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址: 沙田乙明邨乙明邨街13號地下及一樓
電話: 2647 0744

督印人: 何苑斐女士 
份數: 1000份

14:00 - 15:15 (逢六) 幼兒互動創意畫A 4-7歲 12位

15:15 - 16:30 (逢六) 幼兒互動創意畫B 4-7歲 12位

16:30 - 17:45 (逢六) 兒童創意藝術班C 6-12歲 12位

$105/堂 
(按月收費)

* 舊生優先
* 已包括材料費
* 自備圍裙&手袖

19:15 - 20:30 (逢五) 視藝拔尖班 - 
彩筆下的翱翔

6-12歲 12位

20:30 - 21:45 (逢五) 視藝拔尖班 -
素描&塑膠彩

8-18歲 12位

11:45 - 13:00 (逢六) 徐悲鴻藝術空間 -
水墨畫課程(B)

8-18歲 12位

$130/堂 
(按月收費)

* 舊生優先
* 自備圍裙&手袖、基本
畫具(畫簿、文具…)
(詳情請向導師查詢)

本課程由「紫蕾畫室」富經驗之導師任教，按程度及年齡
分組上課，題材富趣味性及啟發性，引發學生的創造力及
對色彩的興趣，內容廣泛，使學生在輕鬆的情況下學到繪
畫基礎，對周圍身邊的事物加深認識，並能提升審美視野

本課程由「紫蕾畫室」畫家及資深美術導師雷詠蘭(紫蕾)
親自任教。透過理論與練習，深入淺出，為同學的美術創
作打好基礎，發展個人藝術潛能。
導師簡介：雷詠蘭
畫家資深美術教育工作者，連續4年獲北京「星星河」
「美術教師一等獎」、兩年獲「全國書畫教學名師獎」
及曾多次擔任全港公開繪畫比賽評判。

10:15 - 11:30 (逢六) 徐悲鴻藝術空間 -
水墨畫課程(A)

8-18歲 12位 $90/堂
(雙月收費)

* 舊生優先
* 自備圍裙&手袖、水墨
畫工具及材料
* 水墨畫材料套$200，
可於限期前向本單位訂
購

本課程由資深導師教授，以生動教學方式教授水墨畫技巧
，加強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興趣，培養個人藝術修養。定期
會安排合資格學員報考徐悲鴻藝術研究院公共美術等級試
，按水準表現頒發各級證書。

14:15 - 15:15 (逢六) 扭扭樂卡通畫 4-7歲 12位 $100/堂
(按月收費)

* 舊生優先
* 須自備A4畫簿，
鉛筆，擦膠及
Colleen 60色
木顏色

16:30 - 17:45 (逢一) 寵物小精靈齊齊畫 6-12歲 12位 $110/堂
(按月收費)

* 舊生優先
* 已包括手工材料費
* 須自備A3畫簿，鉛筆
擦膠及 Colleen 60色
木顏色

本課程由資深美術導師「溫國健先生」任教，主要教授繪
畫Sanrio家族受歡迎的卡通角色，增加學員繪畫興趣。教
授運用木顏色的特性技巧，及應用多種美術素材，加強學
員對色彩層次變化和美學的認識，從而讓學員學好優良的
繪畫基礎。

17:00 - 18:00 (逢三) 小小油。畫大師A 4-7歲 12位 $130/堂
(按月收費)

17:00 - 18:00 (逢六) 小小油。畫大師B 4-7歲 12位

17:45 - 18:45 (逢四) 幼兒藝術班(B) 3-5歲 8位

16:30 - 17:30 (逢二) 幼兒藝術班(C) 3-5歲 8位

17:45 - 18:45 (逢二) 幼兒藝術班(D) 3-5歲 8位

16:00 - 17:00 (逢五) 幼兒藝術班(E) 3-5歲 8位

17:15 - 18:15 (逢五) 幼兒藝術班(F) 3-5歲 8位

$130/堂
(按月收費)

* 舊生優先
* 已包括材料費
* 每月可完成約1-2幅作品
* 自備圍裙&手袖、油畫
板(可直接向導師購買，
每塊$15)
* 本課程選用專業級油
畫棒、油粉彩和其它混
合媒介，以達至油畫效
果。

本課程由資深美術導師「溫國健先生」任教，透過認識多
位世界著名畫家的經典作品與其風格派別，學習不同的繪
畫技巧，及多種不同媒介素材的運用。本課程著重透過互
動學習形式進行，更能大大發揮學員創意與思考，從而培
養孩子們發揮內在潛能和藝術方面的啟發。 

本課程由資深美術導師「溫國健先生」任教，本課程教授
繪畫寵物小精靈中最受歡迎的角色，例如比卡超，伊貝，
噴火龍等！課程主要教授運用木顏色的漸技巧和一些手工
素材的應用，使學員在開心學習中又能玩玩畫畫！從而加
深對色彩層次變化的認識，增加學員對繪畫的興趣和樂趣

15:30 - 16:45 (逢六) 迪士尼卡通漫畫素描 6-12歲 12位 $110/堂
(按月收費)

* 舊生優先
* 須自備A3 畫簿，鉛筆
，擦膠及 Colleen 60色
木顏色

本課程由資深美術導師「溫國健先生」任教，主要教授繪
畫迪士尼卡通，公主和童話角色為主，例如米奇，小飛象
，Elsa，小魚仙等，加上背景和道具配襯，增加學員繪畫
的興趣。課程以深入淺出，讓學員了解繪畫的基本知識，
加上漫畫素描手法，學習透視法、構圖法、物體的光影、
空間感、質感及背景處理等表現法。

16:30 - 17:30 (逢四) 幼兒藝術班(A) 3-5歲 8位 $130/堂
(按月收費)

* 舊生優先
* 已包括材料費
* 自備圍裙&手袖、
A3畫簿
* 畫簿可直接向導師
訂購每本$30，
或自行購買

本課程由藝術導師「朱古力姐姐」任教，教授幼兒運用不
同材料，例如黏土手工、水彩、廣告彩等，透過互動方式
創作，為幼兒的美術創作打好基礎，並藉此學會欣賞身邊
的事物。

12:00 - 13:30 (逢六) 英語加Fun站(B) P.1 - P.6 4位

14:30 - 16:00 (逢六) 英語加Fun站(C) P.1 - P.6 4位

16:15 - 17:45 (逢六) 英語加Fun站(D) P.1 - P.6 4位

10:15 - 11:45 (逢六) 英語加Fun站(E) P.1 - P.6 4位

12:00 - 13:30 (逢六) 英語加Fun站(F) P.1 - P.6 4位

10:15 - 11:45 (逢六) 英語加Fun站(A) P.1 - P.6 4位 $120/堂 
(1.5hrs)
(按月收費)

* 舊生優先
* 帶備筆記簿、
文具、水

本課程由具豐富功課輔導經驗，具大專或以上資歷之導師
教授，以1：4小組透過有趣互動的形式，為兒童打穩英語
基礎，強化文法、讀、聽、說、寫的能力。

16:00-17:00 (逢六)

15:00-16:00(逢六) 幼兒英語拼音及生字班
(新班)

3-5歲 10位

幼兒英語拼音及生字班 4-6歲 10位 $110/堂學習英語拼音體系，學習及練習英語正音，糾正「港式英
語」，強化英語發音及聆聽技巧。透過多樣化故事，學習
生字。

時間 班名 內容 對象 人數 收費 / 堂數 備註



14:00 - 15:00 (逢六) 倫敦聖三一幼兒
證書課程(GESE) (A班)

3-6歲 10位 $110/堂 

17:15 - 18:15 (逢三) English- Class P1-P2 A 6-8歲 10位 $130/堂 

17:45 - 18:45 (逢一) English- Class P1-P2 B 6-8歲 10位 $130/堂 

14:30 - 15:30 (逢三) 幼兒PLAYGROUP (A) 3-5歲 6位 $200/堂 

15:45 - 16:45 (逢三) 幼兒PLAYGROUP (B) 3-5歲 6位

16:30 - 17:30 (逢一) 幼兒PLAYGROUP (C) 3-5歲 6位

14:00 - 15:00 (逢六) 珠心算班 (D班) 4-8歲 10位 $90/堂 

15:00 - 16:00 (逢六) 珠心算班 (A班) 4-8歲 10位

16:00 - 17:00 (逢六)

17:00 - 18:00 (逢六)

18:00 - 19:00 (逢六)

珠心算班 (B班) 6-12歲 10位

珠心算班 (C班) 4-8歲 10位

珠心算班 (E班) 4-8歲 10位

著重英語聆聽及會話學習，逐步建立幼兒英語溝通能力及
自信。課程由首學府機構富經驗之導師任教

由外籍老師MR.Heinrich以(Happy learning)愉快學習形式
教學，探索並發揮創意和想像力。

由外籍老師MR.Heinrich以(Happy learning)愉快學習形式
教學，培養小朋友勇於嘗試的心態及探索新事物。

珠算能訓練學員眼、手、腦並用，快速計算算式；課程以
漸進式學習，由淺入深，生動、活潑及富趣味性，協助學
員改善記憶力及專注力。

課程由國際珠心算數學聯合會香港教育推展中心富經驗之
導師任教

19:30 - 20:30 (逢三) 初級親子跆拳道班 3-60歲 20位

20:30 - 21:30 (逢三) 成人及高級親子跆拳道班 3-60歲 20位

$65/堂
* 第三位或以後家庭成
員半價收費
* 參加者於報名前需確
定身體狀況適合參與是
項訓練。

16:30 - 17:30 (逢四) 兒童排球 7-12歲 16位 $90/堂

11:00 - 12:00 (逢六) 幼兒樂趣體操 (A班)

10:00 - 11:00 (逢六) UP進修．增值 -
兒童樂趣體操班

7-14歲 20位 $125/堂

3-6歲 20位

12:00 - 13:00 (逢六) 幼兒樂趣體操 (B班) 3-6歲 20位

地點: 曾大屋球場學習各類型排球技巧，包括下手、扣球、傳球及團體合作。

16:30 - 17:30 (逢二) U6幼兒室內足球班(中班) 3-6歲 10位 $130/堂
* 參加者於報名前需確
定身體狀況適合參與是
項訓練。

* 參加者於報名前需確
定身體狀況適合參與是
項訓練。

課程針對兒童設計，教授足球基本技術及協調，包括：身
體協調、盤球、控球及傳球等等。同時透過足球教授紀律
、正確態度及團隊精神。

學習基本體操動作如平衡木、跳步、一字馬、拱橋、前後
滾翻、側手翻、手倒立及器械訓練等（平衡木、木箱、彈
網及體能訓練等），使學童領略群體合作精神及培養他們
的成功感、自律性及自信心。課程按個別學童之程度教授
，並有機會安排參與「英國業餘體操協會」章別測驗，合
格者可獲証書及獎章。課程由體育先鋒有限公司富經驗之
導師任教

18:00 - 19:30 (逢三) 青年跆拳道班 (黑帶)
8-18歲 
(紅黑帶
或以上

20位 $85/堂
* 參加者於報名前需確
定身體狀況適合參與是
項訓練。

希望透過一同練習，鼓勵和培養孩子的興趣，家長亦可以
在家中成為孩子的私人跆拳道教練。有些家長更能重拾習
武樂趣，甚至和孩子一同成功考獲黑帶，不但實現了自己
兒時夢想，更成為了孩子從白帶到黑帶的見證和孩子的模
範。課程由體藝跆拳道總會副館長陳泰源教授

內容主要教授黑帶之套拳及搏擊課程。由教練教授各種跆
拳道的拳法，讓同學在課程中學習跆拳道的武學精神及學
習團體合作。課程由體藝跆拳道總會副館長陳泰源任教

17:00 - 18:00 (逢六) 兒童跆拳道(新班5-6PM)

16:00 - 17:00 (逢六) 兒童跆拳道(初班2-3PM)

14:00 - 15:00 (逢六) 兒童跆拳道(初班4-5PM)

15:00 - 16:00 (逢六) 兒童跆拳道(中高班3-4PM)

3-12歲 20位 $65/堂

3-12歲 20位 $65/堂

3-12歲 20位 $65/堂

6-18歲 20位 $65/堂

20位 $100/堂

* 參加者於報名前需確
定身體狀況適合參與是
項訓練。

* 參加者於報名前需確
定身體狀況適合參與是
項訓練。

透過學習跆拳道的武學精神及基礎技術，由淺入深，讓學
員學習團隊合作、增加自信及互助互愛精神。此外，每年
亦會有2-3次考核予學員考取進階項目。期望學員除了能以
跆拳為興趣外亦可當作為專業。

希望透過一同練習，鼓勵和培養孩子的興趣，學習跆拳精
神及當中的技術。課程由體藝跆拳道總會副館長陳泰源教
授

10:30 - 11:30 (逢六) 兒童籃球班 5-10歲

5-6歲 10位
$90/堂

(按每兩個月收費) 

5-7歲 10位

8-12歲 10位

$105/堂
(按月收費)

** 參加者於報名前需確
定身體狀況適合參與是
項訓練。
**上課地點:乙明籃球場

學習各類型籃球技巧，包括射球、傳球及團體合作。

18:00 - 18:45 (逢六) 兒童芭蕾舞Pre-Primary 5歲

17:00 - 17:45 (逢六) 兒童芭蕾舞Primary 6歲

16:45 - 17:30 (逢五)
10:00 - 10:45 (逢六)

兒童芭蕾舞Grade 1
7歲及完成

Primary課程

17:00 - 17:45 (逢四)
15:00 - 15:45 (逢六)

17:45 - 18:45 (逢四)
18:00 - 19:00 (逢六)

18:30 - 19:30 (逢五)
17:00 - 18:00 (逢六)

17:30 - 18:30 (逢五)
16:00 - 17:00 (逢六)

17:00 - 18:00 (逢一)
14:00 - 15:00 (逢六)

16:30 - 17:15 (逢五)

17:00 - 18:00 (逢三)

兒童芭蕾舞Grade 2
完成

Grade 1課程

兒童芭蕾舞Grade 3
完成

Grade 2課程

兒童芭蕾舞Grade 4
完成

Grade 3課程

兒童芭蕾舞Grade 5
完成

Grade 4課程

兒童芭蕾舞Grade 6

幼兒爵士舞課程

幼兒K-POP班

18:15 - 19:15 (逢三) 兒童K-POP班

完成
Grade 5課程

18:00 - 18:45 (逢一) 兒童芭蕾舞Beginner 4歲
$80/堂

(按月收費)

$85/堂
(按月收費)

$90/堂
(按月收費)

$90/堂
(按月收費)

$95/堂
(按月收費)

$95/堂
(按月收費)

$100/堂
(按月收費)

$100/堂
(按月收費)

$105/堂
(按月收費)

透過芭蕾舞蹈啟發兒童的想像力及音樂感，培養並發揮小
朋友對舞蹈的潛質；提高他們對音樂和學習舞蹈的樂趣。
本課程以英國皇家芭蕾舞學院編制之課程為教學基礎，考
獲之証書均獲世界各地之舞蹈學院承認。學員並有參與公
開演出的機會。

爵士舞是充滿動感的多元化節奏型舞蹈，舞步揉合著剛與
柔的特性。爵士舞節奏強勁、充滿動感、靈活、富趣味，
舞蹈動作及音樂極富節奏感，經常練習可達到身體放鬆及
運動的效果。

透過流行音樂，教授K-POP的基本舞蹈技巧，培養兒童對
跳舞的樂趣及加強對音樂的節奏感。

時間 班名 內容 對象 人數 收費 / 堂數 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