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長階梯

「動出專注丶玩出主動」整合課程 
終身學習已是現今必要的成長條件，可是「專注力」不足，會
引致自我控制力較差、未能有效聆聽跟從指示、社交能力薄
弱。需要好好把握孩子12歲前的黃金期學習，課程配合全新
「全腦整合健腦運動」丶「全方位體適能感統律動」及互動遊
戲，讓寶寶自動自覺，專注而放鬆地學習。

課程讓兒童學習︰

1. 配合「全腦整合健腦運動」提升全腦接收及傳遞資訊能力；
2. 運用視、聽、觸、動覺學習旳技巧，提升主動學習及專 
注力；

3. 通過「全方位體適能感統律動」，改善多感官接收能力；
4. 全方位認知學上的專注力；
5. 透過對各學員基礎觀測檢視，提供適切報告建議給予家
長，使在家丶校及中心，能互相配合鍛鍊，提升成效。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 星期

CK680619 15/06-06/07 4

10:00am-11:00am

六

CK680719 13/07-03/08 4 六

CK680819 10/08-31/08 4 六

CK680919 07/09-05/10 4 六

導師： 黎善功先生（二十多年資深任教專注力、學習技巧，
兒童體適能導師，健腦運動導師，感統運動導師，壓
力處理及鬆弛技巧導師）

費用：會員$520     
對象：3 - 6歲
名額：10人
備註：1. 學員需自備文具及顏色筆
 2. 延續性課程

NEW

舒壓抗逆---動中鍛鍊」綜合課程
現代大方向是以電子媒介為溝通工具，卻忽略兒童全面前成長，必須把握12 	前的黃金學習期，了解學習溝通表達力，情緒挫
折掌控力。課程配合全新身心整合「多功能體適能律動」，及「團隊解難」挑戰遊戲，協調記憶丶情緒及社交力，將逆境壓力變
為創意進步的動力。

課程助兒童提昇 ︰
1. 解讀情緒丶有效表達基礎力；
2. 運用視、聽、觸、動覺的學習技巧，提昇有效溝通能力；
3. 透過整合「多功能體適能律動」，幫助身心進入穩定狀態的能力；
4. 運用多元認知訓練，及「團隊解難」挑戰，熟習社交及解難的能力；
5. 透過對各學員基礎觀測檢視，提供適切報告建議給予家長，使在家丶校及中心，能互相配合鍛鍊，提升成效。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星期

CK940619 15/06-06/07 4

12:30pm-1:30pm

六

CK940719 13/07-03/08 4 六

CK940819 10/08-31/08 4 六

CK940919 07/09-05/10 4 六

NEW

兒童學懂情緒管理、掌握社交技
巧、處理逆境能力，提升專注能
力等。
家長建立一套有效的管教模式，
鞏固親子關係，協助孩子增進自
尊及自信心，培養良好品格。

NEW「正執筆丶改姿勢---大小肌協調力」 
訓練課程
運用多媒體作為書寫溝通工具，已是不可或缺，然而在上課
階段，若握筆及坐姿不協調，會影響脊柱的自然成長，降低
學習動力及有機會引致學習障礙。要好好把握孩子12歲前
的黃金期學習期，課程配合全新「健視運動」丶「多元身心統
合律動」及互動遊戲，引領幼兒身心全能發展，使寶寶樂在 
其中。

課程讓兒童增強 ︰
1. 手眼協調力丶視覺空間感知力；
2. 配合全新「健視運動」，提升全腦視覺學習力；
3. 運用「多元身心統合律動」，鍛練小肌肉握筆及大肌肉姿勢
協調力；

4. 基礎線條符號及文字書寫能力；
5. 透過對各學員基礎觀測檢視，提供適切報告建議給予家
長，使在家丶校及中心，能互相配合鍛鍊，提升成效。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星期

CK310619 15/06-06/07 4

11:15am-12:15pm

六

CK310719 13/07-03/08 4 六

CK310819 10/08-31/08 4 六

CK310919 07/09-05/10 4 六

導師： 黎善功先生（二十多年資深任教專注力、學習技巧，
兒童體適能導師，健腦運動導師，感統運動導師，壓
力處理及鬆弛技巧導師）

費用： 會員$520 對象︰ 4-6歲
名額： 10人 
備註：	1.學員需自備文具及顏色

									2.延續性課程

導師︰ 黎善功先生（二十多年資深任教專注力、學習技巧，
兒童體適能導師，健腦運動導師，感統運動導師，壓
力處理及鬆弛技巧導師）

費用︰會員$520    名額︰ 10人   
備註： 1. 學員需自備文具及顏色筆
 2. 延續性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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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塗塗遊樂園
小朋友天生既愛遊戲，也愛聽故事，利用遊戲及故事一動一
靜的活動，提升他們的專注力，再以塗顏色記錄自己的所見
所聞，提升小肌肉執筆的技巧。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星期

CK720619  01/06-22/06 4

10:00am-11:00am

六

CK720719  06/07-27/07 4 六

CK720819  03/08-31/08 4 六

CK720919  07/09-05/10 4 六

導師︰ 陳美琪女士 (持香港浸會大學幼兒工作高級文憑，十
多年幼兒教學資深導師 )

費用︰會員$420     
材料費用： $10於第一堂交導師 

對象：3-5歲
名額：12人
課程暫停：29/06及24/08
備註：延續性課程

NEW

放膽扮!創作劇班 
本創作劇班是著重教育成份進行戲劇活動。課堂以不同的題
材作引子，引領兒童將生活經驗加以想像、反應及回顧，從
而激發幻想力及創作力，並能有效地改善表達能力，增加自
信心，不再害羞。

課程內容：感官回喚、韻律動作、動作及聲音模仿、默劇活
動，集體創作和演員的基本須知。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星期

CK480619 15/06-20/07 6 4:00pm-5:00pm 六

導師︰ DICKY哥哥 (曾任電視製作訓練班導師，十多年豐富
教學經驗）

費用︰ 會員$640  

對象︰ 5 - 10歲 

名額： 12人

NEW

「互動故事、口才」增強班 
導師透過分享故事後，延伸出不同情境類型的話題，讓小朋
友們作出討論及分享，扮演故事裡的人物。藉此機會對他們
給予適當的言語表達技巧改善及建議，對欠缺自信心的小朋
友，能激發自我學習能力、表達能力、社交溝通能力、觀察
力、幻想力及創作力等。

（最後一堂小朋友可自由預備一個中文故事於堂上分享）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星期

CK230619 29/06-03/08 6

2:50pm-3:50pm

六

CK230819 10/08-21/09 6 六

CK230919 28/09-02/11 6 六

導師︰ DICKY哥哥 (曾任電視製作訓練班導師，十多年豐富
教學經驗）

費用︰會員$580      
對象︰ 4-7 歲
名額︰ 15人
備註：延續性課程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小司儀訓練班 
本課程在輕鬆的氣氛下進行，導師以司儀模式的教學法；讓
每位參與的兒童獲得平均機會去學習擔任不同類型的司儀，
使其增加自信心及克服面對不同場合的心理恐懼，同時有效
地提升兒童說話表達能力。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星期

CK470719 27/07-31/08 6 4:00pm-5:00pm 六

導師︰ DICKY哥哥 (曾任電視製作訓練班導師，十多年豐富
教學經驗）

費用︰會員$640  

對象︰ 5-10歲 

名額：12人

成長階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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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Kids」全人全能增強班 
4-8歲是孩子學習的黄金期，也是塑造孩子的關建時刻。本課程讓孩子在實踐中學習，為孩子提供不同的生活情境，讓孩子把
課堂所學的態度與技巧內化，養成良好品格，強化學習能力。

課程特色：融入個別需要，循環漸進式訓練；混齡教學，相互模倣

課程目的：

提昇孩子「個人成長」素質 提昇孩子「升學必備」素質 
1. 自理自信：獨立應變、解難能力 1. 專注力：視聽專注、持久專注
2. 情緒管理：情感表達、憤怒控制 2. 記憶力：開發記憶、瞬間記憶
3. 人際社交：輪流分享、衝突處理 3. 表達力：禮儀態度、應對技巧

對象： K3 - P3學生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星期

CK5006A19 15/06-29/06 3

1:30pm-2:30pm

六

CK5007A19 06/07-27/07 4 六

CK5009A19 07/09-05/10 4 六

對象： K2 - P2學生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星期

CK5006B19 15/06-29/06 3

 2:50pm-3:50pm

六

CK5007B19 06/07-27/07 4 六

CK5009B19 07/09-05/10 4 六

導師： Auntie Cherry（兒童情緒及行為培育導師、親子管教教練、資深註冊社工）
費用： （3堂）會員$412（4堂）會員$550 名額： 10人
對象︰ 4-6歲 課程暫停：8月份 
備註：1. 課堂提供手冊及評估表
 2. 延續性課程

成長階梯

費用： 每堂$50	

	 製作DIY氣墊粉餅需另付材料費$40	

	 逢報讀5-9月課程，3個或以上，可以優惠價$10上課一
堂	

導師：	Ms	Piano	Lam		

	 Mary	Kay	業務督導	

美

的

聚

會

智慧與美貌並重

整潔是美的第一步

給人整潔、清新的新形象

夏季護膚

18/5/2019	(Sat)		

3:00-4:00pm

痘痘粉刺護理毛孔粗大，	

暗瘡，黑頭，粉刺護理

06/06/2019	(Thu)		

7:00-8:00pm

古法牛骨瘦面	

排水排毒，通淋巴

06/07/2019	(Sat)		

3:00-4:00pm

製作DIY氣墊粉餅	

用適合自己的產品製作

入秋護膚

20/09/2019(Fri)		

7:00-8:00pm

敏感、乾燥肌護理	

舒緩濕疹，敏感，缺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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