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婦女英文班 - 初班 

配合幼稚園及初小子女的英語課程、英語閱讀和理

解，及日常生活英語認識。 

 

對 象：婦女 

日 期： 6/1,13/1,20/1,27/1,17/2,2/3,9/3 

時 間：上午 10:00-11:30 (逢星期三) 

堂 數：7堂 

費 用：會員$210/非會員$230 (7堂費用) 

名 額：5人 

導 師：招翠儀女士 

 

婦女英文班 - 進階班 
主要教授子女(小一至小五)在學校相關之基本文法，

及透過閱讀文章深化語文知識。 

 

對 象：婦女 

日 期：5/1,12/1,19/1,26/1,23/2,1/3,8/3,15/3  

時 間：上午 10:00-11:30 (逢星期二) 

堂 數：8堂 

費 用：會員$280/$300 (8堂費用) 

名 額：5人 

導 師：辛鄧德蘭女士 

 

婦女讚美操 
結合優雅的詩歌、舞蹈、體操、呼吸使全身的筋骨

舒展、提昇身體與心靈健康，增強睦鄰關係。 

 

對 象︰ 婦女 

日 期： 6/1,13/1,20/1,27/1,24/2,2/3,9/3,16/3  

時 間︰ 上午 9:30-11:00 (逢星期三) 

堂 數︰ 8堂 

費 用︰ 會員$120/非會員$140 (8堂費用) 

名 額︰ 25人 

備 註︰ 婦女讚美操班除給曾學習讚美操的婦女進 

 深學習外，亦歡迎有興趣但沒有經驗者參 

 加。 

 

婦女讚美操 - 練習班 

讓讚美操的學員練習舞步。 

 

對 象︰ 婦女 

日 期︰8/1,15/1,22/1,29/1,26/2,4/3,11/3,18/3  

時 間︰ 上午 9:00-10:00 (逢星期五) 

堂 數︰ 8堂 

費 用︰ 會員$60/非會員$80 (8堂費用) 

名 額︰ 25人 

備 註︰ 已報讀本期婦女讚美操者方能參加，報名 

 人數達 10人或以上方會開班。 

 

 

 

 

 

 

 

鋼琴班 
以一對一形式教授樂理、指法等知識。若課程達標， 

導師會建議考升級試。 

 

對 象： 5歲或以上人士 

時 段： 下午 4:00-晚上 9:30 (星期五) 

 上午 10:00-下午 4:00 (星期六) 

費 用：每期收費如下（4堂為一期） 

級別 30分鐘 45分鐘 60分鐘 

初級 $400 $450 / 
1級 $420 $530 / 
2級 $450 $590 $790 
3級 $490 $660 $860 
4級 $540 $740 $940 

練琴服務（琴班學員優先） 

琴班學員收費：練琴卡$100一張，可使用 20次，

每次半小時，購買日期起計 3個月內有效 

非琴班之中心會員收費：$10半小時，$15一小時 

英語拼音高班 (第二期) 
訓練同學拼讀、拼音技巧，掌握學習不同英文生字。

教導學員結合字母音，從而拼出生字發音，讓他們

學習拼寫不認識的生字。導師主要教授同學以拼讀

方式學習串字，減輕子女英語課堂及默書的壓力。 

 

對 象︰完成幼兒英語拼音中班或小二至小 

 三學生 

日 期︰ 9/1,16/1,23/1,30/1,20/2,27/2,5/3,12/3 

時 間︰上午 10:15-11:15 (逢星期六) 

堂 數︰每期 8堂 

費 用︰會員$400/非會員$420 (8堂費用) 

名 額︰5人 

導 師︰由智德教育中心提供 

備 註︰1.  此班為幼兒英語拼音中班的後續課程 

 2. 英語拼音高班共有 4期，共 32堂 

 3. 以 8堂為一期繳費 

 

輕裝婦女烹飪班 
在物價高漲的生活中，以廉價、輕鬆的方式製作美

食。為婦女們提供一個愉快分享的舒適環境。 

 

對 象︰ 婦女 

日期 星期 主題 

15/1 

五 

椰汁年糕 

4/3 豉油皇雞翼 

18/3 檸檬海綿蛋糕 

時 間︰ 上午 10:00-11:30 

費 用︰ 每次約$25-$40 

名 額︰ 12人 

報 名︰ 歡迎逐堂報名，費用於上堂當日繳交。 

備 註︰ 每人一份食譜，每組一份食材，或有少量 

 製成品可帶走或現場享用，請自備食物 

 盒。 

 
兒童珠心算 (第六期) 

珠心算口訣訓練，讓學生掌握珠心算的運算技巧，

掌握算盤基本運算及進入心算。 

 

對 象：5-9歲學童 

期數 日期 星期 時間 

第六期 

9/1,16/1,23/1,

30/1,27/2, 

5/3,12/3 

六 
下午

5:00-6:00 

堂 數： 7堂  

費 用： 會員$385/非會員$405 (7堂費用) 

名 額： 5人 

導 師： 鄭惠娟女士 (經驗兒童珠心算導師) 

備 註： 1. 歡迎初學者或曾學過初班者參加，請自 

  備算盤及文具 

        2. 以 7堂為一期繳費 

 

 

 

 

 

木結他班/木箱鼓班 
對 象：成人/青少年 

班別 時間 日期 星期 

木結他班 
下午 4:00-晚上 7:30 

全年 

五 

下午 2:30-4:30 六 

木箱鼓班 上午 10:00-下午 6:00 五 

費 用：會員$450/非會員$470 (4堂費用) 

備 註： 1. 木結他班以小組形式教授；木箱鼓班以 

  一對一形式教授 

 2. 一期四堂，木結他班每堂 45分鐘；木 

  箱鼓班每堂 60分鐘 

 3. 結他班已繳費的課堂必需於兩個月內 

  完成，逾期作廢，不設退款；木箱鼓班 

  需每星期上課 

 

小五至小六英語呈分試提升班 

本課程特為應屆呈分試考生而設，課堂包括英語文

法練習、閱讀理解、生字學習、短文寫作等，從不

同方面提高學員的英語水平。 

 

對 象︰ 小五至小六 (全額書簿津貼及綜援家庭優 

 先，半額書簿津貼及其他家庭可登記候補) 

日 期︰8/1,15/1,22/1,29/1,26/2,4/3,11/3,18/3 

時 間︰下午 6:15-7:15(逢星期五) 

堂 數︰8堂 

費 用︰會員$200/非會員$220 (8堂費用) 

名 額︰5人 

導 師︰何美琪女士 

備 註︰舊生優先報名 

 

 

 

 

 

 

 

 

 

 

Ukulele小結他班 
A7/E3/D1/F1班： 教授基礎調音、抱琴姿勢、基本 

 樂理、基本和弦、基礎彈唱 

B5班： 重點教授右手撥弦及彈奏技巧，如切音 

 Chunking、Folk Rock、Finger Picking 

班別 時間 日期 星期 

A7 
下午

2:30-3:30 
7/1,14/1,21/1, 

28/1,25/2,3/3, 

10/3,17/3 

四 

B5 
下午

3:40-4:40 

D1 
上午

10:30-11:30 
9/1,16/1,23/1, 

30/1,27/2,5/3, 

12/3,19/3 

六 E3 
下午

2:30-3:30 

F1 
上午

11:40-12:40 

堂 數：8堂 

費 用：會員$400/非會員$420 (8堂費用) 

名 額：每班 8人 

 

 

 

 

 

 

 

 

流行鼓班 
對 象：成人/青少年 
日 期：全年 
時 段：上午 10:00-下午 6:00（星期五） 
費 用：每期收費如下（4堂為一期） 

級別 30分鐘 45分鐘 60分鐘 

初級 $270 $360 $450 

1級 $340 $460 $570 

2級 $410 $550 $690 

3級 $490 $650 $810 

4級 $560 $740 $930 

5級 $630 $840 $1050 

6級 $700 $940 $1170 

7級 $770 $1030 $1290 

8級 $850 $1130 $1410 

備 註： 1. 流行鼓班以一對一形式教授 
 2. 流行鼓班需每星期上課 

Praise Along 頌雅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