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acebook專頁︰www.facebook.com/praisealong         
網址：www.chungchun.org.hk/praisealong 
電郵︰praisealong@chungchun.org.hk    
電話：2666 9225                             
地址︰香港新界大埔頌雅苑頌真閣地下                 
營辦機構︰香港華人基督會頌真堂 
  

-主日崇拜 
-真理樂園<兒童> 
-中學生主日學 

逢星期日 
上午10:00-11:20 

歡迎蒞臨參加! 

教會聚會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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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簡介 

｢頌雅廊」由香港華人基督會
頌真堂有限公司營運，於二
零一一年成立，以多元化的
服務及活動來連結區內的家
庭，建立社區支援網絡。  

旨在凝聚社區力量，建立支援
網絡，使社區人士及家庭得著
支援，經歷更豐盛的生命，同
心發展一個充滿溫馨、喜樂、
盼望和祝福的社區。  

服務宗旨 



 ：活動如常舉行。 
 ：活動取消。 
 ：如活動舉行前2小時仍然懸掛訊號，將按天文台預測及視乎其安全情況下以電話通 

  知參加者。如在活動舉行期間懸掛訊號，應確保參加者在安全情況下繼續或停止 
  活動。 

1 ：如8號風球/黑雨取消，中心將2小時後恢復開放。如訊號在下午2時後取消， 
  中心將取消下午開放時間。如訊號在下午5時30分後取消，中心將取消晚上開放時  
  間。 

2 ：如活動舉行前2小時仍然懸掛訊號，活動取消。如在活動舉行期間懸掛訊號， 
  應停止活動及確保參加者在安全情況下離開中心或活動地點。 

3 ：如活動舉行期間發出雷暴警告訊號，應立即停止所有戶外水上活動。 

4 ：如教育局指示因惡劣天氣而停課，中學生及小學生活動即會取消。 

頌雅廊(香港華人基督會頌真堂睦鄰中心) 
惡劣天氣指引 

備註︰ 
a) 因天氣情況而取消的班組(例如：功輔班、興趣班、小組)，中心將不會安排補堂或退款。 
b) 學生於該取消之課堂不會被視為缺席，同時不影響其活動出席率。 
c) 因天氣情況而取消的單次收費活動(例如：旅行、參觀)原則上不會退款，唯將視乎個別情

況而決定改期或退回部份費用。 
d) 若有疑問，歡迎致電2666 9225與頌雅廊同工查詢。 
e) 如對以上安排有任何爭議，本中心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中心開放 

中心內活動 
班組及服務 

中心外之 
室內活動 

戶外(陸上)

活動 
戶外(水上)

活動 
中心內 
功輔班 

幼兒 
長者 

小學生
中學生 

成人 
幼兒 
小學生 
長者 

中學生 
成人 

所有對象 所有對象  

 

所有對象 

雷暴警告       

一號風球           

三號風球               

八號風球或以上        

黃色暴雨警告            

紅色暴雨警告               

黑色暴雨警告       

3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1 2 2 

2 

2 

2 

2 1 

4 4 

活動 

天氣 

情況 

對象 

  中心開放     

   教會聚會 

 
備 註︰公眾假期休息  

中心開放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10:00 am–1:00 pm          

2:30 pm–6:00 pm         

6:00 pm–9:3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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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會及退會須知： 
 凡符合資格的人士，只須填妥《會員申請表》和繳交會費，

便即時享有一年或兩年會籍。 
 一經繳交之會費，本中心概不退還。 
 年費以循環會籍計算，如15/5/2019—14/5/2020 
 本中心所發出的會員證，不得轉讓或授權他人使用。 
 凡出示有效會員證者，可享有會員福利，詳情請細閱第5頁 
 如有更改地址及電話，請即通知本中心職員。 
 如會籍屆滿而未辦理續會手續之會員，則當作自動退出，

本會不作另行通知。如若會員需中途退出本會會籍，可提
出申請及辦理手續；但所繳交之會員費，不獲退還。 

 遺失會員證者，需繳交＄10行政費，以補辦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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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制度 

會籍 一年
會費 

兩年
會費 

備註 

個人 $20 $30 領取綜援
人士或 
家庭可獲
半費減免 
(需出示
相關證明
文件) 

長者 $10 $15 需年滿65歲或以
上方可申請長者
會籍 

家庭 $50 $75 必須為直系親屬，
如夫婦、父母、
子女關係，並居
住於同一單位 
*(最多4位) 



會員福利 

**備註： 
1. 凡出示有效會員證者，可享有以上指定商戶之優惠 
2. 如有爭議，「真意小食」及「明臻堂中醫診所」保留最終決定權 

商戶名稱 地址/電話 優惠內容** 

真意小食 地址： 
大埔富亨街市 
38號舖 

購買每款食品或飲品皆可獲$1減
價優惠(買2款減$2、買3款減$3，
如此類推) 
＊此優惠不適用於套餐價 

明臻堂 
中醫診所 

地址： 
大埔昌運中心
商場１樓
105A舖 
 
電話： 
2442 7988 

1. 診金連三天濃縮中藥：$280 
(原價：$320) 

2. 診金連針灸：$320 
(原價：$380) 

3. 其他項目(針灸、拔罐等）均
享有九折優惠 

＊此優惠不得轉讓及不可兌換現金，並
不能與明臻堂中醫診所提供之其他優惠
同時使用 

成為本中心之會員後能享用以下福利： 
1. 憑證以會員價參加本中心舉辦之活動 
2. 會員可免費使用「親子遊戲閣」 

(詳情請細閱第6頁) 

3. 憑證報讀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部份課程可獲85折優惠** 

   **有關優惠之條款及細則，請參閱學院網頁：     
      www.ouhk.edu.hk/lipace/NMOSSS 

4. 享有指定商戶之優惠 (詳情請參閱以下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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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服務及暑期親子活動 

親子遊戲閣 對 象︰本中心會員 
             (幼兒至高小學童之家庭) 
日 期︰全年 
時 段︰本中心開放時間 

提供親子空間給予父母和孩子， 
增設各類型的玩具來鼓勵親子間有更多互動， 
從而享受高質素的親子歡樂時光。 
備註：如有其他活動使用此房間，親子遊戲閣則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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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頌」同遊迪士尼 
日 期︰2019年8月24或31日其中一日 
時 間︰上午10:00-晚上9:30 
名 額：60人 
對 象：幼兒及小學生家庭 (綜援／低收入／有需要之家庭優先) 
費 用︰會員$80/非會員$130 (大小同價)  
**此費用只包括車費及迪士尼樂園入場費，午膳需另外收費。 
 

備 註︰ 
(1) 活動申請正在等待批核，如有興趣參加請先於本中心之詢問處登記。 
(2) 6月11日(星期二)開始接受登記，截止登記日期為7月13日(星期六)。 
(3) 由於名額有限，本中心優先綜援／低收入／有需要之家庭參與此活動， 

收到本中心通知繳費者須於7月26日(五)或之前繳交費用確認，否則當作棄權論。 
(4) 頌雅廊保留最終決定權。 
 

*本活動由香港迪士尼樂園贊助 



成長支援 及 義工服務 

兒童遊戲治療 

開放日子 開放時間 備註 

星期一及四 下午2:30至6:00 / 

星期二、三、五、六 上午10:00至下午6:00 下午1:00-2:30午休 

自修室服務 中心開放部分房間予本中心會員作自修用途，歡迎有興趣之會員
使用。如有需要，請向本中心職員查詢。 

義工要求 日期 時間 服務地點 服侍對象 備 註* 

懂剪髮技巧及 
使用電剪等 

每月第一個
星期五 

上午9:30–
11:00 

大埔醫院 院友 
活動程序 
由大埔醫院 
院牧部安排 

* 未來有機會在頌雅廊服務 

透過遊戲治療的技巧來幫助小孩表達和自我發現更多 
備註：須經評估，以識別本服務是否適切學童的需要 

對象 時間 節數 日期 費用 負責人 

4至16歲之情緒和心
理上遇到困難的學童 

(只限會員) 

每節 
40分鐘 

12 
需與遊戲治
療師協商 

每節$450 遊戲治療師 

剪髮義工招募 
中心現正招募剪髮義工，為有需要人士服務，以愛心服侍社區。 

一心同行 ～ 成長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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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優惠：若經評估識別有需要之學童報名可免收第一節面談之費用， 
此豁免權由遊戲治療師作最後決定。 

對象 期數 費用 時間 內容 備註 

K3-P6懷疑/確診
為特殊教育需之

學童 
(主要以專注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為主) 

(只限會員) 

一期5次 
每次1小時 

每期 
$220 

由義務導
師與家長
協商 

義務導師個別支援學
童之情緒，透過互動
遊戲或桌上遊戲等，
讓學童有空間整理情
緒及學習合宜地表達
自己。 

1. 由中心同工負責
義務導師與學童進
行配對 
2. 中心同工需約見
家長及學童面談 

義務導師招募 (需經面試，如合適的話須參與義工訓練) 
義務導師要求︰ 
 HKCEE、DSE、大專或以上程度 
 有愛心、耐性、責任感及獨立處理能力 
 可持續參與及有服務兒童或相關經驗者優先 
 須參與本服務至少半年或以上 

如有興趣成為義務導師， 

歡迎向Ling Ling姑娘查詢。 



對 象︰升中一至中六學生   名 額：10人 
日 期︰22/6、29/6、6/7、13/7、20/7、27/7、 
       3/8、10/8 (共8堂) 
時 間︰下午3:45-5:00 (星期六) 
費 用︰會員價 $150 / 非會員價 $200 / 
參與「有話照說」關心社區成長小組成員優惠價 $50 

活動簡介：透過桌上遊戲，發展青少年的多元智能，訓
練其決策、專注、組織、觀察、表達、反應能力，透過
小組互動，亦有助提升人際力，建立健康社交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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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社區成長小組 

對象：中一至中四學生 

時間：下午2:15-3:45 
日期：22/6、29/6、6/7、13/7、20/7、27/7、3/8、10/8、 

          14/8、17/8、24/8 [逢星期六，除14/8(三)] (共11節) 

內容：1. 以City Hunt及拍照(Photovoice)的方式觀察社區 

          2. 透過了解兒童權益，鼓勵青少年向社區領袖表達意見 

負責職員：俊 sir (實習社工) 
收費： $100 (會員價)           $150(非會員價) 



日期 2019年7月15日至8月9日(共四星期) 

時間 逢星期一至五 上午10:00至下午4:30  

對象 升小一至升小六之學童 

名額 40人  

目的及 
內容 

透過多元化活動來培養學童正面品格，如學習自律、與人
分享、團隊合作、關懷社區及大自然等。活動包括：手工
製作、美食料理、功課自修、打工體驗及戶外活動等。  

收費 
(共四星期) 

*已包括每日午膳、各項活動之費用(須繳交四星期全費) 

領取綜援之 
參加者  

領取書簿津貼之 
參加者 

其他 
參加者 

$1800  
*報名時需出示有關証明 

$2500  
*報名時需出示有關証明 

$3000 
 

延長託管 
服務 

只限本年度兒童暑期計劃之參加者，另設收費每天$40 
每天服務時段如下：(參加一個或兩個時段之收費均作一天計算） 

時段1：上午9:00-10:00    時段2：下午4:30-6:00 

報名日期 5月24日(五)上午10:00開始接受報名(額滿即止) 

報名須知： 
1. 每位申請者可為最多2位學童報名。 
2. 請申請者攜帶學生相乙張(相片背頁請寫上學童全名，以便作放學接送咭之用)、

學生手冊內學生資料之副本、綜援及書簿津貼相關証明之副本(以便核對資料或
存檔之用）。 

3. 請於以下時段內須繳交全費及報名表格： 
(1)5月24日(五)早上10:00至下午12:30 
(2)5月24日(五)下午2:30至晚上9:00 
(3)5月25日(六)早上10:30至下午12:30 

如申請者未能於以上指定日子內完成繳費程序，當作自動退出申請。 
4. 欲以支票繳費者，支票抬頭請填寫「香港華人基督會頌真堂有限公司」。 

5. 參加者之家長須出席2019 Joyful Summer兒童暑期計劃之簡介會及 
結業禮，詳情請細閱第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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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 活動 日期 時間 目的及內容 

參加者 
之 
家長 

簡介會 7月5日
(五) 

晚上8:00
至9:00 

簡介本年度兒童暑期活動之目的，
讓家長明白整個活動的安排重點，
須知及留意事項，與本中心互相
配合協助孩子發掘其潛能，在參
與活動過程中成長。 

結業禮 8月9日 
(五) 

下午2:30
至4:30 

回顧本年度兒童暑期計劃之活動，
與孩子一起分享當中的喜悅和成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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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 婦女 

服務內容 (1)參與策劃、籌備或執行各項活動 
(2)擔任小組導師或後勤工作 

(1) 為學童預備午膳及茶點 
(2) 於延長託管服務看管學童 

義工要求 升中一或以上、熱愛服務兒童、 
守時、態度認真誠實、具責任感，

須經面試並出席義工訓練。 

協助烹飪、熱愛服務兒童、 
樂意服侍他人、能與團隊合作 

日期及 
時間 

7月15日至8月9日(星期一至五) 
上午9:15-下午5:15 

(報名時義工能揀選可出席的日子， 
須至少出席連續５天全日參與活動) 

7月15日至8月9日(共四星期)  
上午9:00-下午6:00 

(報名時義工可於以上服務時
間內自選時段出席)  

義工訓練 
日期 

29/6(六)及13/7(六) 
上午10:30-下午1:00 

(義工均須出席兩次義工訓練)  

/ 

名額 30位 20位 

截止報名
日期 

2019年6月15日(六) 
下午5:30 

/ 

備註 (1) 如欲報名成為本計劃之青少年義工，歡迎向葉康玲姑娘查詢 
(2) 如欲報名成為本計劃之婦女義工，歡迎向祝美玲姊妹查詢 
(3) 兒童暑期計劃期間，本中心將會提供午膳給予義工 
(4) 本計劃義工服務可計入新高中之「其他學習經歷」(OLE) 

簡介會及 
結業禮 



兒童及青少年興趣班 

對象 日期 堂數 星期/時間 名額 
費用(按月收費) 

導師 
會員 非會員 

小四至 
中三學生 

6月：1、15 
7月：20、27 
8月：3、10、31 

7堂 
星期六 

上午11:30- 
下午1:00 

6人 

小學生 
每堂$120  

小學生 
每堂$170  兩名 

大學生 中學生 
每堂$140  

中學生 
每堂$190 

高小初中補習班 以小組比例1:3的形式補習，補習內容會因應學生個別需要
再作調整，幫助學生的學習進度，舒緩學生平日學業壓力。 

高小、中學生及成人彩繪插畫班 

對象 時間 
星
期 

堂
數 

期數 日期 
費用 

導師 
會員 非會員 

小五、小六學生 
中學生及成人 

下午4:30-
5:45 

六 
６  一期 

6月：1、8、15、22 
7月：6、13 

$420 $470 
尹秀玲 
女士 

６ 二期 
7月：20、27 
8月：3、10、17、31 

$420 $470 

對象 名額 
星
期 

班
組 

期數 日期/星期 時間 
費用 

會員 非會員 

5-12歲之
學童 

10人 六 

A 
一期 

6月：1、8、15、22 
7月：6、13 (共6堂) 

下午2:30-3:45 
$420 $470 

二期 
7月：20、27 
8月：3、10、17、31(共6堂) 

$420 $470 

B 
一期 

6月：1、8、15、22 
7月：6、13(共6堂) 

下午4:00-5:15 
$420 $470 

二期 
7月：20、27 
8月：3、10、17、31(共6堂) 

$420 $470 

繪畫不僅是一種藝術，是人類表達自身情感的需要，滋養心靈。 
兒童透過創作緩解緊張情緒，使心情平靜愉悅， 
同時可以活動左右大腦，有助提升智能成長。 
 

運用不同的顏料，透過季節性的主題，將生活中感受到的事物， 
學習用感恩的心繪畫表達，讓父母更能了解小孩的夢想世界。 
備註：如有需要，家長可陪伴子女一同出席。 

導 師︰尹秀玲女士 兒童綜合藝術技巧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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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不同可愛款式的雜果蛋糕和充滿創意的有趣飲品， 
療癒心靈。 
指導內容：包括構圖設計、描繪外形、 
混色技巧和控制水分等， 
令初學者能輕鬆地掌握不同繪畫技巧，發展美術才華。 備註：此班供應顏料／工具，歡迎使用 

舊生報名日期 : 4/5 (六)(一期)   8/6(六)(二期)  公開報名日期 : 18/5(六)(一期)  22/6(六)(二期) 

舊生報名日期 : 4/5 (六)(一期)   8/6(六)(二期) 公開報名日期︰ 18/5(六)(一期)  22/6(六)(二期) 



兒童珠心算 
珠心算是中國傳統的計算方式。 
透過珠心算的學習，可以提高心算速度。 
透過耳聽、眼看、手撥、腦算和心算的訓練 
能夠學習到快速有效的計算方法、 
手腦並用可以訓練腦力，增強記憶力及集中力。 
導 師：鄭惠娟女士 (經驗兒童珠心算導師) 

對象 名額 星期 班組 時間 期數 日期 
費用 

會員 非會員 

5-9歲 
學童 

7人 六 

A班 下午3:00-4:00 
一期 

6月：1、8、15、22、29 
7月：6 (共6堂) 

$420 $470 

二期 
7月：13、20、27 
8月：3、10、17(共6堂) 

$420 $470 

B班 下午4:00-5:00 
一期 

6月：1、8、15、22、29 
7月：6 (共6堂) 

$420 $470 

二期 
7月：13、20、27 
8月：3、10、17(共6堂) 

$420 $470 

舊生報名日期 : 4/5 (六)(一期)  8/6(六)(二期)  公開報名日期︰ 18/5(六)(一期) 22/6(六)(二期) 

兒童及青少年興趣班 

 透過有系統的合唱訓練，增加小朋友對音樂的興趣， 
並從中學習與人相處，提升其歌唱及說話的能力。 

 選取合適小朋友內容的歌曲，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下， 
培養小朋友對唱歌的興趣。 

英語唱遊班 

對象 名額 堂數 日期 星期/時間 導 師 
費用(按月收費) 

會員 非會員 

4歲半 
或以上 

12人 12堂 1/6-17/8 
逢星期六 

下午3:30–4:30  
由美諾諦詩舞蹈 
工作坊提供 

每堂 
$90  

每堂 
$140  

以小組形式教授中國舞蹈， 
培養小朋友的身體協調，跳出優美舞姿。 
備註：中國舞考試共分13級 

對象 時間 名額 
星
期 

堂
數 

期數 日期 
費用 

導師 
會員 非會員 

3-7歲 
學童 

中午12:15- 
下午1:00 

4-8人 六 
6 一期 1/6-6/7 $390 $440 林鴻霞 

小姐 6 二期 13/7-17/8 $390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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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舞一級 

備 註：(1) A班歡迎初學者參加  
             (2) B班歡迎曾參加過A班或曾學過珠心算者報名    
             (3) 請自備算盤及文具 



成人、婦女及長者活動 

婦女讚美操 
對象 堂數 日期 星期/時間 名額 費用 

婦女 12堂 
5/6-28/8 

(21/8休息) 
逢星期三 

上午9:30-11:00 
25人 

會員 
$300 

非會員 
$350 

舊生報名日期 :  8/5 (三)  公開報名日期︰ 22/5 (三) 

備 註︰ 1. 歡迎有興趣但沒有經驗者參加。 
              2. 出席率達50%可於下期優先報名 

婦女拉筋班 
本課程內導師將教授學員進行拉筋及伸展等動作， 
促進血液循環、舒緩腰腿痛症，並循序漸進以瑜珈墊、 
毛巾等工具為輔助，學習進深技巧。 

對象 名額 班組 堂數 星期 日期 時間 
費用 

導師 
會員 非會員 

婦女 20人 
A班 11 五 

14/6-30/8 
(23/8休息) 上午10:00-

11:00 

$275 $325 
黃心兒 
女士 

B班 12 二 
4/6-27/8 

(20/8休息) 
$300 $350 

A及B班舊生報名日期 : 9/5(四) A及B班公開報名日期︰ 23/5(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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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 課程 內容 堂數 日期及時間 導師 費用* 

香港
居民 

中醫藥 
常識入門 

本課程內容以中醫為主、講解多
元化的中醫課題，如「養生大
觀」、「食療宜忌」、「針灸推
拿」等等。 

10 

12/7-27/9 
逢星期五 

晚上7:30-10:00 
(23/8及13/9休息) 

王曉新
醫師 

全期
$350 

計劃簡介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是由婦女事務委員會倡議發起、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及新城電台 
合辦，為有興趣人士而設的創新學習計劃，幫助參加者發揮潛能、肯定自我，開創更精彩的人生。 
計劃設有多級證書頒發，鼓勵學員逐步提升自我。 
**以下課程於本中心進行，可選擇親臨本中心報名或於網上報名 
如需進一步資料，歡迎向中心同工查詢。 

香港公開大學證書課程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 

*課程費用需於 7-11便利店 或 中國銀行 繳交 

拉伸舒展班(夜間) 
透過進行拉筋、音樂同深層呼吸讓參加者容易放鬆身心， 
從而減低身心的壓力同身體的痛症。 

備 註︰(1) 學員需自備拉筋工具及穿著輕便服裝  (2) 出席率達70%可於下期優先報名。 

對象 堂數 名額 星期 日期 時間 費用 導師 

成人 10 15人 五 
14/6-30/8 

(21/6、23/8休息) 
晚上7:30- 

8:30 

會員 非會員 
Cherry Lau 

$600 $650 

備 註︰(1) 學員需自備拉筋工具(如：瑜珈墊或大毛巾)   (2)  學員需穿著輕便服裝 

愛心靚湯 來中心與一群老友記飲靚湯，玩遊戲，快樂又養生! 
 請向中心職員登記報名，每次活動將根據登記名單安排參加者出席。 

對象 星期 日期 時間 費用 

長者 
(65歲或以上) 

四 6月6日、7月4日 下午2:00-3:30 全免 



對 象：成人/青少年(只限會員) 
時 段：星期三、五、六  
          (其他日子請向職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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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練鼓服務 (鼓班學員優先) 
                  會員收費：$25一小時 
                  非會員收費：$35一小時 

流行鼓班 

兒童/成人音樂班 

導 師︰ 林鴻霞小姐  對 象︰ 成人(只限會員) 
– 認識人體發聲結構及原理 
– 運用不同的發聲方法以產生不同聲線  
– 培養對歌聲聆聽及賞析的能力 
– 分析歌詞以深化演繹 
– 呼吸、運氣、音準、咬字訓練 

成人唱歌技巧訓練班 

教授基礎調音、抱琴姿勢、基本樂理、和弦、彈唱，並按學生程度教授 
進階撥弦及彈奏技巧，如切音Chunking、Folk Rock、Finger Picking等。 

Ukulele小結他班 

日期 
星
期 

名
額 

堂
數 

對象 班組 時間 
費用 

會員 非會員 

6月：8、15、29 
7月：6、13、20 
8月：3、10 

六 6 8 

成人/兒童 A班 上午11:00-中午12:00 $560 $610 

兒童 B班 中午12:00-下午1:00 $560 $610 

兒童 C班 下午2:15-3:15 $560 $610 

導 師︰王芳龍先生(Billy Sir) 

以一對一形式教授 
需每周上課   (只限會員) 木箱鼓班 

日期 及 時間 期數/堂數 對象 費用 

請向本中心職員查詢 一期4堂  兒童 及 青少年 $600 

級別 30分鐘 45分鐘 60分鐘 

初級 $450 $580 / 

1級 $470 $610 / 

2級 $500 $650 $840 

3級 $540 $710 $910 

4級 / $790 $990 

5級 / $870 $1070 

6級 / $950 $1150 

每期收費(一期4堂) 
級別 30分鐘 45分鐘 

1級 $570 $750 

2級 $680 $870 

3級 $790 $990 

4級 / $1110 

5級 / $1230 

6級 / $1350 

7級 / $1470 

8級 / $1590 

舊生報名日期 : 11/5 (六)  公開報名日期︰ 25/5 (六) 

每期收費(一期4堂) 
以每位收費計算 

班組 30分鐘 45分鐘 
1人 $580 $710 
2人 $400 $510 
3人 - $430 
4人 - $430 
5人 - $360 
6人 -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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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限會員) 
時 段：星期一、五、六  
          (其他日子請向職員查詢) 
練琴服務 (只限會員，琴班學員優先) 
需購買練琴卡，可使用20次， 
每次半小時，有效期3個月。 
琴班學員︰每張$200   非琴班學員︰每張$250 
費 用：每期收費如下 (4堂為一期) 

鋼琴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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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契名稱 對象 星期 時    間 週    次 

以利亞團契 長者 四 下午2:00-3:30 第一、二、三週 

馬利亞團契 婦女 五 上午10:00-11:30 第二、四、五週 

猶推古團契 青年 六 晚上7:00-9:30 第一，三週  

但以理團契  職青 五 晚上8:00-10:00 第一、三、五週  

雅比斯團契 大專生 六 晚上7:30-9:00 第一、三週 

西羅亞團契  成人 六 晚上6:00-7:30 第一、三週  

約書亞團契  成人 六 晚上7:30-9:30 第四週  

教會各團契聚會時間 

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