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恆常活動 1-4月恆常活動 1-4月
芭蕾舞芭蕾舞

課程名稱 課程日期 星期 上課時間 對象
每期費用

堂數 名額
會員收費 非會員收費

Pre-School Level 
(Tue)

2/2 -30/3
[2102-015A]

13/4 - 25/5
[2104-015A] 二 下午4:45-5:30

足
2歲半
至4歲

$576 $606 8
18名

$504 $534 7

Pre-School Level 
(Sat)

6/2 - 27/3
[2102-015B]

10/4 - 29/5
[2104-015B] 六 下午2:15-3:00 2歲半

至4歲
$504 $534 7

18名
$504 $534 7

Pre-Primary 6/2 - 27/3
[2102-016]

10/4 - 29/5
[2104-016] 六 下午1:15-2:15 5歲或

以上
$581 $611 7

15名
$581 $611 7

Primary 6/2 - 27/3
[2102-017]

10/4 - 29/5
[2104-017] 六 下午3:00-4:00 7歲或

以上
$616 $646 7

15名
$616 $646 7

Grade 1 6/2 - 27/3
[2104-018]

10/4 - 29/5
[2104-018] 六 下午4:00-5:00 7歲或

以上
$651 $681 7

15名
$651 $681 7

Grade 2 6/2 - 27/3
[2102-019]

10/4 - 29/5
[2104-019] 六 下午5:00-6:00 7歲或

以上
$651 $681 7

15名
$651 $681 7

Grade 3 4/2 - 27/3
[2102-020]

1/4 - 29/5
[2104-020]

四 下午5:30-6:30
7歲或
以上

$1,144 $1,174 13
15名

六 上午11:15-
中午12:15 $1,408 $1,438 16

Grade 4 4/2 - 27/3
[2102-021]

1/4 - 29/5
[2104-021]

四 下午6:30-7:30 7歲或
以上

$1,144 $1,174 13
15名

六 下午12:15-1:15 $1,408 $1,438 16

Grade 5 2/2 - 30/3
[2102-022]

10/4 - 29/5
[2104-022]

二 下午6:30-7:30 7歲或
以上

$1,395 $1,425 15
15名

六 下午12:15-1:15 $1,302 $1,332 14

Major Level I 2/2 - 30/3
[2102-023]

10/4 - 29/5
[2104-023]

二 下午5:30-7:00 11歲或
以上

$1,395 $1,425 15
15名

六 上午10:00-11:15 $1,302 $1,332 14

Major Level II 4/2 - 27/3
[2102-024]

1/4 - 29/5
[2104-024]

四 下午7:30-9:00 11歲或
以上

$1,648 $1,678 13
15名

六 下午6:00-7:30 $651 $681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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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國皇家芭蕾舞學院[RAD] (Royal Academy of Dance)編制
2. 合資格之學員將獲保送參加每年之 [RAD] 公開考試
3. 本中心將不定期安排合資格學員參與各項公開比賽/表演

芭蕾舞芭蕾舞

* 除特別註明外，所有公眾假期，全部興趣課程均不用上課
* 了解[Royal Academy of Dance]英國皇家舞蹈學院考試詳情，請參考：http://www.hkeaa.edu.hk/tc/ipe/rad/
** 敬請家長保留繳費收據，並於　貴子弟每期／每個月份第一次上課時交給職員/導師檢查。
備註: 1. 以上由公司或導師承辦活動課程，本中心協助招募參加者
        2. 凡不符合會員資格的參加者可以繳交每年$60行政費，以享用會員價參加 (詳情請參考會員通告)

11/2 (四) 暫停 [年三十]
13/2 (六) 暫停 [年初二]
16/2(二) 暫停 [年初五]
18/2 (四) 暫停 [年初七]

3/4 (六) 暫停 [耶穌受難節翌日]
6/4 (二) 暫停 [復活節星期一翌日]
1/5 (六) 暫停 [勞動節]

課程名稱 課程日期 星期 上課時間 對象
每期費用

堂數 名額
會員收費 非會員收費

Major Level I 2/2 - 30/3
[2102-023]

10/4 - 29/5
[2104-023]

二 下午5:30-7:00 11歲或
以上

$1,395 $1,425 15
15名

六 上午10:00-11:15 $1,302 $1,332 14

Major Level II 4/2 - 27/3
[2102-024]

1/4 - 29/5
[2104-024]

四 下午7:30-9:00 11歲或
以上

$1,339 $1,369 13
15名

六 下午6:00-7:30 $1,648 $1,678 16

體操體操
課程名稱 課程日期 星期 上課時間 對象

每期費用
堂數 名額

會員收費 非會員收費

綜合藝術體操班

4/2 - 25/3
[2102-056]

四 下午6:15-7:15 3歲 - 8歲
$618 $648 6

14名
1/4 - 27/5

[2104-056] $927 $957 9

特色 / 注意事項 ： 
1. 學習身體各種肌肉活動能力、發展肌肉及協調能力
2. 提高平衡力、柔軟度及肌肉控制能力
3. 學員請穿著運動服及自備技巧鞋出席

11/2 (四) 暫停 [年三十]
18/2(四) 暫停 [年初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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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瑜伽
課程名稱 課程日期 星期 上課時間 對象

每期費用
堂數 名額

會員收費 非會員收費

青少年及
成人瑜伽班    

4/2 - 25/3
[2102-030]

四 晚上8:00-9:30 18歲
或以上 $567 $597 每兩個月 25名

1/4 - 27/5
[2104-030]

特色 / 注意事項 ： 
1. 透過練習特定姿勢及動作，配合適當呼吸方法，可鬆弛神經及肌肉，達至強化身體的功效
11/2 (四) 暫停 [年三十]  18/2(四) 暫停 [年初七]

跆拳道跆拳道
課程名稱 課程日期 星期 上課時間 對象

每期費用
堂數 名額

會員收費 非會員收費

跆拳道A班

6/2 - 27/3
[2102-012]

六 晚上6:00-8:00

5歲或以上 $436 $466

每兩個月 25名
10/4- 29/5
[2104-012]

跆拳道B班

6/2 - 27/3
[2102-013]

六 晚上7:30-9:30 每兩個月 17名
10/4- 29/5
[2104-013]

跆拳道C班

5/2 - 26/3
[2102-011]

五 晚上7:30-9:30 每兩個月 25名
9/4 - 28/5

[2104-011]

跆拳道D班

6/2 - 27/3
[2102-010]

六 下午4:00-6:00 每兩個月 25名
10/4- 29/5
[2104-010]

特色 / 注意事項 ： 
1. 學員道袍可由導師代購
2. 導師定期安排學員考取各級段帶
3. 中道跆拳道教練任教

12/2(五) 暫停 [年初一]
13/2(六) 暫停 [年初二]
3/4(六) 暫停 [耶穌受難節翌日]
1/5(五) 暫停 [勞動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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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繪畫
課程名稱 課程日期 星期 上課時間 對象

每期費用
堂數 名額

會員收費 非會員收費

素描及水彩畫班
 (週四A)

4/2 - 25/3
[2102-036]

四 下午 6:00-7:15

5歲 - 10歲

$660 $690 6
12名

1/4 - 27/5
[2104-036] $990 $1,020 9

素描及水彩畫班
 (週五A)

5/2 - 26/3
[2102-025]

五 下午 6:00-7:15
$770 $800 7

12名
9/4-28/5

[2104-025] $880 $910 8

素描及水彩畫班
 (週六A)

6/2 - 27/3
[2102-029]

六 下午 6:00-7:15
$770 $800 7

13名
10/4 - 29/5
[2104-029] $770 $800 7

素描及水彩畫班
 (週六B)

6/2 - 27/3
[2102-026]

六 晚上 7:15-8:30 5歲
或以上

$990 $1,020 9
12名

10/4 - 29/5
[2104-026] $880 $910 8

特色 / 注意事項 ： 
1. 顏料運用、水份控制、水彩畫之構圖及佈局
2. 素描技巧教授，認識透視與構圖方法

11/2 (四) 暫停 [年三十]
18/2(四) 暫停 [年初七]
12/2(五) 暫停 [年初一]
13/2(六) 暫停 [年初二]
3/4(六) 暫停 [耶穌受難節翌日]
1/5(五)暫停 [勞動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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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課程日期 星期 上課時間 對象
每期費用

堂數 名額
會員收費 非會員收費

素描畫班(週五B)

5/2 - 26/3
[2102-032]

五 晚上 7:15-8:30 5歲或以上
$880 $910 8

12名
9/4-28/5

[2104-032] $770 $800 7

特色 / 注意事項 ： 
1. 素描技巧教授，認識透視與構圖方法

12/2(五) 暫停 [年初一]
1/5(五)暫停 [勞動節]

課程名稱 課程日期 星期 上課時間 對象
每期費用

堂數 名額
會員收費 非會員收費

幼兒畫班 A
 (週日)

7/2 - 28/3
[2102-027]

日 上午 11:00-12:00 3歲 - 5歲
$455 $485 7

8名
11/4- 30/5
[2104-027] $520 $550 8

幼兒畫班 B
 (週日)

7/2 - 28/3
[2102-028]

日 下午 12:00-1:00 3歲 - 5歲
$455 $485 7

8名
11/4- 30/5
[2104-028] $520 $550 8

特色 / 注意事項 ：
1. 教授繪畫不同種類的畫作，讓學員認識不同的素材，繪畫出不同題材的作品。加強表現手法和工具運用，並作出相應之練習。
14/2(日) 暫停 [年初三]
4/4(日) 清明節

繪畫繪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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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及手工藝繪畫及手工藝
課程名稱 課程日期 星期 上課時間 對象

每期費用
堂數 名額

會員收費 非會員收費

黏土+Art Jam
綜合班

5/2 - 26/3
[2102-050]

五 下午4:45-5:45 5歲 - 8歲
$609 $639 7

8
9/4-28/5

[2104-050] $696 $726 8

特色 / 注意事項 ：
1. 本課程教導小朋友不同的黏土，如雪花泥、奶油黏土、輕黏土和石頭黏土等等，配合不同的木器（相架，鏡子）等做出不同類型的

作品擺設。運用小畫架及畫布學習運用塑膠彩繪畫不同主題，發掘兒童繪畫潛能，學習各種繪畫技法、描繪及欣賞能力。
12/2(五) 暫停 [年初一]
1/5(五)暫停 [勞動節]

課程名稱 課程日期 星期 上課時間 對象
每期費用

堂數 名額
會員收費 非會員收費

多元藝術啟蒙

5/2 - 26/3
[2102-051]

五 下午6:00-7:00 5歲 - 8歲
$609 $639 7

8
9/4-28/5

[2104-051] $696 $726 8

特色 / 注意事項 ：
1. 繪畫手工不只一種方法，幼小年紀的孩子應嘗試不同物料與創作技巧，慢慢他們便會找到自己喜好，找到幫助自己表達及抒發情緒

感受想法的藝術創作途徑。
2. 本課程會每期一個大主題，運用不同的繪畫媒介（粉彩，水彩，塑膠彩，乾粉彩等…）外，還會嘗試配合不同創作媒介，如免焗陶

土，熱縮膠，羊毛，玻璃繪，蝶古巴特，木工等。每期除了平面作品，還會創作出半立體甚至立體作品。（約2-3堂一個作品，視乎
作品複雜程度）

12/2(五) 暫停 [年初一]
1/5(五)暫停 [勞動節]

* 除特別註明外，所有公眾假期，全部興趣課程均不用上課
** 敬請家長保留繳費收據，並於　貴子弟每期／每個月份第一次上課時交給職員/導師檢查。
備註: 1. 以上由公司或導師承辦活動課程，本中心協助招募參加者
        2. 凡不符合會員資格的參加者可以繳交每年$60行政費，以享用會員價參加 (詳情請參考會員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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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琴鋼琴

課程名稱 課程日期 星期 上課時間 對象
每期費用

堂數 名額
會員收費 非會員收費

鋼琴班
初級[003]
一級[004]                                               
二級[005]                                                   
三級[006]                                                 
四級[007]                                                  
五級[008]                                             
六級[009]

每月開班 二至五 
六

下午4:30-晚上9:30 
上午10:00-晚上9:30 6歲或以上

初級 $92
一級 $103
二級 $126
三級 $151
四級 $173
五級 $201
六級 $238

每月總堂數            
費用加$30

每堂
[每堂

30分鐘]
額滿即止

特色 / 注意事項 ： 
1. 導師推薦學員參加英國皇家音樂學院　*[ABRSM]( Associated Board of the Royal Schools of Music)考試

鼓鼓
課程名稱 課程日期 星期 上課時間 對象

每期費用
堂數 名額

會員收費 非會員收費

爵士鼓班                                               
初級(30分鐘)[057]                              

初級[058]                                                 
一級(30分鐘)[059]                                                         

一級[060]                                                               
二級[061]                                                
三級[062]                                                   
四級[063]                                              
五級[064]                                                    
六級[065]

每月開班
二 
四 
六

晚上6:00-10:00
 下午5:00-晚上10:00
 下午12:30-晚上9:00

6歲或以上

初級* $87
初級 $168
一級* $92
一級 $179
二級 $206
三級 $216
四級 $249
五級 $281
六級 $315
(*30分鐘)

每月總堂數            
費用加$30

每堂
[每堂

60分鐘]
額滿即止

特色 / 注意事項 ： 
1. 導師安排學員參加*rockschool®或同等級別考試
2. 學生報讀此課程需跟據學位空缺時間順序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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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他結他
課程名稱 課程日期 星期 上課時間 對象

每期費用
堂數 名額

會員收費 非會員收費

夏威夷小結他
Ukulele                                                                                             
[072]

每月開班 六 下午6:30-7:30 5歲或以上

$324 $354 3 [2月]

每班6人
$432 $462 4 [3月]

$324 $354 3 [4月]

$432 $462 4 [5月]
特色 / 注意事項 ： 
1. Ukulele又名夏威夷小結他，一種幼稚園到年長人士都可以學習，並且容易上手的樂器之一。
2. 課程內容包括：獨奏經典旋律，合奏流行歌曲，與結他一同合奏或彈唱伴奏，左右手不同之協調練習。

  課程名稱 課程日期 星期 上課時間 對象
每期費用

堂數 名額
會員收費 非會員收費

青少年[木/電]結他班                                                                                                     
[076] 每月開班 六 晚上7:30-8:45 12歲或以上

$402 $432 3 [2月]

每班6人$536 $566 4 [3月]
$402 $432 3 [4月]
$536 $560 4 [5月]

特色 / 注意事項 ：
1. 民謠結他音色清脆，能帶給人活力，配合掃法就能為舞蹈伴奏，熱情洋溢；同時民謠結他也能表現出哀傷的感覺，配合指彈法，

獨奏著傷感的旋律，就能令人感動落淚。
2. 民謠結他課程內容主要學習現代流行歌曲為主，學習閱讀六線譜、左手和弦及音階、右手掃法及手指彈法，另外亦會教授自彈自

唱技巧

* 除特別註明外，所有公眾假期，全部興趣課程均不用上課
** 敬請家長保留繳費收據，並於　貴子弟每期／每個月份第一次上課時交給職員/導師檢查。
備註: 1. 以上由公司或導師承辦活動課程，本中心協助招募參加者
        2. 凡不符合會員資格的參加者可以繳交每年$60行政費，以享用會員價參加 (詳情請參考會員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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