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2

早鳥優惠: 全日託管及個別指定活動-於11/5-31/5
報名可享額外9折︒

公開報名日期 : 2019年 5月 11日

熱辣辣暑假又到了︕你為孩子準備好過一個充實的暑假了嗎︖
今年「牧的地」為大家呈獻「活力Summer 過暑假」︐不單為在
職的父母︐提供日間照顧孩子︑膳食服務及功課輔導︐還提供各類
興趣︑德育及成長小組等︐更可以參加親子活動︐使他們得到全面和均衡
的發展︒

2019暑期全日託管 
* 收費已包括所有星期一至五及「小小人在野」活動
（露營活動適合升小四至升小六學生）
* 每天活動前需接受體溫量度及消毒雙手,如有身體不適請留在家裡休息︒

日期︓15/7-30/8 (逢星期一至五)
時間︓9:00am -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4名
全期收費︓  全期      (編號︓A01)   15/7-30/8 共35天 會員$7,500 非會員 $7,900
分期收費︓  第一期  (編號︓A02)  15/7- 19/7 共5天 會員$1,000 非會員 $1,100

      第二期  (編號︓A03)  22/7-2/8 共10天 會員$2,200 非會員 $2,400
      第三期  (編號︓A04)  5/8-16/8 共10天 會員$2,200 非會員 $2,400
      第四期  (編號︓A05)  19/8-30/8 共10天 會員$2,200 非會員 $2,400 

            精明眼 : 平均每日都只是約$210︕(費用已包括午膳︑茶點及所有
     活動費) 

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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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轉emoji world-兒童聖經班
 (編號︓I01 )
透過聖經人物的經歷︑詩歌︑金句︑團體遊戲︑手工
等︐讓兒童跟著耶穌走進這個充滿情緒的Emoji-World︐
將沮喪變成盼望︑憤怒變成饒恕︑憂慮變成喜樂︑恐懼變
成平安︑抱怨變成感恩︕ 

日期︓15/7-19/7 (星期一至五, 共5堂)
時間︓9:30am-12:30pm
對象︓升小一至中一學生
名額︓30人
費用︓會員/非會員$100  

功課無難度 (編號︓E01)
內容︓明白現時學校家課比較繁重︐家長應付平日的工作需要未必有充 
           足的時間和精力去協助孩子完成暑期功課︒有見及此︐中心特設 
           功課輔導時段︐每天由指定導師協助孩子完成暑期功課︒
日期︓22/7-29/8 （逢星期一︑二︑四, 共18堂）
時間︓9:30-11:00a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6人
費用︓會員$900  非會員$1,180
導師︓溢聰哥哥︑恩恩姐姐

天賦才能藝術班 (編號︓E02 ) 
內容︓繪畫及手工創作是人類用來表達情感︑陪養自信︑觀察力和專 
           注力的重要渠道︐在創作過程中除了體會當中的樂趣外︐也能學 
           習彼此欣賞︐成爲一個有同理心的交流者︒
日期︓22/7-26/8（逢星期一︐共6堂）
時間︓11:30-12: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00  非會員$350
導師︓Amy 姨姨（大一設計學院畢業︐多年教班經驗）
備註︓自備手袖和圍裙︒

變幻無窮扭波波 (編號︓E03)
內容︓教授扭氣球的基本技巧︐學習多款氣球造型︐增強學員的想像 
           力及創造力︐並激發其創意︒還有機會在31/8暑期閉幕禮上一展 
           所長 ︕
日期︓15/7-26/8（逢星期一︐共7堂）
時間︓2:00-3: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50  非會員$400
導師︓Anthony 哥哥（多年教班經驗）

   創意黏土大集合(編號︓E04)
內容︓用黏土製作各類作品︐透過黏土的搓︑揉︑

      捏︑壓等動作︐訓練孩子大小肌肉的發展與手 
      眼協調能力︐引導其自我創作的意念︐增強自 
      信心︒

日期︓15/7-26/8（逢星期一︐共7堂）
時間︓4:00-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50  非會員$400
導師︓Anthony 哥哥（多年教班經驗）

遊戲王者 (編號︓E05) 
內容︓齊玩有益集體遊戲︐在歡笑中建立群體信任和溝通︒學習到 
        「勝不驕︐敗不餒」才是真正的王者︕
日期︓23/7-27/8（逢星期二︐共6堂）
時間︓11:30-12: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5人
費用︓會員$300  非會員$350
導師︓恩恩姐姐
備註︓穿著運動衣服

英文FunFun會話(編號︓E07)
內容︓學習基本的日常對話︐透過角色扮演進行練習︐提升兒童對 
           英文的興趣︐並加強學員的自信心︒
日期︓24/7-31/8（逢星期三︐共6堂）
時間︓9:30-11:00a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60  非會員$410
導師︓恩恩姐姐

我係小廚神 (編號︰E06)
內容︓透過親手製作膳食︐從而學會處事的優先次序︒另外︐膳食 
           過後︐小朋友需學習收拾及簡單清潔︐除了培養其自理能力 
           之外︐也幫助他們體會父母對家的無私奉獻︒
日期︓24/7-29/8（逢星期三︑四, 共12堂）
時間︓11:30-1: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720  非會員$770
導師︓恩恩姐姐︑Joanna 姨姨

 鼓勵奬賞計劃︓每個小朋友完成當天任務後︐完成者將會獲得
  「代幣一個」︐並自行儲存︐留待每星期六換取禮物︒

中心好聲音 (編號︰E08)
內容︓教授鋼琴和歌唱等基本知識︐陶冶性情︐培養音樂氣息︒還 
           有機會在暑期閉幕禮上一展歌喉︒
日期︓17/7-28/8（逢星期三, 共7堂）
時間︓2:00-3: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50  非會員$400
導師︓恩恩姐姐（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畢業）

跆拳道教室（編號︰E09） 
內容︓學習跆拳道︐運用全身不同的肌肉可以強身健體︐同時教導 
           運動的禮儀︐做個守禮和有紀律的運動員︒
日期︓17/7-28/8（逢星期三, 共7堂）
時間︓4:00-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420  非會員$470
導師︓福音武術事工特派導師
備註: 穿著輕便,適合運動的服裝及運動鞋︒

「羽」你同樂（編號︰E10） 
內容︓教授小朋友羽毛球基礎技術訓練︐包括球感訓練︐開球︐各 
           種擊球等方法︐齊做帶氧運動︐增加安多酚︐做個喜樂的兒 
           童︒ 
日期︓18/7-29/8（逢星期四, 共7堂）
時間︓2:00-3: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00  非會員$350
導師︓蘇瑞芳（體育老師）
備註: 穿著輕便,適合運動的服裝及運動鞋︒

樂器隨手作 (編號︰E11)
內容︓有想過像生活日常可見可得的用品︐能搖身一變成為樂器
           嗎︖對身邊環境多觀察︐加上創意︐就能創作出獨一無二的 
           發聲玩具︒配合活動中的節奏︑速度︑音色和演奏方法的分 
           享和嘗試︐發掘小朋友的創意和音樂感︐享受音樂︐提升自 
           信︒ 
日期︓18/7-29/8（逢星期四,  共7堂）
時間︓4:00-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420  非會員$470
導師︓希臨姐姐（演藝學院畢業︐主修舞台聲音設計）

＊ 26/7 愉悅一日遊

＊ 2/8 T-Park 屯門遊

＊ 9/8 WEEE﹒PARK︑    
    濕地公園

＊ 16/8 菠蘿園

＊ 23/8 探探營

＊ 30/8 西貢三星灣

第一期  15/7- 19/7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9:00-9:30      簽到﹑早會
9:30-12:30               玩轉emoji world-兒童聖經班
1:00-2:00                       午膳
2:00-3:30           變幻無窮扭波波    今日目的地                   中心好聲音              「羽」你同樂 
3:30-4:00                   福音縱橫            *16/7 OC STEM Lab                                 茶點 萬里行

4:00-5:30  創意黏土大集合     
   或海事博物館                                                     19/7 環保天地

                                                               ＋摩天輪  跆拳道教室                  樂器隨手作 

第二期-第四期  22/7- 30/8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9:00 –9:30                                       簽到︑早會（敬拜︑祈禱︑讀聖經︑背金句）

備註︓完成者可以獲得「代幣一個」用以換取獎勵 萬里行
9:30 –11:00           功課無難度                      功課無難度              英文FunFun會話     功課無難度              全日戶外活動 
11:00 –11:30         小息 
11:30 –12:30      天賦才能藝術班                 遊戲王者 

我係小廚神   我係小廚神12:30 –1:00 午膳                         午膳 
1:00 – 1:30  
1:30 – 2:00                            休閒作樂時間 （休息︑玩遊戲機︑Board Game） 
2:00 – 3:30      變幻無窮扭波波   「 今日目的地」                                中心好聲音         「羽」你同樂
3:30 – 4:00   福音縱橫 * 23/7 中環.大館＋醫學博物館 茶點                    茶點

* 30/7  大嶼山﹒民航處
* 6/8 元朗.雪糕廠或自製雪糕+雪條
* 13/8 大埔.生活書院 
* 20/8 屯門. 牛奶廠或屯門公園及爬蟲館 
* 27/8 稻鄉飲食文化博物館 

4:00 – 5:30      創意黏土大集合                                                               跆拳道教室     樂器隨手作

*如有經濟需要（綜援/全書津）︐可向職員查詢費用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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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鳥優惠: 全日託管及個別指定活動-於11/5-31/5
報名可享額外9折︒

公開報名日期 : 2019年 5月 11日

熱辣辣暑假又到了︕你為孩子準備好過一個充實的暑假了嗎︖
今年「牧的地」為大家呈獻「活力Summer 過暑假」︐不單為在
職的父母︐提供日間照顧孩子︑膳食服務及功課輔導︐還提供各類
興趣︑德育及成長小組等︐更可以參加親子活動︐使他們得到全面和均衡
的發展︒

2019暑期全日託管 
* 收費已包括所有星期一至五及「小小人在野」活動
（露營活動適合升小四至升小六學生）
* 每天活動前需接受體溫量度及消毒雙手,如有身體不適請留在家裡休息︒

日期︓15/7-30/8 (逢星期一至五)
時間︓9:00am -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4名
全期收費︓  全期      (編號︓A01)   15/7-30/8 共35天 會員$7,500 非會員 $7,900
分期收費︓  第一期  (編號︓A02)  15/7- 19/7 共5天 會員$1,000 非會員 $1,100

第二期  (編號︓A03)  22/7-2/8 共10天 會員$2,200 非會員 $2,400
第三期  (編號︓A04)  5/8-16/8 共10天 會員$2,200 非會員 $2,400
第四期  (編號︓A05)  19/8-30/8 共10天 會員$2,200 非會員 $2,400 

精明眼 : 平均每日都只是約$210︕(費用已包括午膳︑茶點及所有
     活動費) 

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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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轉emoji world-兒童聖經班
 (編號︓I01 )
透過聖經人物的經歷︑詩歌︑金句︑團體遊戲︑手工
等︐讓兒童跟著耶穌走進這個充滿情緒的Emoji-World︐
將沮喪變成盼望︑憤怒變成饒恕︑憂慮變成喜樂︑恐懼變
成平安︑抱怨變成感恩︕ 

日期︓15/7-19/7 (星期一至五, 共5堂)
時間︓9:30am-12:30pm
對象︓升小一至中一學生
名額︓30人
費用︓會員/非會員$100  

功課無難度 (編號︓E01)
內容︓明白現時學校家課比較繁重︐家長應付平日的工作需要未必有充 
           足的時間和精力去協助孩子完成暑期功課︒有見及此︐中心特設 
           功課輔導時段︐每天由指定導師協助孩子完成暑期功課︒
日期︓22/7-29/8 （逢星期一︑二︑四, 共18堂）
時間︓9:30-11:00a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6人
費用︓會員$900  非會員$1,180
導師︓溢聰哥哥︑恩恩姐姐

天賦才能藝術班 (編號︓E02 ) 
內容︓繪畫及手工創作是人類用來表達情感︑陪養自信︑觀察力和專 
           注力的重要渠道︐在創作過程中除了體會當中的樂趣外︐也能學 
           習彼此欣賞︐成爲一個有同理心的交流者︒
日期︓22/7-26/8（逢星期一︐共6堂）
時間︓11:30-12: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00  非會員$350
導師︓Amy 姨姨（大一設計學院畢業︐多年教班經驗）
備註︓自備手袖和圍裙︒

變幻無窮扭波波 (編號︓E03)
內容︓教授扭氣球的基本技巧︐學習多款氣球造型︐增強學員的想像 
           力及創造力︐並激發其創意︒還有機會在31/8暑期閉幕禮上一展 
           所長 ︕
日期︓15/7-26/8（逢星期一︐共7堂）
時間︓2:00-3: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50  非會員$400
導師︓Anthony 哥哥（多年教班經驗）

   創意黏土大集合(編號︓E04)
內容︓用黏土製作各類作品︐透過黏土的搓︑揉︑

      捏︑壓等動作︐訓練孩子大小肌肉的發展與手 
      眼協調能力︐引導其自我創作的意念︐增強自 
      信心︒

日期︓15/7-26/8（逢星期一︐共7堂）
時間︓4:00-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50  非會員$400
導師︓Anthony 哥哥（多年教班經驗）

遊戲王者 (編號︓E05) 
內容︓齊玩有益集體遊戲︐在歡笑中建立群體信任和溝通︒學習到 
        「勝不驕︐敗不餒」才是真正的王者︕
日期︓23/7-27/8（逢星期二︐共6堂）
時間︓11:30-12: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5人
費用︓會員$300  非會員$350
導師︓恩恩姐姐
備註︓穿著運動衣服

英文FunFun會話(編號︓E07)
內容︓學習基本的日常對話︐透過角色扮演進行練習︐提升兒童對 
           英文的興趣︐並加強學員的自信心︒
日期︓24/7-31/8（逢星期三︐共6堂）
時間︓9:30-11:00a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60  非會員$410
導師︓恩恩姐姐

我係小廚神 (編號︰E06)
內容︓透過親手製作膳食︐從而學會處事的優先次序︒另外︐膳食 
           過後︐小朋友需學習收拾及簡單清潔︐除了培養其自理能力 
           之外︐也幫助他們體會父母對家的無私奉獻︒
日期︓24/7-29/8（逢星期三︑四, 共12堂）
時間︓11:30-1: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720  非會員$770
導師︓恩恩姐姐︑Joanna 姨姨

 鼓勵奬賞計劃︓每個小朋友完成當天任務後︐完成者將會獲得
  「代幣一個」︐並自行儲存︐留待每星期六換取禮物︒

中心好聲音 (編號︰E08)
內容︓教授鋼琴和歌唱等基本知識︐陶冶性情︐培養音樂氣息︒還 
           有機會在暑期閉幕禮上一展歌喉︒
日期︓17/7-28/8（逢星期三, 共7堂）
時間︓2:00-3: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50  非會員$400
導師︓恩恩姐姐（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畢業）

跆拳道教室（編號︰E09） 
內容︓學習跆拳道︐運用全身不同的肌肉可以強身健體︐同時教導 
           運動的禮儀︐做個守禮和有紀律的運動員︒
日期︓17/7-28/8（逢星期三, 共7堂）
時間︓4:00-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420  非會員$470
導師︓福音武術事工特派導師
備註: 穿著輕便,適合運動的服裝及運動鞋︒

「羽」你同樂（編號︰E10） 
內容︓教授小朋友羽毛球基礎技術訓練︐包括球感訓練︐開球︐各 
           種擊球等方法︐齊做帶氧運動︐增加安多酚︐做個喜樂的兒 
           童︒ 
日期︓18/7-29/8（逢星期四, 共7堂）
時間︓2:00-3: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00  非會員$350
導師︓蘇瑞芳（體育老師）
備註: 穿著輕便,適合運動的服裝及運動鞋︒

樂器隨手作 (編號︰E11)
內容︓有想過像生活日常可見可得的用品︐能搖身一變成為樂器
           嗎︖對身邊環境多觀察︐加上創意︐就能創作出獨一無二的 
           發聲玩具︒配合活動中的節奏︑速度︑音色和演奏方法的分 
           享和嘗試︐發掘小朋友的創意和音樂感︐享受音樂︐提升自 
           信︒ 
日期︓18/7-29/8（逢星期四,  共7堂）
時間︓4:00-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420  非會員$470
導師︓希臨姐姐（演藝學院畢業︐主修舞台聲音設計）

＊ 26/7 愉悅一日遊

＊ 2/8 T-Park 屯門遊

＊ 9/8 WEEE﹒PARK︑    
    濕地公園

＊ 16/8 菠蘿園

＊ 23/8 探探營

＊ 30/8 西貢三星灣

第一期  15/7- 19/7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9:00-9:30      簽到﹑早會
9:30-12:30               玩轉emoji world-兒童聖經班
1:00-2:00  午膳
2:00-3:30           變幻無窮扭波波    今日目的地                   中心好聲音              「羽」你同樂
3:30-4:00                   福音縱橫            *16/7 OC STEM Lab 茶點 萬里行

4:00-5:30 創意黏土大集合     
   或海事博物館 19/7 環保天地

                                                               ＋摩天輪  跆拳道教室                  樂器隨手作 

第二期-第四期  22/7- 30/8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9:00 –9:30  簽到︑早會（敬拜︑祈禱︑讀聖經︑背金句）

 備註︓完成者可以獲得「代幣一個」用以換取獎勵 萬里行
9:30 –11:00           功課無難度  功課無難度              英文FunFun會話     功課無難度              全日戶外活動 
11:00 –11:30         小息 
11:30 –12:30      天賦才能藝術班                 遊戲王者 

我係小廚神   我係小廚神12:30 –1:00       午膳  午膳 
1:00 – 1:30  
1:30 – 2:00  休閒作樂時間 （休息︑玩遊戲機︑Board Game） 
2:00 – 3:30      變幻無窮扭波波   「 今日目的地」  中心好聲音         「羽」你同樂
3:30 – 4:00   福音縱橫 * 23/7 中環.大館＋醫學博物館 茶點  茶點

* 30/7  大嶼山﹒民航處
* 6/8 元朗.雪糕廠或自製雪糕+雪條

    * 13/8 大埔.生活書院
* 20/8 屯門. 牛奶廠或屯門公園及爬蟲館 
* 27/8 稻鄉飲食文化博物館 

4:00 – 5:30      創意黏土大集合                                 跆拳道教室     樂器隨手作

*如有經濟需要（綜援/全書津）︐可向職員查詢費用優惠︒



兒童恆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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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體驗露營生活；讓孩童呼吸新鮮空氣 
親近大自然，並讓他們學習野外生火 
煮食、掌握搭營幕技巧、訓練自理能 
力，體驗不一樣的露營活動！

日期：21-23/8（星期三至五）

地點︰香港女童軍總會博康營地

集合時間：21/8 中午12:00

解散時間：23/8 下午5:00

對象：升小四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20人 (15位會員+5位非會員)

費用：會員$380  非會員$450

帶備：個人用品、替換衣物、防蚊防曬用品、餐具

*參加此活動須出席17/8（六）早上10:00活動簡介會

（ 編號：B01）  報讀全系列課程＝可享額外9.5折優惠

皮革DIY (編號：C01)

內容：透過學習及製造實用作品，親身 

            
體驗做皮革的樂趣。 

日期：20/7、27/7（星期六，共2堂）

時間：2:00-3:30pm

對象：親子家庭（7歲或以上）

名額：10對組合

費用：會員$350  非會員$400

導師：翠儀（多年設計經驗）

蚊膏DIY  (編號：C02)內容：使用天然材料製作出獨一無二 
            的驅蚊膏，簡單又實用，夏日 
            戶外親親大自然搽一搽，蚊仔 
            即刻飛走晒！

日期：3/8 （星期六，共1堂）時間：2:30-4:00pm
對象：親子家庭（6歲或以上）名額：20對組合

費用：$80
導師：文湘
         （創啟亞洲公司-主理產品製作）

P.4 P.5

特別活動

玩轉emoji world-兒童聖經班
 (編號︓I01 )
透過聖經人物的經歷︑詩歌︑金句︑團體遊戲︑手工
等︐讓兒童跟著耶穌走進這個充滿情緒的Emoji-World︐
將沮喪變成盼望︑憤怒變成饒恕︑憂慮變成喜樂︑恐懼變
成平安︑抱怨變成感恩︕ 

日期︓15/7-19/7 (星期一至五, 共5堂)
時間︓9:30am-12:30pm
對象︓升小一至中一學生
名額︓30人
費用︓會員/非會員$100  

功課無難度 (編號︓E01)
內容︓明白現時學校家課比較繁重︐家長應付平日的工作需要未必有充 
           足的時間和精力去協助孩子完成暑期功課︒有見及此︐中心特設 
           功課輔導時段︐每天由指定導師協助孩子完成暑期功課︒
日期︓22/7-29/8 （逢星期一︑二︑四, 共18堂）
時間︓9:30-11:00a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6人
費用︓會員$900  非會員$1,180
導師︓溢聰哥哥︑恩恩姐姐

天賦才能藝術班 (編號︓E02 ) 
內容︓繪畫及手工創作是人類用來表達情感︑陪養自信︑觀察力和專 
           注力的重要渠道︐在創作過程中除了體會當中的樂趣外︐也能學 
           習彼此欣賞︐成爲一個有同理心的交流者︒
日期︓22/7-26/8（逢星期一︐共6堂）
時間︓11:30-12: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00  非會員$350
導師︓Amy 姨姨（大一設計學院畢業︐多年教班經驗）
備註︓自備手袖和圍裙︒

變幻無窮扭波波 (編號︓E03)
內容︓教授扭氣球的基本技巧︐學習多款氣球造型︐增強學員的想像 
           力及創造力︐並激發其創意︒還有機會在31/8暑期閉幕禮上一展 
           所長 ︕
日期︓15/7-26/8（逢星期一︐共7堂）
時間︓2:00-3: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50  非會員$400
導師︓Anthony 哥哥（多年教班經驗）

   創意黏土大集合(編號︓E04)
內容︓用黏土製作各類作品︐透過黏土的搓︑揉︑

      捏︑壓等動作︐訓練孩子大小肌肉的發展與手 
      眼協調能力︐引導其自我創作的意念︐增強自 
      信心︒

日期︓15/7-26/8（逢星期一︐共7堂）
時間︓4:00-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50  非會員$400
導師︓Anthony 哥哥（多年教班經驗）

遊戲王者 (編號︓E05) 
內容︓齊玩有益集體遊戲︐在歡笑中建立群體信任和溝通︒學習到 
        「勝不驕︐敗不餒」才是真正的王者︕
日期︓23/7-27/8（逢星期二︐共6堂）
時間︓11:30-12: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5人
費用︓會員$300  非會員$350
導師︓恩恩姐姐
備註︓穿著運動衣服

英文FunFun會話(編號︓E07)
內容︓學習基本的日常對話︐透過角色扮演進行練習︐提升兒童對 
           英文的興趣︐並加強學員的自信心︒
日期︓24/7-31/8（逢星期三︐共6堂）
時間︓9:30-11:00a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60  非會員$410
導師︓恩恩姐姐

我係小廚神 (編號︰E06)
內容︓透過親手製作膳食︐從而學會處事的優先次序︒另外︐膳食 
           過後︐小朋友需學習收拾及簡單清潔︐除了培養其自理能力 
           之外︐也幫助他們體會父母對家的無私奉獻︒
日期︓24/7-29/8（逢星期三︑四, 共12堂）
時間︓11:30-1: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720  非會員$770
導師︓恩恩姐姐︑Joanna 姨姨

 鼓勵奬賞計劃︓每個小朋友完成當天任務後︐完成者將會獲得
  「代幣一個」︐並自行儲存︐留待每星期六換取禮物︒

中心好聲音 (編號︰E08)
內容︓教授鋼琴和歌唱等基本知識︐陶冶性情︐培養音樂氣息︒還 
           有機會在暑期閉幕禮上一展歌喉︒
日期︓17/7-28/8（逢星期三, 共7堂）
時間︓2:00-3: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50  非會員$400
導師︓恩恩姐姐（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畢業）

跆拳道教室（編號︰E09） 
內容︓學習跆拳道︐運用全身不同的肌肉可以強身健體︐同時教導 
           運動的禮儀︐做個守禮和有紀律的運動員︒
日期︓17/7-28/8（逢星期三, 共7堂）
時間︓4:00-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420  非會員$470
導師︓福音武術事工特派導師
備註: 穿著輕便,適合運動的服裝及運動鞋︒

「羽」你同樂（編號︰E10） 
內容︓教授小朋友羽毛球基礎技術訓練︐包括球感訓練︐開球︐各 
           種擊球等方法︐齊做帶氧運動︐增加安多酚︐做個喜樂的兒 
           童︒ 
日期︓18/7-29/8（逢星期四, 共7堂）
時間︓2:00-3: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00  非會員$350
導師︓蘇瑞芳（體育老師）
備註: 穿著輕便,適合運動的服裝及運動鞋︒

樂器隨手作 (編號︰E11)
內容︓有想過像生活日常可見可得的用品︐能搖身一變成為樂器
           嗎︖對身邊環境多觀察︐加上創意︐就能創作出獨一無二的 
           發聲玩具︒配合活動中的節奏︑速度︑音色和演奏方法的分 
           享和嘗試︐發掘小朋友的創意和音樂感︐享受音樂︐提升自 
           信︒ 
日期︓18/7-29/8（逢星期四,  共7堂）
時間︓4:00-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420  非會員$470
導師︓希臨姐姐（演藝學院畢業︐主修舞台聲音設計）

布袋DIY  (編號：C03)
內容：選擇喜愛的布料，親手縫製屬於 

            自己的布袋，帶出街一定會吸引 

            不少目光呢。日期：10/8、17/8         （星期六，共2堂）
時間：2:30-4:00pm對象：親子家庭（6歲或以上）

名額：10對組合費用：會員$200  非會員$250
導師：淑嫻（幼稚園老師）

第一期  15/7- 19/7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9:00-9:30      簽到﹑早會
9:30-12:30               玩轉emoji world-兒童聖經班
1:00-2:00                       午膳
2:00-3:30           變幻無窮扭波波    今日目的地                   中心好聲音              「羽」你同樂 
3:30-4:00                   福音縱橫            *16/7 OC STEM Lab                                 茶點 萬里行

4:00-5:30 創意黏土大集合     
    或海事博物館                                                     19/7 環保天地

                                                              ＋摩天輪  跆拳道教室                  樂器隨手作

第二期-第四期  22/7- 30/8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9:00 –9:30                                       簽到︑早會（敬拜︑祈禱︑讀聖經︑背金句）

備註︓完成者可以獲得「代幣一個」用以換取獎勵 萬里行
9:30 –11:00           功課無難度                      功課無難度              英文FunFun會話     功課無難度              全日戶外活動 
11:00 –11:30         小息 
11:30 –12:30      天賦才能藝術班                 遊戲王者 

我係小廚神   我係小廚神12:30 –1:00 午膳                         午膳 
1:00 – 1:30 
1:30 – 2:00                            休閒作樂時間 （休息︑玩遊戲機︑Board Game） 
2:00 – 3:30      變幻無窮扭波波 「 今日目的地」                                中心好聲音         「羽」你同樂
3:30 – 4:00   福音縱橫 * 23/7 中環.大館＋醫學博物館 茶點                    茶點

* 30/7  大嶼山﹒民航處
* 6/8 元朗.雪糕廠或自製雪糕+雪條
* 13/8 大埔.生活書院
* 20/8 屯門. 牛奶廠或屯門公園及爬蟲館 
* 27/8 稻鄉飲食文化博物館 

4:00 – 5:30      創意黏土大集合                                                               跆拳道教室     樂器隨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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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體驗露營生活；讓孩童呼吸新鮮空氣 
 親近大自然，並讓他們學習野外生火 
 煮食、掌握搭營幕技巧、訓練自理能 
 力，體驗不一樣的露營活動！
日期：21-23/8（星期三至五）

地點︰香港女童軍總會博康營地

集合時間：21/8 中午12:00

解散時間：23/8 下午5:00

對象：升小四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20人 (15位會員+5位非會員)

費用：會員$380  非會員$450

帶備：個人用品、替換衣物、防蚊防曬用品、餐具

*參加此活動須出席17/8（六）早上10:00活動簡介會

（ 編號：B01）  報讀全系列課程＝可享額外9.5折優惠

皮革DIY  (編號：C01)

內容：透過學習及製造實用作品，親身 

            
體驗做皮革的樂趣。 

日期：20/7、27/7（星期六，共2堂）

時間：2:00-3:30pm

對象：親子家庭（7歲或以上）

名額：10對組合

費用：會員$350  非會員$400

導師：翠儀（多年設計經驗）

蚊膏DIY  (編號：C02)內容：使用天然材料製作出獨一無二 
            的驅蚊膏，簡單又實用，夏日 
            戶外親親大自然搽一搽，蚊仔 
            即刻飛走晒！

日期：3/8 （星期六，共1堂）時間：2:30-4:00pm
對象：親子家庭（6歲或以上）名額：20對組合

費用：$80
導師：文湘
         （創啟亞洲公司-主理產品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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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活動

玩轉emoji world-兒童聖經班
 (編號︓I01 )
透過聖經人物的經歷︑詩歌︑金句︑團體遊戲︑手工
等︐讓兒童跟著耶穌走進這個充滿情緒的Emoji-World︐
將沮喪變成盼望︑憤怒變成饒恕︑憂慮變成喜樂︑恐懼變
成平安︑抱怨變成感恩︕ 

日期︓15/7-19/7 (星期一至五, 共5堂)
時間︓9:30am-12:30pm
對象︓升小一至中一學生
名額︓30人
費用︓會員/非會員$100  

功課無難度 (編號︓E01)
內容︓明白現時學校家課比較繁重︐家長應付平日的工作需要未必有充 
           足的時間和精力去協助孩子完成暑期功課︒有見及此︐中心特設 
           功課輔導時段︐每天由指定導師協助孩子完成暑期功課︒
日期︓22/7-29/8 （逢星期一︑二︑四, 共18堂）
時間︓9:30-11:00a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6人
費用︓會員$900  非會員$1,180
導師︓溢聰哥哥︑恩恩姐姐

天賦才能藝術班 (編號︓E02 ) 
內容︓繪畫及手工創作是人類用來表達情感︑陪養自信︑觀察力和專  
           注力的重要渠道︐在創作過程中除了體會當中的樂趣外︐也能學 
           習彼此欣賞︐成爲一個有同理心的交流者︒
日期︓22/7-26/8（逢星期一︐共6堂）
時間︓11:30-12: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00  非會員$350
導師︓Amy 姨姨（大一設計學院畢業︐多年教班經驗）
備註︓自備手袖和圍裙︒

變幻無窮扭波波 (編號︓E03)
內容︓教授扭氣球的基本技巧︐學習多款氣球造型︐增強學員的想像  
           力及創造力︐並激發其創意︒還有機會在31/8暑期閉幕禮上一展 
           所長 ︕
日期︓15/7-26/8（逢星期一︐共7堂）
時間︓2:00-3: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50  非會員$400
導師︓Anthony 哥哥（多年教班經驗）

   創意黏土大集合(編號︓E04)
內容︓用黏土製作各類作品︐透過黏土的搓︑揉︑

       捏︑壓等動作︐訓練孩子大小肌肉的發展與手 
       眼協調能力︐引導其自我創作的意念︐增強自 
       信心︒

日期︓15/7-26/8（逢星期一︐共7堂）
時間︓4:00-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50  非會員$400
導師︓Anthony 哥哥（多年教班經驗）

遊戲王者 (編號︓E05) 
內容︓齊玩有益集體遊戲︐在歡笑中建立群體信任和溝通︒學習到 
        「勝不驕︐敗不餒」才是真正的王者︕
日期︓23/7-27/8（逢星期二︐共6堂）
時間︓11:30-12: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5人
費用︓會員$300  非會員$350
導師︓恩恩姐姐
備註︓穿著運動衣服

英文FunFun會話(編號︓E07)
內容︓學習基本的日常對話︐透過角色扮演進行練習︐提升兒童對 
           英文的興趣︐並加強學員的自信心︒
日期︓24/7-31/8（逢星期三︐共6堂）
時間︓9:30-11:00a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60  非會員$410
導師︓恩恩姐姐

我係小廚神 (編號︰E06)
內容︓透過親手製作膳食︐從而學會處事的優先次序︒另外︐膳食 
           過後︐小朋友需學習收拾及簡單清潔︐除了培養其自理能力 
           之外︐也幫助他們體會父母對家的無私奉獻︒
日期︓24/7-29/8（逢星期三︑四, 共12堂）
時間︓11:30-1: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720  非會員$770
導師︓恩恩姐姐︑Joanna 姨姨

 鼓勵奬賞計劃︓每個小朋友完成當天任務後︐完成者將會獲得
  「代幣一個」︐並自行儲存︐留待每星期六換取禮物︒

中心好聲音 (編號︰E08)
內容︓教授鋼琴和歌唱等基本知識︐陶冶性情︐培養音樂氣息︒還 
           有機會在暑期閉幕禮上一展歌喉︒
日期︓17/7-28/8（逢星期三, 共7堂）
時間︓2:00-3: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50  非會員$400
導師︓恩恩姐姐（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畢業）

跆拳道教室（編號︰E09） 
內容︓學習跆拳道︐運用全身不同的肌肉可以強身健體︐同時教導 
           運動的禮儀︐做個守禮和有紀律的運動員︒
日期︓17/7-28/8（逢星期三, 共7堂）
時間︓4:00-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420  非會員$470
導師︓福音武術事工特派導師
備註: 穿著輕便,適合運動的服裝及運動鞋︒

「羽」你同樂（編號︰E10） 
內容︓教授小朋友羽毛球基礎技術訓練︐包括球感訓練︐開球︐各 
           種擊球等方法︐齊做帶氧運動︐增加安多酚︐做個喜樂的兒 
           童︒ 
日期︓18/7-29/8（逢星期四, 共7堂）
時間︓2:00-3: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00  非會員$350
導師︓蘇瑞芳（體育老師）
備註: 穿著輕便,適合運動的服裝及運動鞋︒

樂器隨手作 (編號︰E11)
內容︓有想過像生活日常可見可得的用品︐能搖身一變成為樂器
           嗎︖對身邊環境多觀察︐加上創意︐就能創作出獨一無二的 
           發聲玩具︒配合活動中的節奏︑速度︑音色和演奏方法的分 
           享和嘗試︐發掘小朋友的創意和音樂感︐享受音樂︐提升自 
           信︒ 
日期︓18/7-29/8（逢星期四,  共7堂）
時間︓4:00-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420  非會員$470
導師︓希臨姐姐（演藝學院畢業︐主修舞台聲音設計）

布袋DIY  (編號：C03)
內容：選擇喜愛的布料，親手縫製屬於 

            自己的布袋，帶出街一定會吸引 

            不少目光呢。日期：10/8、17/8          （星期六，共2堂）
時間：2:30-4:00pm對象：親子家庭（6歲或以上）

名額：10對組合費用：會員$200  非會員$250
導師：淑嫻（幼稚園老師）

第一期  15/7- 19/7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9:00-9:30             簽到﹑早會
9:30-12:30                         玩轉emoji world-兒童聖經班
1:00-2:00                             午膳
2:00-3:30           變幻無窮扭波波    今日目的地                   中心好聲音              「羽」你同樂 
3:30-4:00                   福音縱橫            *16/7 OC STEM Lab                                 茶點                                                  萬里行

4:00-5:30  創意黏土大集合     
    或海事博物館                                                                                           19/7 環保天地

                                                               ＋摩天輪                     跆拳道教室                  樂器隨手作                         
                                                                                                                                                                                                                                  

第二期-第四期  22/7- 30/8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9:00 –9:30                                       簽到︑早會（敬拜︑祈禱︑讀聖經︑背金句）
                                                                備註︓完成者可以獲得「代幣一個」用以換取獎勵                                萬里行
9:30 –11:00           功課無難度                      功課無難度              英文FunFun會話     功課無難度              全日戶外活動 
11:00 –11:30                     小息 
11:30 –12:30      天賦才能藝術班                 遊戲王者                            

我係小廚神   我係小廚神
 

12:30 –1:00       午膳                         午膳  
1:00 – 1:30     
1:30 – 2:00                            休閒作樂時間 （休息︑玩遊戲機︑Board Game） 
2:00 – 3:30      變幻無窮扭波波   「 今日目的地」                                中心好聲音         「羽」你同樂
3:30 – 4:00   福音縱橫    * 23/7 中環.大館＋醫學博物館                        茶點                    茶點
        * 30/7  大嶼山﹒民航處
        * 6/8 元朗.雪糕廠或自製雪糕+雪條
        * 13/8 大埔.生活書院 
        * 20/8 屯門. 牛奶廠或屯門公園及爬蟲館 
        * 27/8 稻鄉飲食文化博物館         

4:00 – 5:30      創意黏土大集合                                                               跆拳道教室     樂器隨手作

 



(編號：D05)

內容：齊玩科學小實驗！通過簡單、有趣、適合 

           操作的科學小實驗，激發孩子的好奇心  

           和探究熱情，並在實驗中探索事物規，  

  同時，學會遵守規則、相互合作。

日期：20/7-24/8（逢星期六，共6堂）

時間：2:30-4:00pm

對象：升小二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480  非會員$530 

導師：靖哥哥

內容：體驗露營生活；讓孩童呼吸新鮮空氣 
親近大自然，並讓他們學習野外生火 
煮食、掌握搭營幕技巧、訓練自理能 
力，體驗不一樣的露營活動！

日期：21-23/8（星期三至五）

地點︰香港女童軍總會博康營地

集合時間：21/8 中午12:00

解散時間：23/8 下午5:00

對象：升小四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20人 (15位會員+5位非會員)

費用：會員$380  非會員$450

帶備：個人用品、替換衣物、防蚊防曬用品、餐具

*參加此活動須出席17/8（六）早上10:00活動簡介會

兒
童
興
趣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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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工房   (編號：D01)

內容：食物都可以好玩！自製漂亮、可愛造型甜點美食～

日期：27/7-31/8（逢星期六，共6堂）

時間：10:30-12:00noon

對象：升小二至升小五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60  非會員$410

英文開心學  (編號：D02)

內容：趣味英文邊玩邊學習。

日期：27/7-31/8（逢星期六，共6堂）

時間：10:30-12:00noon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四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60  非會員$410

陪童 Movie Movie  (編號：D03)

內容：假期中給予孩童機會到戲院欣賞即日上映電影，共享快樂。

日期：20/7（星期六）

時間：10:00-12:00noon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35人

費用：向教會肢體一齊籌募戲票(送予「牧的地」低收入兒童

       （全日託管/暑期聖經班參加者優先）)

地點：奧海城/旺角電影院

筆尖美學 (編號：D04 )

內容：跟傳統英文書法 Calligraphy不同，Brush Lettering 較為活潑、顏色選擇非 

         常多，而配合水彩繪畫便可在紙上發揮無限創意。掌握技巧後，可製作簡單書籤在紙 

         上發揮無限創意。掌握技巧後，可製作簡書籤、心意卡，將祝福化為心意卡送予至愛。

日期：27/7-31/8（逢星期六，共6堂）

時間：10:30-12:00pm

對象：升小四至升中三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480  非會員$530

導師 : Cindy Lu (理工大學時裝設計系畢業，自少

         熱愛藝術創作，具多年設計經驗，現積

         極學習及推廣西洋書法藝術)

玩轉emoji world-兒童聖經班
 (編號︓I01 )
透過聖經人物的經歷︑詩歌︑金句︑團體遊戲︑手工
等︐讓兒童跟著耶穌走進這個充滿情緒的Emoji-World︐
將沮喪變成盼望︑憤怒變成饒恕︑憂慮變成喜樂︑恐懼變
成平安︑抱怨變成感恩︕ 

日期︓15/7-19/7 (星期一至五, 共5堂)
時間︓9:30am-12:30pm
對象︓升小一至中一學生
名額︓30人
費用︓會員/非會員$100  

功課無難度 (編號︓E01)
內容︓明白現時學校家課比較繁重︐家長應付平日的工作需要未必有充 
           足的時間和精力去協助孩子完成暑期功課︒有見及此︐中心特設 
           功課輔導時段︐每天由指定導師協助孩子完成暑期功課︒
日期︓22/7-29/8 （逢星期一︑二︑四, 共18堂）
時間︓9:30-11:00a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6人
費用︓會員$900  非會員$1,180
導師︓溢聰哥哥︑恩恩姐姐

天賦才能藝術班 (編號︓E02 ) 
內容︓繪畫及手工創作是人類用來表達情感︑陪養自信︑觀察力和專 
           注力的重要渠道︐在創作過程中除了體會當中的樂趣外︐也能學 
           習彼此欣賞︐成爲一個有同理心的交流者︒
日期︓22/7-26/8（逢星期一︐共6堂）
時間︓11:30-12: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00  非會員$350
導師︓Amy 姨姨（大一設計學院畢業︐多年教班經驗）
備註︓自備手袖和圍裙︒

變幻無窮扭波波 (編號︓E03)
內容︓教授扭氣球的基本技巧︐學習多款氣球造型︐增強學員的想像 
           力及創造力︐並激發其創意︒還有機會在31/8暑期閉幕禮上一展 
           所長 ︕
日期︓15/7-26/8（逢星期一︐共7堂）
時間︓2:00-3: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50  非會員$400
導師︓Anthony 哥哥（多年教班經驗）

   創意黏土大集合(編號︓E04)
內容︓用黏土製作各類作品︐透過黏土的搓︑揉︑

      捏︑壓等動作︐訓練孩子大小肌肉的發展與手 
      眼協調能力︐引導其自我創作的意念︐增強自 
      信心︒

日期︓15/7-26/8（逢星期一︐共7堂）
時間︓4:00-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50  非會員$400
導師︓Anthony 哥哥（多年教班經驗）

遊戲王者 (編號︓E05) 
內容︓齊玩有益集體遊戲︐在歡笑中建立群體信任和溝通︒學習到 
        「勝不驕︐敗不餒」才是真正的王者︕
日期︓23/7-27/8（逢星期二︐共6堂）
時間︓11:30-12: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5人
費用︓會員$300  非會員$350
導師︓恩恩姐姐
備註︓穿著運動衣服

英文FunFun會話(編號︓E07)
內容︓學習基本的日常對話︐透過角色扮演進行練習︐提升兒童對 
           英文的興趣︐並加強學員的自信心︒
日期︓24/7-31/8（逢星期三︐共6堂）
時間︓9:30-11:00a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60  非會員$410
導師︓恩恩姐姐

我係小廚神 (編號︰E06)
內容︓透過親手製作膳食︐從而學會處事的優先次序︒另外︐膳食 
           過後︐小朋友需學習收拾及簡單清潔︐除了培養其自理能力 
           之外︐也幫助他們體會父母對家的無私奉獻︒
日期︓24/7-29/8（逢星期三︑四, 共12堂）
時間︓11:30-1: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720  非會員$770
導師︓恩恩姐姐︑Joanna 姨姨

 鼓勵奬賞計劃︓每個小朋友完成當天任務後︐完成者將會獲得
  「代幣一個」︐並自行儲存︐留待每星期六換取禮物︒

中心好聲音 (編號︰E08)
內容︓教授鋼琴和歌唱等基本知識︐陶冶性情︐培養音樂氣息︒還 
           有機會在暑期閉幕禮上一展歌喉︒
日期︓17/7-28/8（逢星期三, 共7堂）
時間︓2:00-3: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50  非會員$400
導師︓恩恩姐姐（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畢業）

跆拳道教室（編號︰E09） 
內容︓學習跆拳道︐運用全身不同的肌肉可以強身健體︐同時教導 
           運動的禮儀︐做個守禮和有紀律的運動員︒
日期︓17/7-28/8（逢星期三, 共7堂）
時間︓4:00-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420  非會員$470
導師︓福音武術事工特派導師
備註: 穿著輕便,適合運動的服裝及運動鞋︒

「羽」你同樂（編號︰E10） 
內容︓教授小朋友羽毛球基礎技術訓練︐包括球感訓練︐開球︐各 
           種擊球等方法︐齊做帶氧運動︐增加安多酚︐做個喜樂的兒 
           童︒ 
日期︓18/7-29/8（逢星期四, 共7堂）
時間︓2:00-3: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00  非會員$350
導師︓蘇瑞芳（體育老師）
備註: 穿著輕便,適合運動的服裝及運動鞋︒

樂器隨手作 (編號︰E11)
內容︓有想過像生活日常可見可得的用品︐能搖身一變成為樂器
           嗎︖對身邊環境多觀察︐加上創意︐就能創作出獨一無二的 
           發聲玩具︒配合活動中的節奏︑速度︑音色和演奏方法的分 
           享和嘗試︐發掘小朋友的創意和音樂感︐享受音樂︐提升自 
           信︒ 
日期︓18/7-29/8（逢星期四,  共7堂）
時間︓4:00-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420  非會員$470
導師︓希臨姐姐（演藝學院畢業︐主修舞台聲音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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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D05)

內容：齊玩科學小實驗！通過簡單、有趣、適合 

           操作的科學小實驗，激發孩子的好奇心 

           和探究熱情，並在實驗中探索事物規， 

  同時，學會遵守規則、相互合作。

日期：20/7-24/8（逢星期六，共6堂）

時間：2:30-4:00pm

對象：升小二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480  非會員$530 

導師：靖哥哥

內容：體驗露營生活；讓孩童呼吸新鮮空氣 
親近大自然，並讓他們學習野外生火 
煮食、掌握搭營幕技巧、訓練自理能 
力，體驗不一樣的露營活動！

日期：21-23/8（星期三至五）

地點︰香港女童軍總會博康營地

集合時間：21/8 中午12:00

解散時間：23/8 下午5:00

對象：升小四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20人 (15位會員+5位非會員)

費用：會員$380  非會員$450

帶備：個人用品、替換衣物、防蚊防曬用品、餐具

*參加此活動須出席17/8（六）早上10:00活動簡介會

兒
童
興
趣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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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工房   (編號：D01)

內容：食物都可以好玩！自製漂亮、可愛造型甜點美食～

日期：27/7-31/8（逢星期六，共6堂）

時間：10:30-12:00noon

對象：升小二至升小五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60  非會員$410

英文開心學 (編號：D02)

內容：趣味英文邊玩邊學習。

日期：27/7-31/8（逢星期六，共6堂）

時間：10:30-12:00noon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四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60  非會員$410

陪童 Movie Movie  (編號：D03)

內容：假期中給予孩童機會到戲院欣賞即日上映電影，共享快樂。

日期：20/7（星期六）

時間：10:00-12:00noon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35人

費用：向教會肢體一齊籌募戲票(送予「牧的地」低收入兒童

       （全日託管/暑期聖經班參加者優先）)

地點：奧海城/旺角電影院

筆尖美學 (編號：D04 )

內容：跟傳統英文書法 Calligraphy不同，Brush Lettering 較為活潑、顏色選擇非 

         常多，而配合水彩繪畫便可在紙上發揮無限創意。掌握技巧後，可製作簡單書籤在紙 

         上發揮無限創意。掌握技巧後，可製作簡書籤、心意卡，將祝福化為心意卡送予至愛。

日期：27/7-31/8（逢星期六，共6堂）

時間：10:30-12:00pm

對象：升小四至升中三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480  非會員$530

導師 : Cindy Lu (理工大學時裝設計系畢業，自少

         熱愛藝術創作，具多年設計經驗，現積

         極學習及推廣西洋書法藝術)

玩轉emoji world-兒童聖經班
 (編號︓I01 )
透過聖經人物的經歷︑詩歌︑金句︑團體遊戲︑手工
等︐讓兒童跟著耶穌走進這個充滿情緒的Emoji-World︐
將沮喪變成盼望︑憤怒變成饒恕︑憂慮變成喜樂︑恐懼變
成平安︑抱怨變成感恩︕ 

日期︓15/7-19/7 (星期一至五, 共5堂)
時間︓9:30am-12:30pm
對象︓升小一至中一學生
名額︓30人
費用︓會員/非會員$100  

功課無難度 (編號︓E01)
內容︓明白現時學校家課比較繁重︐家長應付平日的工作需要未必有充 
           足的時間和精力去協助孩子完成暑期功課︒有見及此︐中心特設 
           功課輔導時段︐每天由指定導師協助孩子完成暑期功課︒
日期︓22/7-29/8 （逢星期一︑二︑四, 共18堂）
時間︓9:30-11:00a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6人
費用︓會員$900  非會員$1,180
導師︓溢聰哥哥︑恩恩姐姐

天賦才能藝術班 (編號︓E02 ) 
內容︓繪畫及手工創作是人類用來表達情感︑陪養自信︑觀察力和專 
           注力的重要渠道︐在創作過程中除了體會當中的樂趣外︐也能學 
           習彼此欣賞︐成爲一個有同理心的交流者︒
日期︓22/7-26/8（逢星期一︐共6堂）
時間︓11:30-12: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00  非會員$350
導師︓Amy 姨姨（大一設計學院畢業︐多年教班經驗）
備註︓自備手袖和圍裙︒

變幻無窮扭波波 (編號︓E03)
內容︓教授扭氣球的基本技巧︐學習多款氣球造型︐增強學員的想像 
           力及創造力︐並激發其創意︒還有機會在31/8暑期閉幕禮上一展 
           所長 ︕
日期︓15/7-26/8（逢星期一︐共7堂）
時間︓2:00-3: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50  非會員$400
導師︓Anthony 哥哥（多年教班經驗）

   創意黏土大集合(編號︓E04)
內容︓用黏土製作各類作品︐透過黏土的搓︑揉︑

      捏︑壓等動作︐訓練孩子大小肌肉的發展與手 
      眼協調能力︐引導其自我創作的意念︐增強自 
      信心︒

日期︓15/7-26/8（逢星期一︐共7堂）
時間︓4:00-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50  非會員$400
導師︓Anthony 哥哥（多年教班經驗）

遊戲王者 (編號︓E05) 
內容︓齊玩有益集體遊戲︐在歡笑中建立群體信任和溝通︒學習到 
        「勝不驕︐敗不餒」才是真正的王者︕
日期︓23/7-27/8（逢星期二︐共6堂）
時間︓11:30-12: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5人
費用︓會員$300  非會員$350
導師︓恩恩姐姐
備註︓穿著運動衣服

英文FunFun會話(編號︓E07)
內容︓學習基本的日常對話︐透過角色扮演進行練習︐提升兒童對 
           英文的興趣︐並加強學員的自信心︒
日期︓24/7-31/8（逢星期三︐共6堂）
時間︓9:30-11:00a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60  非會員$410
導師︓恩恩姐姐

我係小廚神 (編號︰E06)
內容︓透過親手製作膳食︐從而學會處事的優先次序︒另外︐膳食 
           過後︐小朋友需學習收拾及簡單清潔︐除了培養其自理能力 
           之外︐也幫助他們體會父母對家的無私奉獻︒
日期︓24/7-29/8（逢星期三︑四, 共12堂）
時間︓11:30-1: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720  非會員$770
導師︓恩恩姐姐︑Joanna 姨姨

 鼓勵奬賞計劃︓每個小朋友完成當天任務後︐完成者將會獲得
  「代幣一個」︐並自行儲存︐留待每星期六換取禮物︒

中心好聲音 (編號︰E08)
內容︓教授鋼琴和歌唱等基本知識︐陶冶性情︐培養音樂氣息︒還 
           有機會在暑期閉幕禮上一展歌喉︒
日期︓17/7-28/8（逢星期三, 共7堂）
時間︓2:00-3: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50  非會員$400
導師︓恩恩姐姐（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畢業）

跆拳道教室（編號︰E09） 
內容︓學習跆拳道︐運用全身不同的肌肉可以強身健體︐同時教導 
           運動的禮儀︐做個守禮和有紀律的運動員︒
日期︓17/7-28/8（逢星期三, 共7堂）
時間︓4:00-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420  非會員$470
導師︓福音武術事工特派導師
備註: 穿著輕便,適合運動的服裝及運動鞋︒

「羽」你同樂（編號︰E10） 
內容︓教授小朋友羽毛球基礎技術訓練︐包括球感訓練︐開球︐各 
           種擊球等方法︐齊做帶氧運動︐增加安多酚︐做個喜樂的兒 
           童︒ 
日期︓18/7-29/8（逢星期四, 共7堂）
時間︓2:00-3: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00  非會員$350
導師︓蘇瑞芳（體育老師）
備註: 穿著輕便,適合運動的服裝及運動鞋︒

樂器隨手作 (編號︰E11)
內容︓有想過像生活日常可見可得的用品︐能搖身一變成為樂器
           嗎︖對身邊環境多觀察︐加上創意︐就能創作出獨一無二的 
           發聲玩具︒配合活動中的節奏︑速度︑音色和演奏方法的分 
           享和嘗試︐發掘小朋友的創意和音樂感︐享受音樂︐提升自 
           信︒ 
日期︓18/7-29/8（逢星期四,  共7堂）
時間︓4:00-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420  非會員$470
導師︓希臨姐姐（演藝學院畢業︐主修舞台聲音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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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轉emoji world-兒童聖經班
 (編號︓I01 )
透過聖經人物的經歷︑詩歌︑金句︑團體遊戲︑手工
等︐讓兒童跟著耶穌走進這個充滿情緒的Emoji-World︐
將沮喪變成盼望︑憤怒變成饒恕︑憂慮變成喜樂︑恐懼變
成平安︑抱怨變成感恩︕ 

日期︓15/7-19/7 (星期一至五, 共5堂)
時間︓9:30am-12:30pm
對象︓升小一至中一學生
名額︓30人
費用︓會員/非會員$100  

功課無難度 (編號︓E01)
內容︓明白現時學校家課比較繁重︐家長應付平日的工作需要未必有充 
           足的時間和精力去協助孩子完成暑期功課︒有見及此︐中心特設
           功課輔導時段︐每天由指定導師協助孩子完成暑期功課︒
日期︓22/7-29/8 （逢星期一︑二︑四, 共18堂）
時間︓9:30-11:00a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6人
費用︓會員$900  非會員$1,180
導師︓溢聰哥哥︑恩恩姐姐

天賦才能藝術班 (編號︓E02 ) 
內容︓繪畫及手工創作是人類用來表達情感︑陪養自信︑觀察力和專  
           注力的重要渠道︐在創作過程中除了體會當中的樂趣外︐也能學 
           習彼此欣賞︐成爲一個有同理心的交流者︒
日期︓22/7-26/8（逢星期一︐共6堂）
時間︓11:30-12: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00  非會員$350
導師︓Amy 姨姨（大一設計學院畢業︐多年教班經驗）
備註︓自備手袖和圍裙︒

變幻無窮扭波波 (編號︓E03)
內容︓教授扭氣球的基本技巧︐學習多款氣球造型︐增強學員的想像  
           力及創造力︐並激發其創意︒還有機會在31/8暑期閉幕禮上一展 
           所長 ︕
日期︓15/7-26/8（逢星期一︐共7堂）
時間︓2:00-3: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50  非會員$400
導師︓Anthony 哥哥（多年教班經驗）

   創意黏土大集合(編號︓E04)
內容︓用黏土製作各類作品︐透過黏土的搓︑揉︑

      捏︑壓等動作︐訓練孩子大小肌肉的發展與手 
      眼協調能力︐引導其自我創作的意念︐增強自 
      信心︒

日期︓15/7-26/8（逢星期一︐共7堂）
時間︓4:00-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50  非會員$400
導師︓Anthony 哥哥（多年教班經驗）

遊戲王者 (編號︓E05) 
內容︓齊玩有益集體遊戲︐在歡笑中建立群體信任和溝通︒學習到 
        「勝不驕︐敗不餒」才是真正的王者︕
日期︓23/7-27/8（逢星期二︐共6堂）
時間︓11:30-12: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5人
費用︓會員$300  非會員$350
導師︓恩恩姐姐
備註︓穿著運動衣服

英文FunFun會話(編號︓E07)
內容︓學習基本的日常對話︐透過角色扮演進行練習︐提升兒童對 
           英文的興趣︐並加強學員的自信心︒
日期︓24/7-31/8（逢星期三︐共6堂）
時間︓9:30-11:00a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60  非會員$410
導師︓恩恩姐姐

我係小廚神 (編號︰E06)
內容︓透過親手製作膳食︐從而學會處事的優先次序︒另外︐膳食 
           過後︐小朋友需學習收拾及簡單清潔︐除了培養其自理能力 
           之外︐也幫助他們體會父母對家的無私奉獻︒
日期︓24/7-29/8（逢星期三︑四, 共12堂）
時間︓11:30-1: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720  非會員$770
導師︓恩恩姐姐︑Joanna 姨姨

 鼓勵奬賞計劃︓每個小朋友完成當天任務後︐完成者將會獲得
  「代幣一個」︐並自行儲存︐留待每星期六換取禮物︒

中心好聲音 (編號︰E08)
內容︓教授鋼琴和歌唱等基本知識︐陶冶性情︐培養音樂氣息︒還 
           有機會在暑期閉幕禮上一展歌喉︒
日期︓17/7-28/8（逢星期三, 共7堂）
時間︓2:00-3: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50  非會員$400
導師︓恩恩姐姐（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畢業）

跆拳道教室（編號︰E09） 
內容︓學習跆拳道︐運用全身不同的肌肉可以強身健體︐同時教導 
           運動的禮儀︐做個守禮和有紀律的運動員︒
日期︓17/7-28/8（逢星期三, 共7堂）
時間︓4:00-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420  非會員$470
導師︓福音武術事工特派導師
備註: 穿著輕便,適合運動的服裝及運動鞋︒

「羽」你同樂（編號︰E10） 
內容︓教授小朋友羽毛球基礎技術訓練︐包括球感訓練︐開球︐各 
           種擊球等方法︐齊做帶氧運動︐增加安多酚︐做個喜樂的兒 
           童︒ 
日期︓18/7-29/8（逢星期四, 共7堂）
時間︓2:00-3: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00  非會員$350
導師︓蘇瑞芳（體育老師）
備註: 穿著輕便,適合運動的服裝及運動鞋︒

樂器隨手作 (編號︰E11)
內容︓有想過像生活日常可見可得的用品︐能搖身一變成為樂器
           嗎︖對身邊環境多觀察︐加上創意︐就能創作出獨一無二的 
           發聲玩具︒配合活動中的節奏︑速度︑音色和演奏方法的分 
           享和嘗試︐發掘小朋友的創意和音樂感︐享受音樂︐提升自 
           信︒ 
日期︓18/7-29/8（逢星期四,  共7堂）
時間︓4:00-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420  非會員$470
導師︓希臨姐姐（演藝學院畢業︐主修舞台聲音設計）

備註︓根據參加者所提供的暑期功課資料而作出協助︒



P.9

獨立課程

P.9P.8

玩轉emoji world-兒童聖經班
 (編號︓I01 )
透過聖經人物的經歷︑詩歌︑金句︑團體遊戲︑手工
等︐讓兒童跟著耶穌走進這個充滿情緒的Emoji-World︐
將沮喪變成盼望︑憤怒變成饒恕︑憂慮變成喜樂︑恐懼變
成平安︑抱怨變成感恩︕ 

日期︓15/7-19/7 (星期一至五, 共5堂)
時間︓9:30am-12:30pm
對象︓升小一至中一學生
名額︓30人
費用︓會員/非會員$100  

功課無難度 (編號︓E01)
內容︓明白現時學校家課比較繁重︐家長應付平日的工作需要未必有充 
           足的時間和精力去協助孩子完成暑期功課︒有見及此︐中心特設 
           功課輔導時段︐每天由指定導師協助孩子完成暑期功課︒
日期︓22/7-29/8 （逢星期一︑二︑四, 共18堂）
時間︓9:30-11:00a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6人
費用︓會員$900  非會員$1,180
導師︓溢聰哥哥︑恩恩姐姐

天賦才能藝術班 (編號︓E02 )
內容︓繪畫及手工創作是人類用來表達情感︑陪養自信︑觀察力和專 
           注力的重要渠道︐在創作過程中除了體會當中的樂趣外︐也能學
           習彼此欣賞︐成爲一個有同理心的交流者︒
日期︓22/7-26/8（逢星期一︐共6堂）
時間︓11:30-12: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00  非會員$350
導師︓Amy 姨姨（大一設計學院畢業︐多年教班經驗）
備註︓自備手袖和圍裙︒

變幻無窮扭波波 (編號︓E03)
內容︓教授扭氣球的基本技巧︐學習多款氣球造型︐增強學員的想像 
           力及創造力︐並激發其創意︒還有機會在31/8暑期閉幕禮上一展
           所長 ︕
日期︓15/7-26/8（逢星期一︐共7堂）
時間︓2:00-3: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50  非會員$400
導師︓Anthony 哥哥（多年教班經驗）

   創意黏土大集合(編號︓E04)
內容︓用黏土製作各類作品︐透過黏土的搓︑揉︑

      捏︑壓等動作︐訓練孩子大小肌肉的發展與手 
      眼協調能力︐引導其自我創作的意念︐增強自 
      信心︒

日期︓15/7-26/8（逢星期一︐共7堂）
時間︓4:00-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50  非會員$400
導師︓Anthony 哥哥（多年教班經驗）

遊戲王者 (編號︓E05) 
內容︓齊玩有益集體遊戲︐在歡笑中建立群體信任和溝通︒學習到 
        「勝不驕︐敗不餒」才是真正的王者︕
日期︓23/7-27/8（逢星期二︐共6堂）
時間︓11:30-12: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5人
費用︓會員$300  非會員$350
導師︓恩恩姐姐
備註︓穿著運動衣服

英文FunFun會話(編號︓E07)
內容︓學習基本的日常對話︐透過角色扮演進行練習︐提升兒童對 
           英文的興趣︐並加強學員的自信心︒
日期︓24/7-31/8（逢星期三︐共6堂）
時間︓9:30-11:00a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60  非會員$410
導師︓恩恩姐姐

我係小廚神 (編號︰E06)
內容︓透過親手製作膳食︐從而學會處事的優先次序︒另外︐膳食 
           過後︐小朋友需學習收拾及簡單清潔︐除了培養其自理能力 
           之外︐也幫助他們體會父母對家的無私奉獻︒
日期︓24/7-29/8（逢星期三︑四, 共12堂）
時間︓11:30-1: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720  非會員$770
導師︓恩恩姐姐︑Joanna 姨姨

 鼓勵奬賞計劃︓每個小朋友完成當天任務後︐完成者將會獲得
  「代幣一個」︐並自行儲存︐留待每星期六換取禮物︒

中心好聲音 (編號︰E08)
內容︓教授鋼琴和歌唱等基本知識︐陶冶性情︐培養音樂氣息︒還 
           有機會在暑期閉幕禮上一展歌喉︒
日期︓17/7-28/8（逢星期三, 共7堂）
時間︓2:00-3: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50  非會員$400
導師︓恩恩姐姐（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畢業）

跆拳道教室（編號︰E09） 
內容︓學習跆拳道︐運用全身不同的肌肉可以強身健體︐同時教導 
           運動的禮儀︐做個守禮和有紀律的運動員︒
日期︓17/7-28/8（逢星期三, 共7堂）
時間︓4:00-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420  非會員$470
導師︓福音武術事工特派導師
備註: 穿著輕便,適合運動的服裝及運動鞋︒

「羽」你同樂（編號︰E10） 
內容︓教授小朋友羽毛球基礎技術訓練︐包括球感訓練︐開球︐各 
           種擊球等方法︐齊做帶氧運動︐增加安多酚︐做個喜樂的兒 
           童︒ 
日期︓18/7-29/8（逢星期四, 共7堂）
時間︓2:00-3: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00  非會員$350
導師︓蘇瑞芳（體育老師）
備註: 穿著輕便,適合運動的服裝及運動鞋︒

樂器隨手作 (編號︰E11)
內容︓有想過像生活日常可見可得的用品︐能搖身一變成為樂器
           嗎︖對身邊環境多觀察︐加上創意︐就能創作出獨一無二的 
           發聲玩具︒配合活動中的節奏︑速度︑音色和演奏方法的分 
           享和嘗試︐發掘小朋友的創意和音樂感︐享受音樂︐提升自 
           信︒ 
日期︓18/7-29/8（逢星期四,  共7堂）
時間︓4:00-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420  非會員$470
導師︓希臨姐姐（演藝學院畢業︐主修舞台聲音設計）

備註︓根據參加者所提供的暑期功課資料而作出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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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轉emoji world-兒童聖經班
 (編號︓I01 )
透過聖經人物的經歷︑詩歌︑金句︑團體遊戲︑手工
等︐讓兒童跟著耶穌走進這個充滿情緒的Emoji-World︐
將沮喪變成盼望︑憤怒變成饒恕︑憂慮變成喜樂︑恐懼變
成平安︑抱怨變成感恩︕ 

日期︓15/7-19/7 (星期一至五, 共5堂)
時間︓9:30am-12:30pm
對象︓升小一至中一學生
名額︓30人
費用︓會員/非會員$100  

功課無難度 (編號︓E01)
內容︓明白現時學校家課比較繁重︐家長應付平日的工作需要未必有充 
           足的時間和精力去協助孩子完成暑期功課︒有見及此︐中心特設 
           功課輔導時段︐每天由指定導師協助孩子完成暑期功課︒
日期︓22/7-29/8 （逢星期一︑二︑四, 共18堂）
時間︓9:30-11:00a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6人
費用︓會員$900  非會員$1,180
導師︓溢聰哥哥︑恩恩姐姐

天賦才能藝術班 (編號︓E02 ) 
內容︓繪畫及手工創作是人類用來表達情感︑陪養自信︑觀察力和專  
           注力的重要渠道︐在創作過程中除了體會當中的樂趣外︐也能學 
           習彼此欣賞︐成爲一個有同理心的交流者︒
日期︓22/7-26/8（逢星期一︐共6堂）
時間︓11:30-12: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00  非會員$350
導師︓Amy 姨姨（大一設計學院畢業︐多年教班經驗）
備註︓自備手袖和圍裙︒

變幻無窮扭波波 (編號︓E03)
內容︓教授扭氣球的基本技巧︐學習多款氣球造型︐增強學員的想像  
           力及創造力︐並激發其創意︒還有機會在31/8暑期閉幕禮上一展 
           所長 ︕
日期︓15/7-26/8（逢星期一︐共7堂）
時間︓2:00-3: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50  非會員$400
導師︓Anthony 哥哥（多年教班經驗）

   創意黏土大集合(編號︓E04)
內容︓用黏土製作各類作品︐透過黏土的搓︑揉︑

       捏︑壓等動作︐訓練孩子大小肌肉的發展與手 
       眼協調能力︐引導其自我創作的意念︐增強自 
       信心︒

日期︓15/7-26/8（逢星期一︐共7堂）
時間︓4:00-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50  非會員$400
導師︓Anthony 哥哥（多年教班經驗）

遊戲王者 (編號︓E05) 
內容︓齊玩有益集體遊戲︐在歡笑中建立群體信任和溝通︒學習到 
        「勝不驕︐敗不餒」才是真正的王者︕
日期︓23/7-27/8（逢星期二︐共6堂）
時間︓11:30-12: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5人
費用︓會員$300  非會員$350
導師︓恩恩姐姐
備註︓穿著運動衣服

英文FunFun會話(編號︓E07)
內容︓學習基本的日常對話︐透過角色扮演進行練習︐提升兒童對 
           英文的興趣︐並加強學員的自信心︒
日期︓24/7-31/8（逢星期三︐共6堂）
時間︓9:30-11:00a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60  非會員$410
導師︓恩恩姐姐

我係小廚神 (編號︰E06)
內容︓透過親手製作膳食︐從而學會處事的優先次序︒另外︐膳食 
           過後︐小朋友需學習收拾及簡單清潔︐除了培養其自理能力 
           之外︐也幫助他們體會父母對家的無私奉獻︒
日期︓24/7-29/8（逢星期三︑四, 共12堂）
時間︓11:30-1: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720  非會員$770
導師︓恩恩姐姐︑Joanna 姨姨

 鼓勵奬賞計劃︓每個小朋友完成當天任務後︐完成者將會獲得
  「代幣一個」︐並自行儲存︐留待每星期六換取禮物︒

中心好聲音 (編號︰E08)
內容︓教授鋼琴和歌唱等基本知識︐陶冶性情︐培養音樂氣息︒還 
           有機會在暑期閉幕禮上一展歌喉︒
日期︓17/7-28/8（逢星期三, 共7堂）
時間︓2:00-3: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50  非會員$400
導師︓恩恩姐姐（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畢業）

跆拳道教室（編號︰E09） 
內容︓學習跆拳道︐運用全身不同的肌肉可以強身健體︐同時教導 
           運動的禮儀︐做個守禮和有紀律的運動員︒
日期︓17/7-28/8（逢星期三, 共7堂）
時間︓4:00-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420  非會員$470
導師︓福音武術事工特派導師
備註: 穿著輕便,適合運動的服裝及運動鞋︒

「羽」你同樂（編號︰E10） 
內容︓教授小朋友羽毛球基礎技術訓練︐包括球感訓練︐開球︐各 
           種擊球等方法︐齊做帶氧運動︐增加安多酚︐做個喜樂的兒 
           童︒ 
日期︓18/7-29/8（逢星期四, 共7堂）
時間︓2:00-3: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00  非會員$350
導師︓蘇瑞芳（體育老師）
備註: 穿著輕便,適合運動的服裝及運動鞋︒

樂器隨手作 (編號︰E11)
內容︓有想過像生活日常可見可得的用品︐能搖身一變成為樂器
           嗎︖對身邊環境多觀察︐加上創意︐就能創作出獨一無二的 
           發聲玩具︒配合活動中的節奏︑速度︑音色和演奏方法的分 
           享和嘗試︐發掘小朋友的創意和音樂感︐享受音樂︐提升自 
           信︒ 
日期︓18/7-29/8（逢星期四,  共7堂）
時間︓4:00-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420  非會員$470
導師︓希臨姐姐（演藝學院畢業︐主修舞台聲音設計）

Well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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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轉emoji world-兒童聖經班
 (編號︓I01 )
透過聖經人物的經歷︑詩歌︑金句︑團體遊戲︑手工
等︐讓兒童跟著耶穌走進這個充滿情緒的Emoji-World︐
將沮喪變成盼望︑憤怒變成饒恕︑憂慮變成喜樂︑恐懼變
成平安︑抱怨變成感恩︕ 

日期︓15/7-19/7 (星期一至五, 共5堂)
時間︓9:30am-12:30pm
對象︓升小一至中一學生
名額︓30人
費用︓會員/非會員$100  

功課無難度 (編號︓E01)
內容︓明白現時學校家課比較繁重︐家長應付平日的工作需要未必有充 
           足的時間和精力去協助孩子完成暑期功課︒有見及此︐中心特設 
           功課輔導時段︐每天由指定導師協助孩子完成暑期功課︒
日期︓22/7-29/8 （逢星期一︑二︑四, 共18堂）
時間︓9:30-11:00a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6人
費用︓會員$900  非會員$1,180
導師︓溢聰哥哥︑恩恩姐姐

天賦才能藝術班 (編號︓E02 ) 
內容︓繪畫及手工創作是人類用來表達情感︑陪養自信︑觀察力和專 
           注力的重要渠道︐在創作過程中除了體會當中的樂趣外︐也能學 
           習彼此欣賞︐成爲一個有同理心的交流者︒
日期︓22/7-26/8（逢星期一︐共6堂）
時間︓11:30-12: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00  非會員$350
導師︓Amy 姨姨（大一設計學院畢業︐多年教班經驗）
備註︓自備手袖和圍裙︒

變幻無窮扭波波 (編號︓E03)
內容︓教授扭氣球的基本技巧︐學習多款氣球造型︐增強學員的想像 
           力及創造力︐並激發其創意︒還有機會在31/8暑期閉幕禮上一展 
           所長 ︕
日期︓15/7-26/8（逢星期一︐共7堂）
時間︓2:00-3: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50  非會員$400
導師︓Anthony 哥哥（多年教班經驗）

   創意黏土大集合(編號︓E04)
內容︓用黏土製作各類作品︐透過黏土的搓︑揉︑

      捏︑壓等動作︐訓練孩子大小肌肉的發展與手 
      眼協調能力︐引導其自我創作的意念︐增強自 
      信心︒

日期︓15/7-26/8（逢星期一︐共7堂）
時間︓4:00-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50  非會員$400
導師︓Anthony 哥哥（多年教班經驗）

遊戲王者 (編號︓E05) 
內容︓齊玩有益集體遊戲︐在歡笑中建立群體信任和溝通︒學習到 
        「勝不驕︐敗不餒」才是真正的王者︕
日期︓23/7-27/8（逢星期二︐共6堂）
時間︓11:30-12: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5人
費用︓會員$300  非會員$350
導師︓恩恩姐姐
備註︓穿著運動衣服

英文FunFun會話(編號︓E07)
內容︓學習基本的日常對話︐透過角色扮演進行練習︐提升兒童對 
           英文的興趣︐並加強學員的自信心︒
日期︓24/7-31/8（逢星期三︐共6堂）
時間︓9:30-11:00a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60  非會員$410
導師︓恩恩姐姐

我係小廚神 (編號︰E06)
內容︓透過親手製作膳食︐從而學會處事的優先次序︒另外︐膳食 
           過後︐小朋友需學習收拾及簡單清潔︐除了培養其自理能力
           之外︐也幫助他們體會父母對家的無私奉獻︒
日期︓24/7-29/8（逢星期三︑四, 共12堂）
時間︓11:30-1: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720  非會員$770
導師︓恩恩姐姐︑Joanna 姨姨

 鼓勵奬賞計劃︓每個小朋友完成當天任務後︐完成者將會獲得
  「代幣一個」︐並自行儲存︐留待每星期六換取禮物︒

中心好聲音 (編號︰E08)
內容︓教授鋼琴和歌唱等基本知識︐陶冶性情︐培養音樂氣息︒還 
           有機會在暑期閉幕禮上一展歌喉︒
日期︓17/7-28/8（逢星期三, 共7堂）
時間︓2:00-3: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50  非會員$400
導師︓恩恩姐姐（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畢業）

跆拳道教室（編號︰E09） 
內容︓學習跆拳道︐運用全身不同的肌肉可以強身健體︐同時教導 
           運動的禮儀︐做個守禮和有紀律的運動員︒
日期︓17/7-28/8（逢星期三, 共7堂）
時間︓4:00-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420  非會員$470
導師︓福音武術事工特派導師
備註: 穿著輕便,適合運動的服裝及運動鞋︒

「羽」你同樂（編號︰E10） 
內容︓教授小朋友羽毛球基礎技術訓練︐包括球感訓練︐開球︐各 
           種擊球等方法︐齊做帶氧運動︐增加安多酚︐做個喜樂的兒 
           童︒ 
日期︓18/7-29/8（逢星期四, 共7堂）
時間︓2:00-3: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00  非會員$350
導師︓蘇瑞芳（體育老師）
備註: 穿著輕便,適合運動的服裝及運動鞋︒

樂器隨手作 (編號︰E11)
內容︓有想過像生活日常可見可得的用品︐能搖身一變成為樂器
           嗎︖對身邊環境多觀察︐加上創意︐就能創作出獨一無二的 
           發聲玩具︒配合活動中的節奏︑速度︑音色和演奏方法的分 
           享和嘗試︐發掘小朋友的創意和音樂感︐享受音樂︐提升自 
           信︒ 
日期︓18/7-29/8（逢星期四,  共7堂）
時間︓4:00-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420  非會員$470
導師︓希臨姐姐（演藝學院畢業︐主修舞台聲音設計）

Well
done!



P.9

獨立課程

P.13P.12

玩轉emoji world-兒童聖經班
 (編號︓I01 )
透過聖經人物的經歷︑詩歌︑金句︑團體遊戲︑手工
等︐讓兒童跟著耶穌走進這個充滿情緒的Emoji-World︐
將沮喪變成盼望︑憤怒變成饒恕︑憂慮變成喜樂︑恐懼變
成平安︑抱怨變成感恩︕ 

日期︓15/7-19/7 (星期一至五, 共5堂)
時間︓9:30am-12:30pm
對象︓升小一至中一學生
名額︓30人
費用︓會員/非會員$100  

功課無難度 (編號︓E01)
內容︓明白現時學校家課比較繁重︐家長應付平日的工作需要未必有充 
           足的時間和精力去協助孩子完成暑期功課︒有見及此︐中心特設 
           功課輔導時段︐每天由指定導師協助孩子完成暑期功課︒
日期︓22/7-29/8 （逢星期一︑二︑四, 共18堂）
時間︓9:30-11:00a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6人
費用︓會員$900  非會員$1,180
導師︓溢聰哥哥︑恩恩姐姐

天賦才能藝術班 (編號︓E02 ) 
內容︓繪畫及手工創作是人類用來表達情感︑陪養自信︑觀察力和專  
           注力的重要渠道︐在創作過程中除了體會當中的樂趣外︐也能學 
           習彼此欣賞︐成爲一個有同理心的交流者︒
日期︓22/7-26/8（逢星期一︐共6堂）
時間︓11:30-12: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00  非會員$350
導師︓Amy 姨姨（大一設計學院畢業︐多年教班經驗）
備註︓自備手袖和圍裙︒

變幻無窮扭波波 (編號︓E03)
內容︓教授扭氣球的基本技巧︐學習多款氣球造型︐增強學員的想像  
           力及創造力︐並激發其創意︒還有機會在31/8暑期閉幕禮上一展 
           所長 ︕
日期︓15/7-26/8（逢星期一︐共7堂）
時間︓2:00-3: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50  非會員$400
導師︓Anthony 哥哥（多年教班經驗）

   創意黏土大集合(編號︓E04)
內容︓用黏土製作各類作品︐透過黏土的搓︑揉︑

       捏︑壓等動作︐訓練孩子大小肌肉的發展與手 
       眼協調能力︐引導其自我創作的意念︐增強自 
       信心︒

日期︓15/7-26/8（逢星期一︐共7堂）
時間︓4:00-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50  非會員$400
導師︓Anthony 哥哥（多年教班經驗）

遊戲王者 (編號︓E05) 
內容︓齊玩有益集體遊戲︐在歡笑中建立群體信任和溝通︒學習到 
        「勝不驕︐敗不餒」才是真正的王者︕
日期︓23/7-27/8（逢星期二︐共6堂）
時間︓11:30-12: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5人
費用︓會員$300  非會員$350
導師︓恩恩姐姐
備註︓穿著運動衣服

英文FunFun會話(編號︓E07)
內容︓學習基本的日常對話︐透過角色扮演進行練習︐提升兒童對 
           英文的興趣︐並加強學員的自信心︒
日期︓24/7-31/8（逢星期三︐共6堂）
時間︓9:30-11:00a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60  非會員$410
導師︓恩恩姐姐

我係小廚神 (編號︰E06)
內容︓透過親手製作膳食︐從而學會處事的優先次序︒另外︐膳食 
           過後︐小朋友需學習收拾及簡單清潔︐除了培養其自理能力 
           之外︐也幫助他們體會父母對家的無私奉獻︒
日期︓24/7-29/8（逢星期三︑四, 共12堂）
時間︓11:30-1: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720  非會員$770
導師︓恩恩姐姐︑Joanna 姨姨

 鼓勵奬賞計劃︓每個小朋友完成當天任務後︐完成者將會獲得
  「代幣一個」︐並自行儲存︐留待每星期六換取禮物︒

中心好聲音 (編號︰E08)
內容︓教授鋼琴和歌唱等基本知識︐陶冶性情︐培養音樂氣息︒還 
           有機會在暑期閉幕禮上一展歌喉︒
日期︓17/7-28/8（逢星期三, 共7堂）
時間︓2:00-3: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50  非會員$400
導師︓恩恩姐姐（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畢業）

跆拳道教室（編號︰E09） 
內容︓學習跆拳道︐運用全身不同的肌肉可以強身健體︐同時教導 
           運動的禮儀︐做個守禮和有紀律的運動員︒
日期︓17/7-28/8（逢星期三, 共7堂）
時間︓4:00-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420  非會員$470
導師︓福音武術事工特派導師
備註: 穿著輕便,適合運動的服裝及運動鞋︒

「羽」你同樂（編號︰E10） 
內容︓教授小朋友羽毛球基礎技術訓練︐包括球感訓練︐開球︐各 
           種擊球等方法︐齊做帶氧運動︐增加安多酚︐做個喜樂的兒 
           童︒ 
日期︓18/7-29/8（逢星期四, 共7堂）
時間︓2:00-3: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00  非會員$350
導師︓蘇瑞芳（體育老師）
備註: 穿著輕便,適合運動的服裝及運動鞋︒

樂器隨手作 (編號︰E11)
內容︓有想過像生活日常可見可得的用品︐能搖身一變成為樂器
           嗎︖對身邊環境多觀察︐加上創意︐就能創作出獨一無二的 
           發聲玩具︒配合活動中的節奏︑速度︑音色和演奏方法的分 
           享和嘗試︐發掘小朋友的創意和音樂感︐享受音樂︐提升自 
           信︒ 
日期︓18/7-29/8（逢星期四,  共7堂）
時間︓4:00-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420  非會員$470
導師︓希臨姐姐（演藝學院畢業︐主修舞台聲音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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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轉emoji world-兒童聖經班
 (編號︓I01 )
透過聖經人物的經歷︑詩歌︑金句︑團體遊戲︑手工
等︐讓兒童跟著耶穌走進這個充滿情緒的Emoji-World︐
將沮喪變成盼望︑憤怒變成饒恕︑憂慮變成喜樂︑恐懼變
成平安︑抱怨變成感恩︕ 

日期︓15/7-19/7 (星期一至五, 共5堂)
時間︓9:30am-12:30pm
對象︓升小一至中一學生
名額︓30人
費用︓會員/非會員$100  

功課無難度 (編號︓E01)
內容︓明白現時學校家課比較繁重︐家長應付平日的工作需要未必有充 
           足的時間和精力去協助孩子完成暑期功課︒有見及此︐中心特設 
           功課輔導時段︐每天由指定導師協助孩子完成暑期功課︒
日期︓22/7-29/8 （逢星期一︑二︑四, 共18堂）
時間︓9:30-11:00a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6人
費用︓會員$900  非會員$1,180
導師︓溢聰哥哥︑恩恩姐姐

天賦才能藝術班 (編號︓E02 ) 
內容︓繪畫及手工創作是人類用來表達情感︑陪養自信︑觀察力和專 
           注力的重要渠道︐在創作過程中除了體會當中的樂趣外︐也能學 
           習彼此欣賞︐成爲一個有同理心的交流者︒
日期︓22/7-26/8（逢星期一︐共6堂）
時間︓11:30-12: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00  非會員$350
導師︓Amy 姨姨（大一設計學院畢業︐多年教班經驗）
備註︓自備手袖和圍裙︒

變幻無窮扭波波 (編號︓E03)
內容︓教授扭氣球的基本技巧︐學習多款氣球造型︐增強學員的想像 
           力及創造力︐並激發其創意︒還有機會在31/8暑期閉幕禮上一展 
           所長 ︕
日期︓15/7-26/8（逢星期一︐共7堂）
時間︓2:00-3: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50  非會員$400
導師︓Anthony 哥哥（多年教班經驗）

   創意黏土大集合(編號︓E04)
內容︓用黏土製作各類作品︐透過黏土的搓︑揉︑

      捏︑壓等動作︐訓練孩子大小肌肉的發展與手 
      眼協調能力︐引導其自我創作的意念︐增強自 
      信心︒

日期︓15/7-26/8（逢星期一︐共7堂）
時間︓4:00-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50  非會員$400
導師︓Anthony 哥哥（多年教班經驗）

遊戲王者 (編號︓E05) 
內容︓齊玩有益集體遊戲︐在歡笑中建立群體信任和溝通︒學習到 
        「勝不驕︐敗不餒」才是真正的王者︕
日期︓23/7-27/8（逢星期二︐共6堂）
時間︓11:30-12: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5人
費用︓會員$300  非會員$350
導師︓恩恩姐姐
備註︓穿著運動衣服

英文FunFun會話(編號︓E07)
內容︓學習基本的日常對話︐透過角色扮演進行練習︐提升兒童對 
           英文的興趣︐並加強學員的自信心︒
日期︓24/7-31/8（逢星期三︐共6堂）
時間︓9:30-11:00a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60  非會員$410
導師︓恩恩姐姐

我係小廚神 (編號︰E06)
內容︓透過親手製作膳食︐從而學會處事的優先次序︒另外︐膳食 
           過後︐小朋友需學習收拾及簡單清潔︐除了培養其自理能力 
           之外︐也幫助他們體會父母對家的無私奉獻︒
日期︓24/7-29/8（逢星期三︑四, 共12堂）
時間︓11:30-1: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720  非會員$770
導師︓恩恩姐姐︑Joanna 姨姨

 鼓勵奬賞計劃︓每個小朋友完成當天任務後︐完成者將會獲得
  「代幣一個」︐並自行儲存︐留待每星期六換取禮物︒

中心好聲音 (編號︰E08)
內容︓教授鋼琴和歌唱等基本知識︐陶冶性情︐培養音樂氣息︒還 
           有機會在暑期閉幕禮上一展歌喉︒
日期︓17/7-28/8（逢星期三, 共7堂）
時間︓2:00-3: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50  非會員$400
導師︓恩恩姐姐（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畢業）

跆拳道教室（編號︰E09） 
內容︓學習跆拳道︐運用全身不同的肌肉可以強身健體︐同時教導 
           運動的禮儀︐做個守禮和有紀律的運動員︒
日期︓17/7-28/8（逢星期三, 共7堂）
時間︓4:00-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420  非會員$470
導師︓福音武術事工特派導師
備註: 穿著輕便,適合運動的服裝及運動鞋︒

「羽」你同樂（編號︰E10）
內容︓教授小朋友羽毛球基礎技術訓練︐包括球感訓練︐開球︐各 
           種擊球等方法︐齊做帶氧運動︐增加安多酚︐做個喜樂的兒
           童︒ 
日期︓18/7-29/8（逢星期四, 共7堂）
時間︓2:00-3: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00  非會員$350
導師︓蘇瑞芳（體育老師）
備註: 穿著輕便,適合運動的服裝及運動鞋︒

樂器隨手作 (編號︰E11)
內容︓有想過像生活日常可見可得的用品︐能搖身一變成為樂器
           嗎︖對身邊環境多觀察︐加上創意︐就能創作出獨一無二的
           發聲玩具︒配合活動中的節奏︑速度︑音色和演奏方法的分
           享和嘗試︐發掘小朋友的創意和音樂感︐享受音樂︐提升自
           信︒ 
日期︓18/7-29/8（逢星期四,  共7堂）
時間︓4:00-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420  非會員$470
導師︓希臨姐姐（演藝學院畢業︐主修舞台聲音設計）



玩轉emoji world-兒童聖經班
 (編號︓I01 )
透過聖經人物的經歷︑詩歌︑金句︑團體遊戲︑手工
等︐讓兒童跟著耶穌走進這個充滿情緒的Emoji-World︐
將沮喪變成盼望︑憤怒變成饒恕︑憂慮變成喜樂︑恐懼變
成平安︑抱怨變成感恩︕ 

日期︓15/7-19/7 (星期一至五, 共5堂)
時間︓9:30am-12:30pm
對象︓升小一至中一學生
名額︓30人
費用︓會員/非會員$100  

功課無難度 (編號︓E01)
內容︓明白現時學校家課比較繁重︐家長應付平日的工作需要未必有充 
           足的時間和精力去協助孩子完成暑期功課︒有見及此︐中心特設 
           功課輔導時段︐每天由指定導師協助孩子完成暑期功課︒
日期︓22/7-29/8 （逢星期一︑二︑四, 共18堂）
時間︓9:30-11:00a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6人
費用︓會員$900  非會員$1,180
導師︓溢聰哥哥︑恩恩姐姐

天賦才能藝術班 (編號︓E02 ) 
內容︓繪畫及手工創作是人類用來表達情感︑陪養自信︑觀察力和專 
           注力的重要渠道︐在創作過程中除了體會當中的樂趣外︐也能學 
           習彼此欣賞︐成爲一個有同理心的交流者︒
日期︓22/7-26/8（逢星期一︐共6堂）
時間︓11:30-12: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00  非會員$350
導師︓Amy 姨姨（大一設計學院畢業︐多年教班經驗）
備註︓自備手袖和圍裙︒

變幻無窮扭波波 (編號︓E03)
內容︓教授扭氣球的基本技巧︐學習多款氣球造型︐增強學員的想像 
           力及創造力︐並激發其創意︒還有機會在31/8暑期閉幕禮上一展 
           所長 ︕
日期︓15/7-26/8（逢星期一︐共7堂）
時間︓2:00-3: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50  非會員$400
導師︓Anthony 哥哥（多年教班經驗）

   創意黏土大集合(編號︓E04)
內容︓用黏土製作各類作品︐透過黏土的搓︑揉︑

      捏︑壓等動作︐訓練孩子大小肌肉的發展與手 
      眼協調能力︐引導其自我創作的意念︐增強自 
      信心︒

日期︓15/7-26/8（逢星期一︐共7堂）
時間︓4:00-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50  非會員$400
導師︓Anthony 哥哥（多年教班經驗）

遊戲王者 (編號︓E05) 
內容︓齊玩有益集體遊戲︐在歡笑中建立群體信任和溝通︒學習到 
        「勝不驕︐敗不餒」才是真正的王者︕
日期︓23/7-27/8（逢星期二︐共6堂）
時間︓11:30-12: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5人
費用︓會員$300  非會員$350
導師︓恩恩姐姐
備註︓穿著運動衣服

英文FunFun會話(編號︓E07)
內容︓學習基本的日常對話︐透過角色扮演進行練習︐提升兒童對 
           英文的興趣︐並加強學員的自信心︒
日期︓24/7-31/8（逢星期三︐共6堂）
時間︓9:30-11:00a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60  非會員$410
導師︓恩恩姐姐

我係小廚神 (編號︰E06)
內容︓透過親手製作膳食︐從而學會處事的優先次序︒另外︐膳食 
           過後︐小朋友需學習收拾及簡單清潔︐除了培養其自理能力 
           之外︐也幫助他們體會父母對家的無私奉獻︒
日期︓24/7-29/8（逢星期三︑四, 共12堂）
時間︓11:30-1: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720  非會員$770
導師︓恩恩姐姐︑Joanna 姨姨

 鼓勵奬賞計劃︓每個小朋友完成當天任務後︐完成者將會獲得
  「代幣一個」︐並自行儲存︐留待每星期六換取禮物︒

中心好聲音 (編號︰E08)
內容︓教授鋼琴和歌唱等基本知識︐陶冶性情︐培養音樂氣息︒還 
           有機會在暑期閉幕禮上一展歌喉︒
日期︓17/7-28/8（逢星期三, 共7堂）
時間︓2:00-3: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50  非會員$400
導師︓恩恩姐姐（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畢業）

跆拳道教室（編號︰E09） 
內容︓學習跆拳道︐運用全身不同的肌肉可以強身健體︐同時教導 
           運動的禮儀︐做個守禮和有紀律的運動員︒
日期︓17/7-28/8（逢星期三, 共7堂）
時間︓4:00-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420  非會員$470
導師︓福音武術事工特派導師
備註: 穿著輕便,適合運動的服裝及運動鞋︒

「羽」你同樂（編號︰E10） 
內容︓教授小朋友羽毛球基礎技術訓練︐包括球感訓練︐開球︐各 
           種擊球等方法︐齊做帶氧運動︐增加安多酚︐做個喜樂的兒 
           童︒ 
日期︓18/7-29/8（逢星期四, 共7堂）
時間︓2:00-3: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00  非會員$350
導師︓蘇瑞芳（體育老師）
備註: 穿著輕便,適合運動的服裝及運動鞋︒

樂器隨手作 (編號︰E11)
內容︓有想過像生活日常可見可得的用品︐能搖身一變成為樂器
           嗎︖對身邊環境多觀察︐加上創意︐就能創作出獨一無二的 
           發聲玩具︒配合活動中的節奏︑速度︑音色和演奏方法的分 
           享和嘗試︐發掘小朋友的創意和音樂感︐享受音樂︐提升自 
           信︒ 
日期︓18/7-29/8（逢星期四,  共7堂）
時間︓4:00-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420  非會員$470
導師︓希臨姐姐（演藝學院畢業︐主修舞台聲音設計）

中環.大館 (編號︰F02)

* 所繳交費用已包括交通費︑入場費及
    活動物資費︐不設退款︒
* 天氣炎熱多變︐請自備足夠食水及防
    曬用品及雨具︒
* 參觀地點/內容可能會因應實際的批核

申請結果或天氣原因而作出改動︐
中心保留最終決定權︒

大嶼山 . 民航處 （編號︰F03）

P.14 P.15

元朗. 雪糕廠（編號︰F04）

內容︓ 學習透過對身邊微不足道的材料和 
   對象觀察︑創作︐ 在過程中發掘  
   物料的質感和獨特性︐ 學習愛物  
   惜福︐以想像力d i y生活的趣味︒ 
   平常「雞毛蒜皮」的小事小物也可 
   化作美麗事物︒活動包括︓蒜頭
   燈︑食物研習室等︒ 

日期︓13/8（星期二）
時間︓1:30-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小六學生
         （鼓勵家長一同參加）
名額︓20 人
費用︓會員$120 -非會員$150

大埔.生活書院  (編號︰F05)

屯門. 牛奶廠(編號︰F06)

沙田. 飲食文化館(編號︰F07)

內容︓參觀維他奶廠房︐了解飲品的 
  生產過程︒

日期︓20/8（星期二）
時間︓2:30pm-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小六學生
名額︓25人
費用︓會員$50  非會員$70
備註︓如參觀維他奶公司申請不獲

  批︐則改往遊覽屯門公園及
  爬蟲館︒

奧海城 . OC STEM Lab（編號︰F01）
內容︓參觀OC STEM Lab 創意工作︐通過工作坊和先 

  進設備包括最新的微軟先進電腦設備︑鐳射切 
  割機︑首部座枱型全彩色 PLA 噴墨3D打印︑  
  VR設備︑A.I.機械人和各款編程及設計軟件
  等︐啟發年輕人對 STEM 的興趣︐創作更多有 
  趣及有創意的作品︒

日期︓16/7（星期二）
時間︓2:30-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小六學生
名額︓30人
費用︓會員$50  非會員$70
備註︓如參觀OC STEM Lab 創意工作室不獲批准︐則 

  改往參觀海事博物館及乘搭摩天輪︒

內容︓參觀大館︑元創坊等在繁囂都會中的 
  寧靜綠洲︐遊覽獨特的建築︑體驗藝 
  術文化活動︐從小栽種保育意念︒ 

日期︓23/7（星期二）
時間︓2:00-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小六學生
        （鼓勵家長一同參加）
名額︓25人
費用︓會員$50  非會員$70
備註︓如參觀大館的導賞申請不獲批 

  准︐則改為參觀醫學博物館︒

內容︓透過參觀民航處總部︐認識香港的 
   航空發展歷程︐也可進一步了解香 
   港作為國際航空樞紐︐民航處從中 
   擔任甚麼角色︐更可以目睹一些飛 
   機模型呢︕

日期︓30/7（星期二）
時間︓2:00-5:00pm 
對象︓升小一至小六學生
名額︓25人
費用︓會員$50  非會員$70

內容︓參觀雀巢雪糕廠房︐了解雪糕製作過程︒
日期︓6/8（星期二）
時間︓2:30-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小六學生
名額︓25人
費用︓會員$50  非會員$70
備註︓如參觀雀巢雪糕廠申請不獲批准︐則改

  在中心自製雪糕及雪條︒

內容︓「稻鄉飲食文化博物館」透過模擬
   場景︑文字說明︐以及不同時代展
   品︐讓大家親身領略各國獨有的飲
   食文化和特色︐體驗人類飲食文化
   的睿智和趣味︒

日期︓27/8（星期二）
時間︓2:00pm-5:00pm
對象︓升小一至小六學生
         （鼓勵家長一同參加）
名額︓20人
費用︓會員$50  非會員$70



玩轉emoji world-兒童聖經班
 (編號︓I01 )
透過聖經人物的經歷︑詩歌︑金句︑團體遊戲︑手工
等︐讓兒童跟著耶穌走進這個充滿情緒的Emoji-World︐
將沮喪變成盼望︑憤怒變成饒恕︑憂慮變成喜樂︑恐懼變
成平安︑抱怨變成感恩︕ 

日期︓15/7-19/7 (星期一至五, 共5堂)
時間︓9:30am-12:30pm
對象︓升小一至中一學生
名額︓30人
費用︓會員/非會員$100  

功課無難度 (編號︓E01)
內容︓明白現時學校家課比較繁重︐家長應付平日的工作需要未必有充 
           足的時間和精力去協助孩子完成暑期功課︒有見及此︐中心特設 
           功課輔導時段︐每天由指定導師協助孩子完成暑期功課︒
日期︓22/7-29/8 （逢星期一︑二︑四, 共18堂）
時間︓9:30-11:00a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6人
費用︓會員$900  非會員$1,180
導師︓溢聰哥哥︑恩恩姐姐

天賦才能藝術班 (編號︓E02 ) 
內容︓繪畫及手工創作是人類用來表達情感︑陪養自信︑觀察力和專 
           注力的重要渠道︐在創作過程中除了體會當中的樂趣外︐也能學 
           習彼此欣賞︐成爲一個有同理心的交流者︒
日期︓22/7-26/8（逢星期一︐共6堂）
時間︓11:30-12: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00  非會員$350
導師︓Amy 姨姨（大一設計學院畢業︐多年教班經驗）
備註︓自備手袖和圍裙︒

變幻無窮扭波波 (編號︓E03)
內容︓教授扭氣球的基本技巧︐學習多款氣球造型︐增強學員的想像 
           力及創造力︐並激發其創意︒還有機會在31/8暑期閉幕禮上一展 
           所長 ︕
日期︓15/7-26/8（逢星期一︐共7堂）
時間︓2:00-3: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50  非會員$400
導師︓Anthony 哥哥（多年教班經驗）

   創意黏土大集合(編號︓E04)
內容︓用黏土製作各類作品︐透過黏土的搓︑揉︑

      捏︑壓等動作︐訓練孩子大小肌肉的發展與手 
      眼協調能力︐引導其自我創作的意念︐增強自 
      信心︒

日期︓15/7-26/8（逢星期一︐共7堂）
時間︓4:00-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50  非會員$400
導師︓Anthony 哥哥（多年教班經驗）

遊戲王者 (編號︓E05) 
內容︓齊玩有益集體遊戲︐在歡笑中建立群體信任和溝通︒學習到 
        「勝不驕︐敗不餒」才是真正的王者︕
日期︓23/7-27/8（逢星期二︐共6堂）
時間︓11:30-12: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5人
費用︓會員$300  非會員$350
導師︓恩恩姐姐
備註︓穿著運動衣服

英文FunFun會話(編號︓E07)
內容︓學習基本的日常對話︐透過角色扮演進行練習︐提升兒童對 
           英文的興趣︐並加強學員的自信心︒
日期︓24/7-31/8（逢星期三︐共6堂）
時間︓9:30-11:00a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60  非會員$410
導師︓恩恩姐姐

我係小廚神 (編號︰E06)
內容︓透過親手製作膳食︐從而學會處事的優先次序︒另外︐膳食 
           過後︐小朋友需學習收拾及簡單清潔︐除了培養其自理能力 
           之外︐也幫助他們體會父母對家的無私奉獻︒
日期︓24/7-29/8（逢星期三︑四, 共12堂）
時間︓11:30-1: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720  非會員$770
導師︓恩恩姐姐︑Joanna 姨姨

 鼓勵奬賞計劃︓每個小朋友完成當天任務後︐完成者將會獲得
  「代幣一個」︐並自行儲存︐留待每星期六換取禮物︒

中心好聲音 (編號︰E08)
內容︓教授鋼琴和歌唱等基本知識︐陶冶性情︐培養音樂氣息︒還 
           有機會在暑期閉幕禮上一展歌喉︒
日期︓17/7-28/8（逢星期三, 共7堂）
時間︓2:00-3: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50  非會員$400
導師︓恩恩姐姐（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畢業）

跆拳道教室（編號︰E09） 
內容︓學習跆拳道︐運用全身不同的肌肉可以強身健體︐同時教導 
           運動的禮儀︐做個守禮和有紀律的運動員︒
日期︓17/7-28/8（逢星期三, 共7堂）
時間︓4:00-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420  非會員$470
導師︓福音武術事工特派導師
備註: 穿著輕便,適合運動的服裝及運動鞋︒

「羽」你同樂（編號︰E10） 
內容︓教授小朋友羽毛球基礎技術訓練︐包括球感訓練︐開球︐各 
           種擊球等方法︐齊做帶氧運動︐增加安多酚︐做個喜樂的兒 
           童︒ 
日期︓18/7-29/8（逢星期四, 共7堂）
時間︓2:00-3: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00  非會員$350
導師︓蘇瑞芳（體育老師）
備註: 穿著輕便,適合運動的服裝及運動鞋︒

樂器隨手作 (編號︰E11)
內容︓有想過像生活日常可見可得的用品︐能搖身一變成為樂器
           嗎︖對身邊環境多觀察︐加上創意︐就能創作出獨一無二的 
           發聲玩具︒配合活動中的節奏︑速度︑音色和演奏方法的分 
           享和嘗試︐發掘小朋友的創意和音樂感︐享受音樂︐提升自 
           信︒ 
日期︓18/7-29/8（逢星期四,  共7堂）
時間︓4:00-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420  非會員$470
導師︓希臨姐姐（演藝學院畢業︐主修舞台聲音設計）

中環.大館 (編號︰F02)

* 所繳交費用已包括交通費︑入場費及                
      活動物資費︐不設退款︒
* 天氣炎熱多變︐請自備足夠食水及防        
      曬用品及雨具︒
* 參觀地點/內容可能會因應實際的批核
      申請結果或天氣原因而作出改動︐
      中心保留最終決定權︒

大嶼山 . 民航處 （編號︰F03）

P.14 P.15

元朗. 雪糕廠（編號︰F04）

內容︓ 學習透過對身邊微不足道的材料和 
   對象觀察︑創作︐ 在過程中發掘  
   物料的質感和獨特性︐ 學習愛物  
   惜福︐以想像力d i y生活的趣味︒ 
   平常「雞毛蒜皮」的小事小物也可 
   化作美麗事物︒活動包括︓蒜頭
   燈︑食物研習室等︒ 

日期︓13/8（星期二）
時間︓1:30-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小六學生
         （鼓勵家長一同參加）
名額︓20 人
費用︓會員$120 -非會員$150

大埔.生活書院  (編號︰F05)

屯門. 牛奶廠(編號︰F06)

沙田. 飲食文化館(編號︰F07)

內容︓參觀維他奶廠房︐了解飲品的 
  生產過程︒

日期︓20/8（星期二）
時間︓2:30pm-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小六學生
名額︓25人
費用︓會員$50  非會員$70
備註︓如參觀維他奶公司申請不獲

  批︐則改往遊覽屯門公園及
  爬蟲館︒

奧海城 . OC STEM Lab（編號︰F01）
內容︓參觀OC STEM Lab 創意工作︐通過工作坊和先 

  進設備包括最新的微軟先進電腦設備︑鐳射切 
  割機︑首部座枱型全彩色 PLA 噴墨3D打印︑  
  VR設備︑A.I.機械人和各款編程及設計軟件
  等︐啟發年輕人對 STEM 的興趣︐創作更多有 
  趣及有創意的作品︒

日期︓16/7（星期二）
時間︓2:30-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小六學生
名額︓30人
費用︓會員$50  非會員$70
備註︓如參觀OC STEM Lab 創意工作室不獲批准︐則 

  改往參觀海事博物館及乘搭摩天輪︒

內容︓參觀大館︑元創坊等在繁囂都會中的 
  寧靜綠洲︐遊覽獨特的建築︑體驗藝 
  術文化活動︐從小栽種保育意念︒ 

日期︓23/7（星期二）
時間︓2:00-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小六學生
        （鼓勵家長一同參加）
名額︓25人
費用︓會員$50  非會員$70
備註︓如參觀大館的導賞申請不獲批 

  准︐則改為參觀醫學博物館︒

內容︓透過參觀民航處總部︐認識香港的  
   航空發展歷程︐也可進一步了解香  
   港作為國際航空樞紐︐民航處從中  
   擔任甚麼角色︐更可以目睹一些飛  
   機模型呢︕

日期︓30/7（星期二）
時間︓2:00-5:00pm 
對象︓升小一至小六學生
名額︓25人
費用︓會員$50  非會員$70

內容︓參觀雀巢雪糕廠房︐了解雪糕製作過程︒
日期︓6/8（星期二）
時間︓2:30-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小六學生
名額︓25人
費用︓會員$50  非會員$70
備註︓如參觀雀巢雪糕廠申請不獲批准︐則改

  在中心自製雪糕及雪條︒

內容︓「稻鄉飲食文化博物館」透過模擬
   場景︑文字說明︐以及不同時代展
   品︐讓大家親身領略各國獨有的飲
   食文化和特色︐體驗人類飲食文化
   的睿智和趣味︒

日期︓27/8（星期二）
時間︓2:00pm-5:00pm
對象︓升小一至小六學生
         （鼓勵家長一同參加）
名額︓20人
費用︓會員$50  非會員$70



玩轉emoji world-兒童聖經班
 (編號︓I01 )
透過聖經人物的經歷︑詩歌︑金句︑團體遊戲︑手工
等︐讓兒童跟著耶穌走進這個充滿情緒的Emoji-World︐
將沮喪變成盼望︑憤怒變成饒恕︑憂慮變成喜樂︑恐懼變
成平安︑抱怨變成感恩︕ 

日期︓15/7-19/7 (星期一至五, 共5堂)
時間︓9:30am-12:30pm
對象︓升小一至中一學生
名額︓30人
費用︓會員/非會員$100  

功課無難度 (編號︓E01)
內容︓明白現時學校家課比較繁重︐家長應付平日的工作需要未必有充 
           足的時間和精力去協助孩子完成暑期功課︒有見及此︐中心特設 
           功課輔導時段︐每天由指定導師協助孩子完成暑期功課︒
日期︓22/7-29/8 （逢星期一︑二︑四, 共18堂）
時間︓9:30-11:00a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6人
費用︓會員$900  非會員$1,180
導師︓溢聰哥哥︑恩恩姐姐

天賦才能藝術班 (編號︓E02 ) 
內容︓繪畫及手工創作是人類用來表達情感︑陪養自信︑觀察力和專 
           注力的重要渠道︐在創作過程中除了體會當中的樂趣外︐也能學 
           習彼此欣賞︐成爲一個有同理心的交流者︒
日期︓22/7-26/8（逢星期一︐共6堂）
時間︓11:30-12: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00  非會員$350
導師︓Amy 姨姨（大一設計學院畢業︐多年教班經驗）
備註︓自備手袖和圍裙︒

變幻無窮扭波波 (編號︓E03)
內容︓教授扭氣球的基本技巧︐學習多款氣球造型︐增強學員的想像 
           力及創造力︐並激發其創意︒還有機會在31/8暑期閉幕禮上一展 
           所長 ︕
日期︓15/7-26/8（逢星期一︐共7堂）
時間︓2:00-3: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50  非會員$400
導師︓Anthony 哥哥（多年教班經驗）

   創意黏土大集合(編號︓E04)
內容︓用黏土製作各類作品︐透過黏土的搓︑揉︑

      捏︑壓等動作︐訓練孩子大小肌肉的發展與手 
      眼協調能力︐引導其自我創作的意念︐增強自 
      信心︒

日期︓15/7-26/8（逢星期一︐共7堂）
時間︓4:00-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50  非會員$400
導師︓Anthony 哥哥（多年教班經驗）

遊戲王者 (編號︓E05) 
內容︓齊玩有益集體遊戲︐在歡笑中建立群體信任和溝通︒學習到 
        「勝不驕︐敗不餒」才是真正的王者︕
日期︓23/7-27/8（逢星期二︐共6堂）
時間︓11:30-12: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5人
費用︓會員$300  非會員$350
導師︓恩恩姐姐
備註︓穿著運動衣服

英文FunFun會話(編號︓E07)
內容︓學習基本的日常對話︐透過角色扮演進行練習︐提升兒童對 
           英文的興趣︐並加強學員的自信心︒
日期︓24/7-31/8（逢星期三︐共6堂）
時間︓9:30-11:00a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60  非會員$410
導師︓恩恩姐姐

我係小廚神 (編號︰E06)
內容︓透過親手製作膳食︐從而學會處事的優先次序︒另外︐膳食 
           過後︐小朋友需學習收拾及簡單清潔︐除了培養其自理能力 
           之外︐也幫助他們體會父母對家的無私奉獻︒
日期︓24/7-29/8（逢星期三︑四, 共12堂）
時間︓11:30-1: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720  非會員$770
導師︓恩恩姐姐︑Joanna 姨姨

 鼓勵奬賞計劃︓每個小朋友完成當天任務後︐完成者將會獲得
  「代幣一個」︐並自行儲存︐留待每星期六換取禮物︒

中心好聲音 (編號︰E08)
內容︓教授鋼琴和歌唱等基本知識︐陶冶性情︐培養音樂氣息︒還 
           有機會在暑期閉幕禮上一展歌喉︒
日期︓17/7-28/8（逢星期三, 共7堂）
時間︓2:00-3: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50  非會員$400
導師︓恩恩姐姐（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畢業）

跆拳道教室（編號︰E09） 
內容︓學習跆拳道︐運用全身不同的肌肉可以強身健體︐同時教導 
           運動的禮儀︐做個守禮和有紀律的運動員︒
日期︓17/7-28/8（逢星期三, 共7堂）
時間︓4:00-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420  非會員$470
導師︓福音武術事工特派導師
備註: 穿著輕便,適合運動的服裝及運動鞋︒

「羽」你同樂（編號︰E10） 
內容︓教授小朋友羽毛球基礎技術訓練︐包括球感訓練︐開球︐各 
           種擊球等方法︐齊做帶氧運動︐增加安多酚︐做個喜樂的兒 
           童︒ 
日期︓18/7-29/8（逢星期四, 共7堂）
時間︓2:00-3: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00  非會員$350
導師︓蘇瑞芳（體育老師）
備註: 穿著輕便,適合運動的服裝及運動鞋︒

樂器隨手作 (編號︰E11)
內容︓有想過像生活日常可見可得的用品︐能搖身一變成為樂器
           嗎︖對身邊環境多觀察︐加上創意︐就能創作出獨一無二的 
           發聲玩具︒配合活動中的節奏︑速度︑音色和演奏方法的分 
           享和嘗試︐發掘小朋友的創意和音樂感︐享受音樂︐提升自 
           信︒ 
日期︓18/7-29/8（逢星期四,  共7堂）
時間︓4:00-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420  非會員$470
導師︓希臨姐姐（演藝學院畢業︐主修舞台聲音設計）

萬
里行  - 週五全日 活

動

* 所繳交費用已包括午膳︑交通費︑入場費及活動物資等︐不設退款︒
* 天氣炎熱︐請自備足夠食水及防曬用品
* 沙灘活動要自備替換衣物並遵從工作人員指示
* 如因天氣原因更改/取消行程︐中心會儘早通知並保留最終決定權︒

環保天地 (編號︓G01)
內容︓ 參觀不同的環保展館,了解地球資源與我們自身的關係︐

          學習珍惜愛護地球,做個環保小先鋒︒
日期︓19/7（星期五）
時間︓2:00pm-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小六學生（鼓勵家長一同參加）
名額︓20人
地點︓粉嶺環境資源中心
費用︓會員$50  非會員$70

愉悅一日遊（編號︰G02)
內容︓到一個享有輕鬆生活節奏及外國風情的小社區遊玩-有中央公園︑三角玻璃 

 教堂︑大白灣沙灘等︐感受不一樣的香港︐還會到小朋友最喜歡的歷奇王 
 國大玩一番︕

日期︓26/7（星期五）
時間︓9:30am-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小六學生
名額︓20人
地點︓愉景灣
費用︓會員$200  非會員$230 

T-Park屯門遊（編號︰G03）
內容︓參觀香港首個自給自足的污泥處理設施︐欣賞 周邊自然生態美景一起 

加強環保行動︐打造低 碳的香港︔還可以體驗水療池,舒緩疲勞︒
日期︓2/8（星期五）
時間︓9:30am-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小六學生（鼓勵家長一同參加）
名額︓15人
地點︓屯門稔灣
費用︓會員$120  非會員$150
備註︓帶備泳衣（水療池穿）︑5元硬幣（儲物櫃用）

WEEE‧PARK︑濕地公園（編號︰G04）
內容︓參觀廢電器電子產品處理及回收的設施及運作過程︐然後會參觀濕地
            公園︐觀賞大自然不同的生物︐從而體會「轉廢為材」和自然保育的
            重要性︒
日期︓9/8（星期五）
時間︓9:30am-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小六學生（鼓勵家長一同參加）
名額︓35人
地點︓屯門環保園︑濕地公園
費用︓會員 $150   非會員 $180
備註︓如申請不獲批︐則改往橋咀島沙灘遊玩

菠蘿園（編號︰G05）
內容︓置身菠蘿的世界-學習及親身有機蔬菜種子種植︑品嚐

         菠蘿午餐︐齊齊DIY彩繪錢罌及有機紅豆砵仔糕︒
日期︓16/8（星期五）
時間︓9:30am-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小六學生（鼓勵家長一同參加）
名額︓20人
地點︓有機薈低碳農莊
費用︓會員$200  非會員$230

探探營（編號︰G06）
內容︓探探「小小人在野」︐參與一天的原野活動︐體驗野外煮食︒
日期︓23/8（星期五）
時間︓9:30am-5:0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120  非會員$150

西貢三星灣（編號︰G07）
內容︓夏天最好的活動便是到海灘降溫︐在水清沙幼的三星灣游水︑
           玩沙︑水槍大戰︐相信是一大樂事呢︕
日期︓30/8（星期五）
時間︓9:30pm-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小六學生（鼓勵家長一同參加）
名額︓20人
費用︓會員$150  非會員$180P.16 P.17



玩轉emoji world-兒童聖經班
 (編號︓I01 )
透過聖經人物的經歷︑詩歌︑金句︑團體遊戲︑手工
等︐讓兒童跟著耶穌走進這個充滿情緒的Emoji-World︐
將沮喪變成盼望︑憤怒變成饒恕︑憂慮變成喜樂︑恐懼變
成平安︑抱怨變成感恩︕ 

日期︓15/7-19/7 (星期一至五, 共5堂)
時間︓9:30am-12:30pm
對象︓升小一至中一學生
名額︓30人
費用︓會員/非會員$100  

功課無難度 (編號︓E01)
內容︓明白現時學校家課比較繁重︐家長應付平日的工作需要未必有充 
           足的時間和精力去協助孩子完成暑期功課︒有見及此︐中心特設 
           功課輔導時段︐每天由指定導師協助孩子完成暑期功課︒
日期︓22/7-29/8 （逢星期一︑二︑四, 共18堂）
時間︓9:30-11:00a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6人
費用︓會員$900  非會員$1,180
導師︓溢聰哥哥︑恩恩姐姐

天賦才能藝術班 (編號︓E02 ) 
內容︓繪畫及手工創作是人類用來表達情感︑陪養自信︑觀察力和專 
           注力的重要渠道︐在創作過程中除了體會當中的樂趣外︐也能學 
           習彼此欣賞︐成爲一個有同理心的交流者︒
日期︓22/7-26/8（逢星期一︐共6堂）
時間︓11:30-12: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00  非會員$350
導師︓Amy 姨姨（大一設計學院畢業︐多年教班經驗）
備註︓自備手袖和圍裙︒

變幻無窮扭波波 (編號︓E03)
內容︓教授扭氣球的基本技巧︐學習多款氣球造型︐增強學員的想像 
           力及創造力︐並激發其創意︒還有機會在31/8暑期閉幕禮上一展 
           所長 ︕
日期︓15/7-26/8（逢星期一︐共7堂）
時間︓2:00-3: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50  非會員$400
導師︓Anthony 哥哥（多年教班經驗）

   創意黏土大集合(編號︓E04)
內容︓用黏土製作各類作品︐透過黏土的搓︑揉︑

      捏︑壓等動作︐訓練孩子大小肌肉的發展與手 
      眼協調能力︐引導其自我創作的意念︐增強自 
      信心︒

日期︓15/7-26/8（逢星期一︐共7堂）
時間︓4:00-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50  非會員$400
導師︓Anthony 哥哥（多年教班經驗）

遊戲王者 (編號︓E05) 
內容︓齊玩有益集體遊戲︐在歡笑中建立群體信任和溝通︒學習到 
        「勝不驕︐敗不餒」才是真正的王者︕
日期︓23/7-27/8（逢星期二︐共6堂）
時間︓11:30-12: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5人
費用︓會員$300  非會員$350
導師︓恩恩姐姐
備註︓穿著運動衣服

英文FunFun會話(編號︓E07)
內容︓學習基本的日常對話︐透過角色扮演進行練習︐提升兒童對 
           英文的興趣︐並加強學員的自信心︒
日期︓24/7-31/8（逢星期三︐共6堂）
時間︓9:30-11:00a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60  非會員$410
導師︓恩恩姐姐

我係小廚神 (編號︰E06)
內容︓透過親手製作膳食︐從而學會處事的優先次序︒另外︐膳食 
           過後︐小朋友需學習收拾及簡單清潔︐除了培養其自理能力 
           之外︐也幫助他們體會父母對家的無私奉獻︒
日期︓24/7-29/8（逢星期三︑四, 共12堂）
時間︓11:30-1: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720  非會員$770
導師︓恩恩姐姐︑Joanna 姨姨

 鼓勵奬賞計劃︓每個小朋友完成當天任務後︐完成者將會獲得
  「代幣一個」︐並自行儲存︐留待每星期六換取禮物︒

中心好聲音 (編號︰E08)
內容︓教授鋼琴和歌唱等基本知識︐陶冶性情︐培養音樂氣息︒還 
           有機會在暑期閉幕禮上一展歌喉︒
日期︓17/7-28/8（逢星期三, 共7堂）
時間︓2:00-3: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50  非會員$400
導師︓恩恩姐姐（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畢業）

跆拳道教室（編號︰E09） 
內容︓學習跆拳道︐運用全身不同的肌肉可以強身健體︐同時教導 
           運動的禮儀︐做個守禮和有紀律的運動員︒
日期︓17/7-28/8（逢星期三, 共7堂）
時間︓4:00-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420  非會員$470
導師︓福音武術事工特派導師
備註: 穿著輕便,適合運動的服裝及運動鞋︒

「羽」你同樂（編號︰E10） 
內容︓教授小朋友羽毛球基礎技術訓練︐包括球感訓練︐開球︐各 
           種擊球等方法︐齊做帶氧運動︐增加安多酚︐做個喜樂的兒 
           童︒ 
日期︓18/7-29/8（逢星期四, 共7堂）
時間︓2:00-3: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00  非會員$350
導師︓蘇瑞芳（體育老師）
備註: 穿著輕便,適合運動的服裝及運動鞋︒

樂器隨手作 (編號︰E11)
內容︓有想過像生活日常可見可得的用品︐能搖身一變成為樂器
           嗎︖對身邊環境多觀察︐加上創意︐就能創作出獨一無二的 
           發聲玩具︒配合活動中的節奏︑速度︑音色和演奏方法的分 
           享和嘗試︐發掘小朋友的創意和音樂感︐享受音樂︐提升自 
           信︒ 
日期︓18/7-29/8（逢星期四,  共7堂）
時間︓4:00-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420  非會員$470
導師︓希臨姐姐（演藝學院畢業︐主修舞台聲音設計）

萬
里行  - 週五全日 活

動

* 所繳交費用已包括午膳︑交通費︑入場費及活動物資等︐不設退款︒
* 天氣炎熱︐請自備足夠食水及防曬用品
* 沙灘活動要自備替換衣物並遵從工作人員指示
* 如因天氣原因更改/取消行程︐中心會儘早通知並保留最終決定權︒

環保天地 (編號︓G01)
內容︓ 參觀不同的環保展館,了解地球資源與我們自身的關係︐

          學習珍惜愛護地球,做個環保小先鋒︒
日期︓19/7（星期五）
時間︓2:00pm-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小六學生（鼓勵家長一同參加）
名額︓20人
地點︓粉嶺環境資源中心
費用︓會員$50  非會員$70

愉悅一日遊（編號︰G02)
內容︓到一個享有輕鬆生活節奏及外國風情的小社區遊玩-有中央公園︑三角玻璃 

 教堂︑大白灣沙灘等︐感受不一樣的香港︐還會到小朋友最喜歡的歷奇王 
 國大玩一番︕

日期︓26/7（星期五）
時間︓9:30am-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小六學生
名額︓20人
地點︓愉景灣
費用︓會員$200  非會員$230 

T-Park屯門遊（編號︰G03）
內容︓參觀香港首個自給自足的污泥處理設施︐欣賞 周邊自然生態美景一起 

加強環保行動︐打造低 碳的香港︔還可以體驗水療池,舒緩疲勞︒
日期︓2/8（星期五）
時間︓9:30am-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小六學生（鼓勵家長一同參加）
名額︓15人
地點︓屯門稔灣
費用︓會員$120  非會員$150
備註︓帶備泳衣（水療池穿）︑5元硬幣（儲物櫃用）

WEEE‧PARK︑濕地公園（編號︰G04）
內容︓參觀廢電器電子產品處理及回收的設施及運作過程︐然後會參觀濕地
            公園︐觀賞大自然不同的生物︐從而體會「轉廢為材」和自然保育的
            重要性︒
日期︓9/8（星期五）
時間︓9:30am-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小六學生（鼓勵家長一同參加）
名額︓35人
地點︓屯門環保園︑濕地公園
費用︓會員 $150   非會員 $180
備註︓如申請不獲批︐則改往橋咀島沙灘遊玩

菠蘿園（編號︰G05）
內容︓置身菠蘿的世界-學習及親身有機蔬菜種子種植︑品嚐

         菠蘿午餐︐齊齊DIY彩繪錢罌及有機紅豆砵仔糕︒
日期︓16/8（星期五）
時間︓9:30am-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小六學生（鼓勵家長一同參加）
名額︓20人
地點︓有機薈低碳農莊
費用︓會員$200  非會員$230

探探營（編號︰G06）
內容︓探探「小小人在野」︐參與一天的原野活動︐體驗野外煮食︒
日期︓23/8（星期五）
時間︓9:30am-5:0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120  非會員$150

西貢三星灣（編號︰G07）
內容︓夏天最好的活動便是到海灘降溫︐在水清沙幼的三星灣游水︑
           玩沙︑水槍大戰︐相信是一大樂事呢︕
日期︓30/8（星期五）
時間︓9:30pm-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小六學生（鼓勵家長一同參加）
名額︓20人
費用︓會員$150  非會員$180P.16 P.17



玩轉emoji world-兒童聖經班
 (編號︓I01 )
透過聖經人物的經歷︑詩歌︑金句︑團體遊戲︑手工
等︐讓兒童跟著耶穌走進這個充滿情緒的Emoji-World︐
將沮喪變成盼望︑憤怒變成饒恕︑憂慮變成喜樂︑恐懼變
成平安︑抱怨變成感恩︕ 

日期︓15/7-19/7 (星期一至五, 共5堂)
時間︓9:30am-12:30pm
對象︓升小一至中一學生
名額︓30人
費用︓會員/非會員$100  

功課無難度 (編號︓E01)
內容︓明白現時學校家課比較繁重︐家長應付平日的工作需要未必有充 
           足的時間和精力去協助孩子完成暑期功課︒有見及此︐中心特設 
           功課輔導時段︐每天由指定導師協助孩子完成暑期功課︒
日期︓22/7-29/8 （逢星期一︑二︑四, 共18堂）
時間︓9:30-11:00a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6人
費用︓會員$900  非會員$1,180
導師︓溢聰哥哥︑恩恩姐姐

天賦才能藝術班 (編號︓E02 ) 
內容︓繪畫及手工創作是人類用來表達情感︑陪養自信︑觀察力和專 
           注力的重要渠道︐在創作過程中除了體會當中的樂趣外︐也能學 
           習彼此欣賞︐成爲一個有同理心的交流者︒
日期︓22/7-26/8（逢星期一︐共6堂）
時間︓11:30-12: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00  非會員$350
導師︓Amy 姨姨（大一設計學院畢業︐多年教班經驗）
備註︓自備手袖和圍裙︒

變幻無窮扭波波 (編號︓E03)
內容︓教授扭氣球的基本技巧︐學習多款氣球造型︐增強學員的想像 
           力及創造力︐並激發其創意︒還有機會在31/8暑期閉幕禮上一展 
           所長 ︕
日期︓15/7-26/8（逢星期一︐共7堂）
時間︓2:00-3: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50  非會員$400
導師︓Anthony 哥哥（多年教班經驗）

   創意黏土大集合(編號︓E04)
內容︓用黏土製作各類作品︐透過黏土的搓︑揉︑

      捏︑壓等動作︐訓練孩子大小肌肉的發展與手 
      眼協調能力︐引導其自我創作的意念︐增強自 
      信心︒

日期︓15/7-26/8（逢星期一︐共7堂）
時間︓4:00-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50  非會員$400
導師︓Anthony 哥哥（多年教班經驗）

遊戲王者 (編號︓E05) 
內容︓齊玩有益集體遊戲︐在歡笑中建立群體信任和溝通︒學習到 
        「勝不驕︐敗不餒」才是真正的王者︕
日期︓23/7-27/8（逢星期二︐共6堂）
時間︓11:30-12: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5人
費用︓會員$300  非會員$350
導師︓恩恩姐姐
備註︓穿著運動衣服

英文FunFun會話(編號︓E07)
內容︓學習基本的日常對話︐透過角色扮演進行練習︐提升兒童對 
           英文的興趣︐並加強學員的自信心︒
日期︓24/7-31/8（逢星期三︐共6堂）
時間︓9:30-11:00a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60  非會員$410
導師︓恩恩姐姐

我係小廚神 (編號︰E06)
內容︓透過親手製作膳食︐從而學會處事的優先次序︒另外︐膳食 
           過後︐小朋友需學習收拾及簡單清潔︐除了培養其自理能力 
           之外︐也幫助他們體會父母對家的無私奉獻︒
日期︓24/7-29/8（逢星期三︑四, 共12堂）
時間︓11:30-1: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720  非會員$770
導師︓恩恩姐姐︑Joanna 姨姨

 鼓勵奬賞計劃︓每個小朋友完成當天任務後︐完成者將會獲得
  「代幣一個」︐並自行儲存︐留待每星期六換取禮物︒

中心好聲音 (編號︰E08)
內容︓教授鋼琴和歌唱等基本知識︐陶冶性情︐培養音樂氣息︒還 
           有機會在暑期閉幕禮上一展歌喉︒
日期︓17/7-28/8（逢星期三, 共7堂）
時間︓2:00-3: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50  非會員$400
導師︓恩恩姐姐（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畢業）

跆拳道教室（編號︰E09） 
內容︓學習跆拳道︐運用全身不同的肌肉可以強身健體︐同時教導 
           運動的禮儀︐做個守禮和有紀律的運動員︒
日期︓17/7-28/8（逢星期三, 共7堂）
時間︓4:00-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420  非會員$470
導師︓福音武術事工特派導師
備註: 穿著輕便,適合運動的服裝及運動鞋︒

「羽」你同樂（編號︰E10） 
內容︓教授小朋友羽毛球基礎技術訓練︐包括球感訓練︐開球︐各 
           種擊球等方法︐齊做帶氧運動︐增加安多酚︐做個喜樂的兒 
           童︒ 
日期︓18/7-29/8（逢星期四, 共7堂）
時間︓2:00-3: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00  非會員$350
導師︓蘇瑞芳（體育老師）
備註: 穿著輕便,適合運動的服裝及運動鞋︒

樂器隨手作 (編號︰E11)
內容︓有想過像生活日常可見可得的用品︐能搖身一變成為樂器
           嗎︖對身邊環境多觀察︐加上創意︐就能創作出獨一無二的 
           發聲玩具︒配合活動中的節奏︑速度︑音色和演奏方法的分 
           享和嘗試︐發掘小朋友的創意和音樂感︐享受音樂︐提升自 
           信︒ 
日期︓18/7-29/8（逢星期四,  共7堂）
時間︓4:00-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420  非會員$470
導師︓希臨姐姐（演藝學院畢業︐主修舞台聲音設計）

環保天地 (編號︓G01)
內容︓ 參觀不同的環保展館,了解地球資源與我們自身的關係︐

          學習珍惜愛護地球,做個環保小先鋒︒
日期︓19/7（星期五）
時間︓2:00pm-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小六學生（鼓勵家長一同參加）
名額︓20人
地點︓粉嶺環境資源中心
費用︓會員$50  非會員$70

愉悅一日遊（編號︰G02)
內容︓到一個享有輕鬆生活節奏及外國風情的小社區遊玩-有中央公園︑三角玻璃 

 教堂︑大白灣沙灘等︐感受不一樣的香港︐還會到小朋友最喜歡的歷奇王 
 國大玩一番︕

日期︓26/7（星期五）
時間︓9:30am-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小六學生
名額︓20人
地點︓愉景灣
費用︓會員$200  非會員$230 

T-Park屯門遊（編號︰G03）
內容︓參觀香港首個自給自足的污泥處理設施︐欣賞 周邊自然生態美景一起 

加強環保行動︐打造低 碳的香港︔還可以體驗水療池,舒緩疲勞︒
日期︓2/8（星期五）
時間︓9:30am-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小六學生（鼓勵家長一同參加）
名額︓15人
地點︓屯門稔灣
費用︓會員$120  非會員$150
備註︓帶備泳衣（水療池穿）︑5元硬幣（儲物櫃用）

WEEE‧PARK︑濕地公園（編號︰G04）
內容︓參觀廢電器電子產品處理及回收的設施及運作過程︐然後會參觀濕地
            公園︐觀賞大自然不同的生物︐從而體會「轉廢為材」和自然保育的
            重要性︒
日期︓9/8（星期五）
時間︓9:30am-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小六學生（鼓勵家長一同參加）
名額︓35人
地點︓屯門環保園︑濕地公園
費用︓會員 $150   非會員 $180
備註︓如申請不獲批︐則改往橋咀島沙灘遊玩

菠蘿園（編號︰G05）
內容︓置身菠蘿的世界-學習及親身有機蔬菜種子種植︑品嚐

         菠蘿午餐︐齊齊DIY彩繪錢罌及有機紅豆砵仔糕︒
日期︓16/8（星期五）
時間︓9:30am-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小六學生（鼓勵家長一同參加）
名額︓20人
地點︓有機薈低碳農莊
費用︓會員$200  非會員$230

探探營（編號︰G06）
內容︓探探「小小人在野」︐參與一天的原野活動︐體驗野外煮食︒
日期︓23/8（星期五）
時間︓9:30am-5:0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120  非會員$150

西貢三星灣（編號︰G07）
內容︓夏天最好的活動便是到海灘降溫︐在水清沙幼的三星灣游水︑
           玩沙︑水槍大戰︐相信是一大樂事呢︕
日期︓30/8（星期五）
時間︓9:30pm-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小六學生（鼓勵家長一同參加）
名額︓20人
費用︓會員$150  非會員$180

1) 活動報名手續
1.1   請填妥 『2019年暑期活動報名表』, 並於5月6日(一)起開放時間內親臨本中 
      心報名︐早鳥優惠︓全日託管及個別指定活動 - 於11/5-31/5報名可享額外
      9折︒

1.2  收費方式︓現金(不接受千元鈔票)或劃線支票(抬頭︓基督教宣道會宣恩堂)

1.3  報名時出示有效會員證可享會員收費優惠

1.4  所有活動︐一經報名︐不設退款

2) 會員申請
2.1  會員類別

本中心設會員制︐分為「家庭會員」和「個人會員」︐歡迎各位申請︒

家庭會員︓以家庭為單位︐每一家庭最少2人

個人會員︓以個人為單位︔18歲以下兒童須由家長或監護人簽署申請

2.2 會員福利

家庭和個人會員均可享有下列福利︓

~ 每季收到本中心之會訊︔

~ 可以會員收費參加活動︔

~ 免費享用中心的設施︐如︓借閱圖書︑玩玩具︑使用休閒空間等︔

~ 接受不定期物資送贈︒（領取免費物品時必須出示有效會員證）

申請方法
填妥會員申請表︐並攜同住址證明︑會員年費︐親身到本中心辦理︒

費用
會費每人港幣$20︐家庭會藉最多收取$60, 人數不設上限︒

（會員證不得轉借他人︐如有遺失︐需繳付$10補領）

             中心開放  室內活動                    戶外活動

雷暴警告     即時停止或取消，至有關信號 
                 取消後才開始或繼續活動。

一號風球      水上活動取消，一般情況下陸上活動 
                  如常進行。
三號風球                                      X

八號風球或以上          X      X          X

黃色暴雨警告訊號       水上活動取消，其他戶外活動視乎實 
                  際天氣情況而作適當安排。

紅色暴雨警告訊號         X          X
黑色暴雨警告訊號       X      X          X

空氣質素達8級或以上            X

（編號︰H01 ）

內容︓當天會有學生作品欣賞︑嘉許︑茶點︑抽獎等︐
小朋友整個暑假的活動回顧︐怎能少了你們的見證呢? 

邀請大家齊來參與,分享喜悅~

日期︓31/8（星期六）

時間︓4:00-5:30pm

地點︓宣恩禮堂  

對象︓暑期活動之參加者及其親友

費用︓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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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轉emoji world-兒童聖經班
 (編號︓I01 )
透過聖經人物的經歷︑詩歌︑金句︑團體遊戲︑手工
等︐讓兒童跟著耶穌走進這個充滿情緒的Emoji-World︐
將沮喪變成盼望︑憤怒變成饒恕︑憂慮變成喜樂︑恐懼變
成平安︑抱怨變成感恩︕ 

日期︓15/7-19/7 (星期一至五, 共5堂)
時間︓9:30am-12:30pm
對象︓升小一至中一學生
名額︓30人
費用︓會員/非會員$100  

功課無難度 (編號︓E01)
內容︓明白現時學校家課比較繁重︐家長應付平日的工作需要未必有充 
           足的時間和精力去協助孩子完成暑期功課︒有見及此︐中心特設 
           功課輔導時段︐每天由指定導師協助孩子完成暑期功課︒
日期︓22/7-29/8 （逢星期一︑二︑四, 共18堂）
時間︓9:30-11:00a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6人
費用︓會員$900  非會員$1,180
導師︓溢聰哥哥︑恩恩姐姐

天賦才能藝術班 (編號︓E02 ) 
內容︓繪畫及手工創作是人類用來表達情感︑陪養自信︑觀察力和專 
           注力的重要渠道︐在創作過程中除了體會當中的樂趣外︐也能學 
           習彼此欣賞︐成爲一個有同理心的交流者︒
日期︓22/7-26/8（逢星期一︐共6堂）
時間︓11:30-12: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00  非會員$350
導師︓Amy 姨姨（大一設計學院畢業︐多年教班經驗）
備註︓自備手袖和圍裙︒

變幻無窮扭波波 (編號︓E03)
內容︓教授扭氣球的基本技巧︐學習多款氣球造型︐增強學員的想像 
           力及創造力︐並激發其創意︒還有機會在31/8暑期閉幕禮上一展 
           所長 ︕
日期︓15/7-26/8（逢星期一︐共7堂）
時間︓2:00-3: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50  非會員$400
導師︓Anthony 哥哥（多年教班經驗）

   創意黏土大集合(編號︓E04)
內容︓用黏土製作各類作品︐透過黏土的搓︑揉︑

      捏︑壓等動作︐訓練孩子大小肌肉的發展與手 
      眼協調能力︐引導其自我創作的意念︐增強自 
      信心︒

日期︓15/7-26/8（逢星期一︐共7堂）
時間︓4:00-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50  非會員$400
導師︓Anthony 哥哥（多年教班經驗）

遊戲王者 (編號︓E05) 
內容︓齊玩有益集體遊戲︐在歡笑中建立群體信任和溝通︒學習到 
        「勝不驕︐敗不餒」才是真正的王者︕
日期︓23/7-27/8（逢星期二︐共6堂）
時間︓11:30-12: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5人
費用︓會員$300  非會員$350
導師︓恩恩姐姐
備註︓穿著運動衣服

英文FunFun會話(編號︓E07)
內容︓學習基本的日常對話︐透過角色扮演進行練習︐提升兒童對 
           英文的興趣︐並加強學員的自信心︒
日期︓24/7-31/8（逢星期三︐共6堂）
時間︓9:30-11:00a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60  非會員$410
導師︓恩恩姐姐

我係小廚神 (編號︰E06)
內容︓透過親手製作膳食︐從而學會處事的優先次序︒另外︐膳食 
           過後︐小朋友需學習收拾及簡單清潔︐除了培養其自理能力 
           之外︐也幫助他們體會父母對家的無私奉獻︒
日期︓24/7-29/8（逢星期三︑四, 共12堂）
時間︓11:30-1: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720  非會員$770
導師︓恩恩姐姐︑Joanna 姨姨

 鼓勵奬賞計劃︓每個小朋友完成當天任務後︐完成者將會獲得
  「代幣一個」︐並自行儲存︐留待每星期六換取禮物︒

中心好聲音 (編號︰E08)
內容︓教授鋼琴和歌唱等基本知識︐陶冶性情︐培養音樂氣息︒還 
           有機會在暑期閉幕禮上一展歌喉︒
日期︓17/7-28/8（逢星期三, 共7堂）
時間︓2:00-3: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50  非會員$400
導師︓恩恩姐姐（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畢業）

跆拳道教室（編號︰E09） 
內容︓學習跆拳道︐運用全身不同的肌肉可以強身健體︐同時教導 
           運動的禮儀︐做個守禮和有紀律的運動員︒
日期︓17/7-28/8（逢星期三, 共7堂）
時間︓4:00-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420  非會員$470
導師︓福音武術事工特派導師
備註: 穿著輕便,適合運動的服裝及運動鞋︒

「羽」你同樂（編號︰E10） 
內容︓教授小朋友羽毛球基礎技術訓練︐包括球感訓練︐開球︐各 
           種擊球等方法︐齊做帶氧運動︐增加安多酚︐做個喜樂的兒 
           童︒ 
日期︓18/7-29/8（逢星期四, 共7堂）
時間︓2:00-3: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300  非會員$350
導師︓蘇瑞芳（體育老師）
備註: 穿著輕便,適合運動的服裝及運動鞋︒

樂器隨手作 (編號︰E11)
內容︓有想過像生活日常可見可得的用品︐能搖身一變成為樂器
           嗎︖對身邊環境多觀察︐加上創意︐就能創作出獨一無二的 
           發聲玩具︒配合活動中的節奏︑速度︑音色和演奏方法的分 
           享和嘗試︐發掘小朋友的創意和音樂感︐享受音樂︐提升自 
           信︒ 
日期︓18/7-29/8（逢星期四,  共7堂）
時間︓4:00-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420  非會員$470
導師︓希臨姐姐（演藝學院畢業︐主修舞台聲音設計）

環保天地 (編號︓G01)
內容︓ 參觀不同的環保展館,了解地球資源與我們自身的關係︐

          學習珍惜愛護地球,做個環保小先鋒︒
日期︓19/7（星期五）
時間︓2:00pm-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小六學生（鼓勵家長一同參加）
名額︓20人
地點︓粉嶺環境資源中心
費用︓會員$50  非會員$70

愉悅一日遊（編號︰G02)
內容︓到一個享有輕鬆生活節奏及外國風情的小社區遊玩-有中央公園︑三角玻璃 

 教堂︑大白灣沙灘等︐感受不一樣的香港︐還會到小朋友最喜歡的歷奇王 
 國大玩一番︕

日期︓26/7（星期五）
時間︓9:30am-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小六學生
名額︓20人
地點︓愉景灣
費用︓會員$200  非會員$230 

T-Park屯門遊（編號︰G03）
內容︓參觀香港首個自給自足的污泥處理設施︐欣賞 周邊自然生態美景一起 

加強環保行動︐打造低 碳的香港︔還可以體驗水療池,舒緩疲勞︒
日期︓2/8（星期五）
時間︓9:30am-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小六學生（鼓勵家長一同參加）
名額︓15人
地點︓屯門稔灣
費用︓會員$120  非會員$150
備註︓帶備泳衣（水療池穿）︑5元硬幣（儲物櫃用）

WEEE‧PARK︑濕地公園（編號︰G04）
內容︓參觀廢電器電子產品處理及回收的設施及運作過程︐然後會參觀濕地
            公園︐觀賞大自然不同的生物︐從而體會「轉廢為材」和自然保育的
            重要性︒
日期︓9/8（星期五）
時間︓9:30am-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小六學生（鼓勵家長一同參加）
名額︓35人
地點︓屯門環保園︑濕地公園
費用︓會員 $150   非會員 $180
備註︓如申請不獲批︐則改往橋咀島沙灘遊玩

菠蘿園（編號︰G05）
內容︓置身菠蘿的世界-學習及親身有機蔬菜種子種植︑品嚐

         菠蘿午餐︐齊齊DIY彩繪錢罌及有機紅豆砵仔糕︒
日期︓16/8（星期五）
時間︓9:30am-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小六學生（鼓勵家長一同參加）
名額︓20人
地點︓有機薈低碳農莊
費用︓會員$200  非會員$230

探探營（編號︰G06）
內容︓探探「小小人在野」︐參與一天的原野活動︐體驗野外煮食︒
日期︓23/8（星期五）
時間︓9:30am-5:00pm
對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生
名額︓10人
費用︓會員$120  非會員$150

西貢三星灣（編號︰G07）
內容︓夏天最好的活動便是到海灘降溫︐在水清沙幼的三星灣游水︑
           玩沙︑水槍大戰︐相信是一大樂事呢︕
日期︓30/8（星期五）
時間︓9:30pm-5:30pm
對象︓升小一至小六學生（鼓勵家長一同參加）
名額︓20人
費用︓會員$150  非會員$180

1) 活動報名手續
1.1   請填妥 『2019年暑期活動報名表』, 並於5月6日(一)起開放時間內親臨本中 
      心報名︐早鳥優惠︓全日託管及個別指定活動 - 於11/5-31/5報名可享額外
      9折︒

1.2  收費方式︓現金(不接受千元鈔票)或劃線支票(抬頭︓基督教宣道會宣恩堂)

1.3  報名時出示有效會員證可享會員收費優惠

1.4  所有活動︐一經報名︐不設退款

2) 會員申請
2.1  會員類別

本中心設會員制︐分為「家庭會員」和「個人會員」︐歡迎各位申請︒

家庭會員︓以家庭為單位︐每一家庭最少2人

個人會員︓以個人為單位︔18歲以下兒童須由家長或監護人簽署申請

2.2 會員福利

家庭和個人會員均可享有下列福利︓

~ 每季收到本中心之會訊︔

~ 可以會員收費參加活動︔

~ 免費享用中心的設施︐如︓借閱圖書︑玩玩具︑使用休閒空間等︔

~ 接受不定期物資送贈︒（領取免費物品時必須出示有效會員證）

申請方法
填妥會員申請表︐並攜同住址證明︑會員年費︐親身到本中心辦理︒

費用
會費每人港幣$20︐家庭會藉最多收取$60, 人數不設上限︒

（會員證不得轉借他人︐如有遺失︐需繳付$10補領）

中心開放  室內活動                    戶外活動

雷暴警告   即時停止或取消，至有關信號 
                 取消後才開始或繼續活動。

一號風球             水上活動取消，一般情況下陸上活動 
                  如常進行。
三號風球                                      X

八號風球或以上     X      X X

黃色暴雨警告訊號     水上活動取消，其他戶外活動視乎實 
                  際天氣情況而作適當安排。

紅色暴雨警告訊號         X X
黑色暴雨警告訊號       X      X          X

空氣質素達8級或以上    X

（編號︰H01 ）

內容︓當天會有學生作品欣賞︑嘉許︑茶點︑抽獎等︐
小朋友整個暑假的活動回顧︐怎能少了你們的見證呢? 

邀請大家齊來參與,分享喜悅~

日期︓31/8（星期六）

時間︓4:00-5:30pm

地點︓宣恩禮堂  

對象︓暑期活動之參加者及其親友

費用︓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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