愛等良好行為，以達 

     成基督化的人格。 

內  容：步操、技能專章、聖經真理等。  

集隊時間：逢星期六下午３：００—５：００ 

地  點：厚恩堂家庭活動中心內 

對  象：幼級組—５至８歲（幼高至小三） 

          初級組—８至１２歲（小四至小六） 

中級組—１１至１８歲（中學生） 

名  額：１８名 

入 隊 費：＄１００；綜援或書簿津貼人士：＄５０（須有文件証明） 

     （於正式接受報名後繳交。費用包括本分隊Ｔ恤，但不包括正式制服。） 

每月隊費：＄３０，綜援家庭＄１５ 

     （每月經常活動開⽀費用。不包括特別活動，如旅行、營會等非經常活動之費用。） 

觀 察 期：從第⼀次集隊起，首三個月為觀察期。新隊員出席率達７５％或以上，將接納成為正式隊

員。新隊員於這期間穿著本分隊Ｔ恤集隊。 

報  名：１.遞交報名表⽅法： 

       ａ．放入本堂「崇拜回應表收集箱」 

       ｂ．親臨或郵寄至厚恩堂家庭活動中心會議室（厚德邨德富樓地下７號） 

       ｃ．傳真至２７０５ ９２３３ 

     ２.收到報名表後，本分隊將聯絡於３、６、９及１２月月尾面見（確實日期有待通知）。 

       經約見後，再個別通知報名是否被接納報名。 

截  止：每季接受報名⼀次，於３、６、９及１２月第三個星期六截止。 

查  詢：２７０２ ３８８６（梁姑娘）或電郵 boysbrigade_191@yahoo.com.hk  

備  註：與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厚恩堂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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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 課 餘 研 習 班 
課程內容：以小組形式來指導學生完成功課作業及解答功課上的疑難；協助學生溫習課本，作好預 
     備以應付默書、測驗和考試，並提供課外補充練習。  

課程編號  時間 星期 對象 名額 * 最少繳交⼀個月費用
(會員/非會員/綜援會員)

TP01A1 

3:30 - 4:50 p.m.

⼀至五 

小⼀至小三

6 

每堂  $45 / $50 / $23 
TP01A2 ⼀、三、五 每堂  $50 / $55/ $25 
TP01A3 二、四 每堂  $55 / $60 / $28 
TP01A4 自選堂數 (最少三堂) 每堂  $90 / $95 / $45  
TP01B1 

5:00 - 6:20 p.m.

⼀至五 

6 

每堂  $45 / $50 / $23 
TP01B2 ⼀、三、五 每堂  $50 / $55/ $25 
TP01B3 二、四 每堂  $55 / $60 / $28 
TP01B4 自選堂數 (最少三堂) 每堂  $90 / $95 / $45 

TP02A1 

3:30 - 4:50 p.m.

⼀至五 

小四至小六

6 

每堂  $50 / $55/ $25 
TP02A2 ⼀、三、五 每堂  $55 / $60 / $28 
TP02A3 二、四 每堂  $60 / $65 / $30  
TP02A4 自選堂數 (最少三堂) 每堂 $100/ $105 / $50  
TP02B1 

5:00 - 6:20 p.m.

⼀至五 

6 

每堂  $50 / $55/ $25 
TP02B2 ⼀、三、五 每堂  $55 / $60 / $28 
TP02B3 二、四 每堂  $60 / $65 / $30  
TP02B4 自選堂數 (最少三堂) 每堂 $100/ $105 / $50 

 

⼩ 學 課 餘 託 管 班 
課程內容： 
1. 為有需要的區內學生提供妥善的課餘託管服務，令其⽗⺟能安心工作。 
2. 以小組形式來指導學生完成功課作業及解答功課上的疑難； 協助學生溫習課本， 作好預備以應
付默書、測驗和考試， 並提供課外補充練習。 

課程編號  時間 星期 對象 名額  * 最少繳交⼀個月費用
 (會員/非會員/綜援會員)

TP01C1 

3:30 - 6:20 p.m.

⼀至五 

小⼀至小三 6 

每堂  $75 / $125 / $40 

TP01C2 ⼀、三、五 每堂  $80 / $130 / $40 

TP01C3 二、四 每堂  $85 / $135 / $45  

TP01C4 自選堂數 (最少三堂) 每堂  $150 / $200 / $75 

TP02C1 

3:30 - 6:20 p.m.

⼀至五 

小四至小六 6 

每堂  $80 / $130 / $40 

TP02C2 ⼀、三、五 每堂  $85 / $135/ $45  

TP02C3 二、四 每堂  $90 / $140 / $45  

TP02C4 自選堂數 (最少三堂) 每堂  $160 / $210 / $80 

備註：1)敬請月尾繳交下⼀期費用。同時，繳交課程費用後，上課日期不可以更改，敬請留意。 
   2)每班只供兩名綜援會員報名 
   3)疫情期間或會有時間上的調整，詳情請向本中心職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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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 英 文 及 數 學 加 強 班 

 

內容：提高及鞏固學生英文及數學基礎，來適應學校課程。 
形式：小組輔導 
備註：(1) 導師將因應學生程度，隨時會調往適合程度的班別。 
   (2) 繳交課程費用後，上課日期不可以更改，敬請留意。 

編號 對象 導師 日期 時間 名額 
每月費用以星期計算 

(會員/非會員/綜援會員)

TP03 
小⼀至小二 
程度學生 

李天佑 
十月開始 

 
逢星期六 

下午 3:00– 4:30 8 每堂$80 / $130 / $40 

TP04 
小三至小四 
程度學生 

梁曉妍 下午 4:00 – 5:30 8 每堂$80 / $130 / $40 

TP05 
小五至小六 
程度學生 

梁曉妍 下午 2:15– 3:45 8 每堂$80 / $130 / $40 

 

 

 

GD10A 聖誕節成⻑之旅上午營   

GD10B 聖誕節成⻑之旅下午營 

GD10C 聖誕節成⻑之旅全日營 

誠邀你們 
⼀⿑來過⼀個有意義 

的聖誕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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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10A 聖誕節成⻑上午營 / GD10B 聖誕節成⻑下午營 / GD10C 聖誕節成⻑全日營 
 
目的： 幫助參加者適當安排時間完成功課，不用浪費假期。此外，本中心會安排興趣班及團體活動，

來讓參加者學習在群體中與人相處的技巧，發展他們各⽅面的興趣。 
內容：  

時間 22/12 星期三 23/12 星期四 24/12 星期五 
09:00 a.m. – 10:00 a.m. 假期作業指導 
10:00 a.m. – 11:00 a.m. 摺紙 

聖誕電影欣賞 
聖誕聯歡會 

(10:15-11:45) 11:00 a.m. – 12:00 p.m. 紙牌及棋藝 
12:00 p.m. – 01:00 p.m. 中文科溫習及備課 
01:00 p.m. – 02:00 p.m. 午膳 
02:00 p.m. – 03:00 p.m. 手工製作 
03:00 p.m. – 03:30 p.m. 小息 
03:30 p.m. – 04:30 p.m. 英文科溫習及備課 
04:30 p.m. – 05:00 p.m. 小息 
05:00 p.m. – 06:00 p.m. 數學科溫習及備課 

 
時間 28/12 星期二 29/12 星期三 30/12 星期四 31/12 星期五 

09:00 a.m. – 10:00 a.m. 假期作業指導 
10:00 a.m. – 11:00 a.m. 摺紙 除夕聯歡會 

(10:15-11:45) 11:00 a.m. – 12:00 p.m. 紙牌及棋藝 
12:00 p.m.– 01:00 p.m. 中文科溫習及備課 
01:00 p.m. – 02:00 p.m. 午膳 
02:00 p.m. – 03:00 p.m. 模型 
03:00 p.m. – 03:30 p.m. 小息 
03:30 p.m. – 04:30 p.m. 英文科溫習及備課 
04:30 p.m. – 05:00 p.m. 小息 
05:00 p.m. – 06:00 p.m. 數學科溫習及備課 

#本中心有權修改課堂內容及時間的安排。 
 
日期：22/12 - 31/12 (七堂)  (可⾃選堂數)                               
時間：9:00 a.m. – 6:00 p.m. (正常時間)*                                

(最早上學時間 8:30 a.m. ; 最遲放學時間 6:30 p.m.) 
如有需要，可與本中心職員商討時間安排。 

對象：小⼀至小六學生               
名額：16 人 
費用：(每班只供⼀名綜援會員報名) 

時間 

GD 10A  

(上午9:00-下午1:00) 

(會員/非會員/綜援會員) 

GD 10 B 

(下午2:00-6:00) 

(會員/非會員/綜援會員) 

GD 10C 

(上午9:00-下午6:00) 

(會員/非會員/綜援會員) 

小⼀至小六 

每日 $140 / $170 / $70 每日 $140 / $170 / $70 
$280 / $330 / $140 

(包午膳) 
若需要在中心午膳，則只接受在中心訂餐。 

膳食費每餐為 $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