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名須知
1.所有多元智能興趣班，一經繳費作實，本中心將不接受退款、改班及轉名之申請。

2.本中心之多元智能興趣班均以月費收費，即以該月的堂數收費。

3.為確保學位，舊生須於 每月25日或以前 預繳下月學費，逾期邀交費用之學位，將不被保

  留及作公開報名處理。如舊生仍想報讀，需先到接待處查詢學位餘額，繳費後方可進入課室

  上課。

4.每組多元智能興趣班之 優惠名額只有2名。

5.每月十五號後不接受新生插班。

音樂旋律系列

鋼琴班鋼琴班鋼琴班鋼琴班
考試資訊：本課程根據英國皇家音樂學院所規定之課程而編定，本中心亦會推薦學員參加英國皇家音樂

          學院之考試。

導師師資：每位導師均獲取英國皇家音樂學院八級或以上鋼琴證書，及五級或以上樂理證書。

報名須知：1. 由於課程為1對1個別教授，所以一經報名及繳費，缺席之學員將不獲補課。

          2. 對象為5歲或以上之會員。

          3. 若需要更改上課時間，學員需要報名前與負責職員確認學位。

          4. 有興趣者請到中心接待處查詢，如額滿將被安排至輪候名單。

          5. 輪候名單：中心將於三個月內安排有關課程，若於期間內仍未收到通知，則表示未能安排

                       輪候者之學琴時段，此申請將會作廢。

課程收費；會員收費：每期以月費形式收費，即以該月的堂數收費。

          非會員收費：以下收費加$30 (以每月計算) / 優惠收費：以下收費之半費。

每堂收費：

時間\級別 初級 一級 二級 三級 四級 五級

30分鐘

45分鐘

$90 $100 $110 $130 $150 /

/ $140 $150 $170 $190 $210



視覺藝術系列
創意幼兒畫班創意幼兒畫班
內容：教授初階的線條繪畫及著色技巧，啟發孩子的創意智能，創作不同主題的圖畫。
備註：1. 學員需自備鉛筆、擦膠、16色油粉彩和A3畫簿。
      2. 14/09/2019(星期六)中心年度休假，暫停一堂。

兒童畫班兒童畫班
素描班：學習基本素描技巧，因應學員喜好及能力，以素描筆或木顏色進行素描，培養學員手眼配合的技巧。
混合素材班：課程將教授學生混合不同種類的素材，如木顏色、水彩、乾粉彩及麥克筆等繪畫出具不同題材的作品。
備註：1. 素描班：學員需自備2B素描筆、擦膠、木顏色和A3畫簿。
      2. 混合素材班：學員需自備木顏色和A3畫簿。
      2. 14/09/2019(星期六)中心年度休假，暫停一堂。

編號 班組 日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月費收費

( 會員 / 優惠 )堂數

TN/I/19/001 A班 10:00am-11:00am
(逢星期六)

3-5歲 12人

01/06-29/06/2019

06/07-27/07/2019

03/08-31/08/2019

07/09-28/09/2019

5堂

4堂

5堂

3堂

$250 / $125

$200 / $100

$250 / $125

$150 / $75

TN/I/19/002 B班 11:00am-12:00nn
(逢星期六)

3-5歲 12人

TN/I/19/004 D班 12:00nn-1:00pm
(逢星期六)

3-5歲 12人

TN/I/19/003 H班 2:15pm-3:15pm
(逢星期六)

3-5歲 12人

01/06-29/06/2019

06/07-27/07/2019

03/08-31/08/2019

07/09-28/09/2019

01/06-29/06/2019

06/07-27/07/2019

03/08-31/08/2019

07/09-28/09/2019

01/06-29/06/2019

06/07-27/07/2019

03/08-31/08/2019

07/09-28/09/2019

5堂

4堂

5堂

3堂

5堂

4堂

5堂

3堂

5堂

4堂

5堂

3堂

$250 / $125

$200 / $100

$250 / $125

$150 / $75

$250 / $125

$200 / $100

$250 / $125

$150 / $75

$250 / $125

$200 / $100

$250 / $125

$150 / $75

素描班

班組 日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月費收費
( 會員 / 優惠 / 非會員 )

堂數

TN/I/19/005

01/06-29/06/2019

06/07-27/07/2019

03/08-31/08/2019

07/09-28/09/2019

5堂

4堂

5堂

3堂

$300/$150/$330

$240/$120/$270

$300/$150/$330

$180/$90 /$210

12:00nn-1:00pm
(逢星期六)

6-12歲 12人

 混合
素材班

TN/I/19/035

01/06-29/06/2019

06/07-27/07/2019

03/08-31/08/2019

07/09-28/09/2019

5堂

4堂

5堂

3堂

$300/$150/$330

$240/$120/$270

$300/$150/$330

$180/$90 /$210

11:00am-12:00nn
(逢星期六)

6-12歲 12人



數學邏輯系列

內容：課程配合學員的能力，由淺入深，通過耳聽、眼看、手撥及腦算的訓練，是提升學員快速計算的方法。
備註：1. 學員需自備五珠算盤、鉛筆及擦膠。   
      2. 11/09/2019(星期三)中心年度休假，暫停一堂。  
      3. 14/09/2019(星期六)中心年度休假，暫停一堂。 

珠心算初階班珠心算初階班

編號 班組 日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月費收費

( 會員 / 優惠 )堂數

TN/I/19/011 A班 3:30pm-4:30pm
(逢星期六)

4-8歲 12人

01/06-29/06/2019

06/07-27/07/2019

03/08-31/08/2019

07/09-28/09/2019

5堂

4堂

5堂

3堂

$350 / $175

$280 / $140

$350 / $175

$210 / $105

TN/I/19/012 B班 4:30pm-5:30pm
(逢星期六)

12人

TN/I/19/013 D班 12人

TN/I/19/014 E班 12人

01/06-29/06/2019

06/07-27/07/2019

03/08-31/08/2019

07/09-28/09/2019

05/06-26/06/2019

03/07-31/07/2019

07/08-28/08/2019

04/09-25/09/2019

5堂

4堂

5堂

3堂

4堂

5堂

4堂

3堂

4堂

5堂

4堂

3堂

$280 / $140

$350 / $175

$280 / $140

$210 / $105

3:30pm-4:30pm
(逢星期三)

4:30pm-5:30pm
(逢星期三)

4-8歲

4-8歲

4-8歲

$350 / $175

$280 / $140

$350 / $175

$210 / $105

$280 / $140

$350 / $175

$280 / $140

$210 / $105

05/06-26/06/2019

03/07-31/07/2019

07/08-28/08/2019

04/09-25/09/2019

內容：課程配合學員的能力，由淺入深，通過耳聽、眼看、手撥及腦算的訓練，是提升學員快速計算的方法。
備註：1. 學員需自備五珠算盤、鉛筆及擦膠。
      2. 14/09/2019(星期六)中心年度休假，暫停一堂。 

珠心算進階班珠心算進階班(只適合完成A3書的學員)(只適合完成A3書的學員)

A班

班組 日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月費收費
( 會員 / 優惠 / 非會員 )

堂數

TN/I/19/015

01/06-29/06/2019

06/07-27/07/2019

03/08-31/08/2019

07/09-28/09/2019

5堂

4堂

5堂

3堂

2:30pm-3:30pm
(逢星期六)

6-12歲 12人

$350/$175/$380

$280/$140/$310

$350/$175/$380

$210/$105/$240



活力動感系列

兒童芭蕾舞課程兒童芭蕾舞課程

內容：透過學習芭蕾舞舞步，增強學員的平衡感、音樂感和身體的協調能力，並幫助大小肌肉的發展。
考試：「英國皇家芭蕾舞考試」是國際認可的舞蹈考試，將按級別每年由芭蕾舞學校保送合資格的學員參加其考試，
      合格者將可獲頒證書。
備註：1. 學員可以自行購買芭蕾舞服裝或透過本中心向芭蕾舞學校訂購。
      2. 14/09/2019(星期六)中心年度休假，暫停一堂。

編號 班組 日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月費收費

( 會員/優惠/非會員 )堂數

TN/I/19/016 PSD 15人

01/06-29/06/2019

06/07-27/07/2019

03/08-31/08/2019

07/09-28/09/2019

5堂

4堂

5堂

3堂

$450 / $225

$360 / $180

$450 / $225

$270 / $135

TN/I/19/017 PPID 15人

TN/I/19/018 PID 15人

TN/I/19/019 15人

01/06-29/06/2019

06/07-27/07/2019

03/08-31/08/2019

07/09-28/09/2019

01/06-29/06/2019

06/07-27/07/2019

03/08-31/08/2019

07/09-28/09/2019

01/06-29/06/2019

06/07-27/07/2019

03/08-31/08/2019

07/09-28/09/2019

5堂

4堂

5堂

3堂

5堂

4堂

5堂

3堂

5堂

4堂

5堂

3堂

$500/$250/$530

$400/$200/$430

$500/$250/$530

$300/$150/$330

Grade
  2TN/I/19/020

01/06-29/06/2019

06/07-27/07/2019

03/08-31/08/2019

07/09-28/09/2019

5堂

4堂

5堂

3堂

15人

Grade
  1

3:30pm-4:15pm
(逢星期六)

2:45pm-3:30pm
(逢星期六)

2:00pm-2:45pm
(逢星期六)

4:15pm-5:15pm
(逢星期六)

5:15pm-6:15pm
(逢星期六)

2015/16年
出生兒童

2014年
出生兒童

2013年
出生兒童

2012年
出生兒童

2009-11年
出生兒童

$450 / $225

$360 / $180

$450 / $225

$270 / $135

$450/$225/$480

$360/$180/$390

$450/$225/$480

$270/$135/$300

$500/$250/$530

$400/$200/$430

$500/$250/$530

$300/$150/$330



語文智能系列

內容：本課程以Letterland Phonics為藍本，幫助學員分辨相近聲音，以快捷有效的方法令學員認識基本42個字母組合
     ，拼出英文生字的正確讀音。
      Jolly Phonics根據英國拼音教學法Jolly Phonics為基本，令學員學習全套純正英文拼音系統，自行拼讀詞
      語、句子及可利用字典。
備註：1. 學員需自備鉛筆及擦膠。
      2. 07/06/2019(星期五)端午節，暫停一堂。
      3. 13/09/2019(星期五)中心年度休假，暫停一堂。

英語拼音課程英語拼音課程

劍橋英語課程
Cambridge English

英語拼音班
Phonics

&

劍橋英語與Phonics(英語拼音)有什麼分別？

劍橋英語主要是提升學童讀、寫、聽三方面能力，而且有國際認證測驗，達標可獲取由劍橋大學發
出的官方證書。

Phonics英語拼音主要是學習英語拼讀，幫助學童英語說話拼讀技巧。

劍橋英語與Phonics(英語拼音)哪一個比較好？

劍橋英語是一個持之以恆的課程，內容是�似上英語課的形式，�方位(讀、寫、聽三方面)提升學
童的英語能力。

Phonics英語拼音是學習26個英文字母中拼讀44個音節，幫助學童易於讀出生字及串字，對學童
英語說話技巧及默書有莫大的幫助。

總括言之，還是
家長了解學童需
要什麼而決定報
讀合適的課程！

編號 班組 日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月費收費
( 會員 / 優惠 / 非會員 )堂數

Letterland
Phonics

14/06-28/06/2019

05/07-26/07/2019

02/08-30/08/2019

06/09-27/09/2019

3堂

4堂

5堂

3堂

4:00pm-5:00pm
(逢星期五)

4-5歲 10人

$240 / $120 / NA

$320 / $160 / NA

$400 / $200 / NA

$240 / $120 / NA

Jolly
Phonics

5:00pm-6:00pm
(逢星期五)

6-8歲 10人

TN/I/19/022

TN/I/19/023

14/06-28/06/2019

05/07-26/07/2019

02/08-30/08/2019

06/09-27/09/2019

3堂

4堂

5堂

3堂

$240 / $120 / $270

$320 / $160 / $350

$400 / $200 / $430

$240 / $120 / $270



語文智能系列

內容：此課程著重提高學童聽、說、讀、寫的能力及增加英語詞彙數量。每期第五堂導師會採用劍橋大學出版教材進

      行模擬測試，讓學童�面掌握考試規則及要求，導師會根據該期學童表現及測試成績撰寫評估報告，讓學童對

      自己的程度有更深入的了解。在完成�期課程後，經導師評核，可自行參加「劍橋英語考試」。

備註：1. 課程結構：每期6堂，每堂1.5小時，全期共24堂(共4期)，銜接劍橋小學英語考試課題。

      2. 全期教材費用$300，新生可於第一次報名時一併繳交，舊生不用訂購。

      3. 學員需自備顏色筆及文具。

      4. 合辦公司可代為安排報考英國劍橋大學考試局之公開考試。

Starters(第一級)Starters(第一級)

10:15am-11:45am

(星期六)

P.1-P.2
學童

12人

編號 時間 對象 名額堂數

6堂

6堂
TN/I/19/024

期數收費
( 會員/優惠/非會員 )

$720/$360/$750

$720/$360/$750

上課日期

15/6，22/6，29/6，6/7，13/7，20/7

3/8，10/8，17/8，24/8，31/8，7/9

12人

編號 時間 對象 名額堂數

6堂

6堂

內容：與劍橋小學英語課程Starters(第一級)語法結構及概念銜接的幼兒英語課程。課程共包括32個學習單元，著重

      運用有趣的教學材料，讓幼童學會如何應用英語文法和詞彙，提高閱讀理解能力。

備註：1. 課程結構：每期6堂，每堂1小時，全期共36堂(共6期)，銜接劍橋小學英語考試課題。

      2. 全期教材費用$200，新生可於第一次報名時一併繳交，舊生不用訂購。

      3. 學員需自備顏色筆及文具。

3:10pm-4:10pm
(星期六)

K.3學童

Pre-Starters(預備組)Pre-Starters(預備組)

TN/I/19/027

上課日期 期數收費
( 會員 / 優惠 )

$470 / $235

$470 / $235

15/6，22/6，29/6，6/7，13/7，20/7

3/8，10/8，17/8，24/8，31/8，7/9

內容：課程以遊戲學習的方式向兒童教授基本的英文知識，讓兒童提早學習英語，主要內容包括：英語生字的學習、

      書寫訓練、唱遊兒歌、小組遊戲等。

備註：1. 課程結構：每期6堂，每堂1小時，全期共42堂(共7期)，銜接劍橋小學英語考試課題。

      2. 全期教材費用$300，新生可於第一次報名時一併繳交，舊生不用訂購。

      3. 學員需自備顏色筆及文具。

英國劍橋小學英語課程Juniors(幼兒組)英國劍橋小學英語課程Juniors(幼兒組)

編號 上課日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期數收費
( 會員 / 優惠 )

堂數

11:50am-12:50pm
(星期六)

12人

12人

6堂

6堂

6堂

6堂

$470 / $235

$470 / $235

班組

A班

B班 2:00pm-3:00pm

(星期六)

K.2學童

TN/I/19/025

TN/I/19/026

15/6，22/6，29/6，6/7，13/7，20/7

3/8，10/8，17/8，24/8，31/8，7/9

$470 / $235

$470 / $235

15/6，22/6，29/6，6/7，13/7，20/7

3/8，10/8，17/8，24/8，31/8，7/9



身體運動系列
跆拳道班跆拳道班
內容：透過跆拳道的訓練，讓學員能培養紀律及提升健康的體魄，是一種有益身心的帶氧活動。

      除了可強身健體、增強自衛能力外，亦可以培養學員的專注力、意志、紀律、責任心及合群的精神。

備註：1. 新生可於第一堂穿著運動服上課，學員亦可於上課時向教練訂購跆拳道道袍。

      2. 場地鋪設跆拳道安全地蓆。約半年一次舉行跆拳道升級考試，不需要考試的學員亦需要上堂參與，

         以學習考帶升級。如需升級考帶的學員需向教練繳付考試費用。

      3. 14/09/2019(六)暫停。
      4. 25/08，08/09，15//09/2019(日)暫停。

跆拳道初階班

編號 班組 日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月費收費
( 會員/優惠/非會員 )

堂數

A班

5堂

4堂

5堂

3堂

7:10pm-8:10pm
(逢星期六)

6歲或以上
兒童及青少年

20人

$300 / $150 / $330

$240 / $120 / $270

$300 / $150 / $330

$180 / $90  / $210

B班

5堂

4堂

3堂

3堂

10:15am-11:15am
(逢星期日)

6歲或以上
兒童及青少年

20人

跆拳道進階班(適合綠帶6級或以上)

編號 班組 日期 時間 對象 名額堂數

A班
8:15pm-9:45pm
(逢星期六)

8歲或以上
兒童及青少年

20人

B班 11:20am-12:50pm
(逢星期日)

8歲或以上
兒童及青少年

20人

TN/I/19/028

TN/I/19/030

TN/I/19/029

TN/I/19/031

月費收費
( 會員/優惠/非會員 )

$350 / $175 / $380

$280 / $140 / $310

$350 / $175 / $380

$210 / $105 / $240

瑜珈練習班瑜珈練習班
內容：透過瑜珈練習，幫助學員學會舒緩神經緊張、調理消化系統，對健康有莫大裨益。

導師：資深瑜珈導師，修練瑜珈多年，亦有多年的教學經驗。

備註：1. 學員需自備瑜珈軟墊及穿著輕便服裝。

      2. 12/09/2019中心年度休假，暫停一堂。

編號 班組 日期 時間 對象 名額 月費收費
( 會員/優惠/非會員)

堂數

A班

4堂

4堂

5堂

3堂

8:00pm-9:30pm
(逢星期四)

12歲或
以上

18人

$240 / $120 / $270

$240 / $120 / $270

$300 / $150 / $330

$180 / $90  / $210

TN/I/19/032

01/06-29/06/2019

06/07-27/07/2019

03/08-31/08/2019

07/09-28/09/2019

02/06-30/06/2019

07/07-28/07/2019

04/08-18/08/2019

01/09-29/09/2019

01/06-29/06/2019

06/07-27/07/2019

03/08-31/08/2019

07/09-28/09/2019

5堂

4堂

5堂

3堂

02/06-30/06/2019

07/07-28/07/2019

04/08-18/08/2019

01/09-29/09/2019

5堂

4堂

3堂

3堂

$300 / $150 / $330

$240 / $120 / $270

$180 / $90  / $210

$180 / $90  / $210

$350 / $175 / $380

$280 / $140 / $310

$210 / $105 / $240

$210 / $105 / $240

06/06-27/06/2019

04/07-25/07/2019

01/08-29/08/2019

05/09-26/09/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