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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童聲佈佳音

聖誕專頁

Day 1 Day 2 Day 3 Day 4 Day 5

日期
23/12/2019 

(星期一)
24/12/2019 

(星期二)
27/12/2019 

(星期五)
30/12/2019 

(星期一）
31/12/2019 

(星期二)

時間 9:00am - 5:00pm 9:00am - 5:00pm 9:00am - 5:00pm 9:00am - 5:00pm 9:00am - 5:00pm

活動內容

攀石訓練 新德倫山莊日營
樹木知多少 
(活動待定) 

參觀智齡匯 野外求生技巧訓練

中心午餐
營地午餐 （燒烤)

中心午餐 中心午餐
營地午餐

競技大比併
新興運動初體驗（一） 

芬蘭木柱
新興運動初體驗（二） 

旋風球

費用 HK$290.00 HK$290.00 HK$290.00 HK$290.00 HK$290.00

人數 23人 30人 23人 23人 23人

      聖誕託管 

表演日期： 2019年12月19日(星期四）

表演時間： 6:00-6:45pm

表演地點： 區內長者中心及Roadshow

練習日期 ： 2/11/2019 - 19/12/2019 
(逢星期六 ，共8次練習) 

練習時間 ： 下午2:30 - 4:00/4:00 - 5:30

練習地點 ： 循道衛理樂藝坊 

費 用： $500 (如能出席7次練習及 
表演日，費用會全數退還）

招收人數 ： 30人   

年 齡 ： K2- P1 
2:30-4:00pm  

  P2 - P6 
4:00-5:30pm    

查詢及留位， 

請電2527 2249 

與鍾小姐聯絡。 

現正招募

課程編號： AC1912C 地      點：中心2樓

時 間： 早上8:30至 下午6:30 對      象：小一至小六學童

服務暫停： 2019年12月25及26日

備 註： 1. 費用已包括活動費，交通費及午膳

  2. 每日服務時間由早上8:30開始，8:30am前到達者，請於門外等候，8:00am至8:30am 及6:30pm至7:00pm需
要加託服務者，需每節另收取25元加托費。

  3. 24/12/2019 為平安夜及 31/12/2019 為除夕，將提早於4:30pm 放學，不設功課輔導時段。

  4. 部分參觀活動及戶外活動尚在批核中，11月落實，請留意觀中心網頁www.methodist-centre.com/cfss，活動後
會收到相片連結，家長可於網上下載。

在普天同慶的日子，以童聲分享喜悅 
為慶祝耶穌誕生，傳揚基督愛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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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專頁

在充滿濃濃聖誕氣氛日子中，一連兩天，每天兩小時讓兒童一起進行遊戲、美食製作、科學小實驗及創意手工，從而增強
兒童的社交及溝通能力，讓他們渡過一個既開心又愉快的假期。

A班 B班

Christmas River Bank聖誕河岸賽 Christmas Song & Dance聖誕齊唱跳

Experience the snow 體驗真雪 Snowman Slam 聖誕雪人滾球

Christmas Play Dough 聖誕黏土趣 Santa Freebies 3D 聖誕老人

Paper Plate Twirling Snowman 紙碟旋轉雪人 Snowman marshmallow 雪人棉花糖

Christmas Snack Cup 聖誕小食杯 Magic Christmas tree 結晶聖誕樹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A班
CK9712A19 23/12

1
10:00am-12:00pm （一）

B班
CK9712B19 24/12 10:00am-12:00pm （二）

導師： Rachel姐姐（現修讀香港浸會大學幼兒教育系） 
費用： 會員$230     

材料費用：自備$50材料費於第一堂交導師

對象：3-5歲

語言：英語授課 /輔以粵語

名額： 12人

備註： 1.烹飪堂（自備餐盒及圍裙） 
 2.親自動手做小作品及試驗品，並可帶回家

聖誕：科學樂趣多 
透過和小朋友一起動手做科學實驗和制作，並應用生活化的
例子，讓小朋友明白箇中的科學原理。課程將滿足小孩對生
活科學的好奇，刺激其小宇宙發揮！

課堂內容

4-6 歲 百變枱燈 風力發動車

6-11歲  DIY 北斗七星 電動坦克車

對象： 4-6歲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K11912A19 23/12-24/12 2 12:30pm-1:30pm 一、二

對象：6-11歲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K11912B19 23/12-24/12 2 1:45pm-2:45pm 一、二

導師： Rachel 姐姐（現修讀香港浸會大學幼兒教育系）

費用：會員$190    
材料費用：約$50於第一堂交給導師 
名額： 12人

備註： 1.每堂親自動手做小作品及試驗帶回家

 2.導師第一堂派發AA電芯兩粒於課堂實驗後收回，
完成最後1堂才派給學員

聖誕童樂Camp 

聖誕：透明彩繪聖誕裝飾 
聖誕樹上的飾物閃閃發光，形狀多樣，課堂會用燈泡形狀的
透明裝飾，作透明彩繪，加上聖誕配件，設計特別的聖誕 
飾物。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K1001219 27/12 1 10:00am-11:00am 五

導師： T T姐姐（資深美術導師）

費用：會員$90    
材料費用：約$30於第一堂交給導師 
對象：6-12歲

名額： 8人

備註：自備圍裙、手袖、 濕紙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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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阿拉丁燈神便條夾座
課程以黏土制作阿拉丁燈神精靈及茉莉公主，配上神燈壺，
作一個便條夾座。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K1051219 27/12 1 11:15am-12:15pm 五

導師： T T姐姐（資深美術導師）

費用：會員$90    
材料費用：約$50於第一堂交給導師 
對象：3-6歲 名額： 8人

備註：自備圍裙、手袖、 濕紙巾

聖誕：親子彩色燈樹
彩色圓形燈泡經過串連包紮，塑造成一棵獨特的燈樹，燈樹
底座有一個小型儲物盒作收納用。家長作燈飾包紮，小朋友
作裝飾佈置，完成可作聖誕樹用。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K1021219 27/12 1 12:30pm-2:00pm 五

導師︰ T T姐姐（資深美術導師）

費用：會員$140         

材料費用：約$90於第一堂交給導師

對象：3-11歲

名額：8組家庭（一位成年人陪同上堂）

備註 : 自備圍裙、手袖、 濕紙巾

聖誕：歡樂文具盒
用不同材料，貼出精緻和專屬各人風格的文具盒。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K1031219 27/12 1 10:00am-11:00am 五

導師： Ms Charlotte Lau （多年教學經驗）

費用：會員$90  
材料費用： $40於第一堂交導師

對象：4-6歲 名額：12人

備註：自備圍裙，手袖及濕紙巾

聖誕：油畫班
以油畫基本技巧為基礎，以聖誕為主題，啟發學生對油畫的
認識。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K1041219 27/12 1 11:15am-12:15pm 五

導師： Ms Charlotte Lau （多年教學經驗）

費用：會員$90  
材料費用： $40於第一堂交導師

對象：4-10歲 名額：12人

備註：自備圍裙，手袖及濕紙巾

聖誕：繽紛魔幻
以聖誕節為題，完成近距離教授魔術表演包括講解魔術手法。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K981219 30/12 1 10:00am-11:15am 一

導師： Solong 哥哥（曾參與多次公開表演及多年教學經驗）

費用：會員$110      
材料費用： $15於堂上交，給導師 （二款魔術）

對象：5-9歲 名額：12人

聖誕：小鹿造型扭扭樂 
以聖誕節為題，運用節相關物件完成氣球造型配合畫畫的技
巧，讓氣球製作更為真實生動。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K991219 30/12 1 11:30am-12:30pm 一

導師： Solong 哥哥 
（於大型商場作氣球及魔術表演）

費用： 會員$90      
材料費用： $12於堂上交給導師

對象： 5-9歲 名額：12人

聖誕： DIY小廚師   
想有一個難忘的假期，讓他們輕鬆愉快製作一些簡單的節日美食曲奇，小朋友快快來報名啦！

食譜內容

A班：1.布朗尼聖誕樹   2.朱古力聖誕曲奇

B班：1.哈哈笑曲奇       2.幾何圓形腸仔薯餅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K6412A19 24/12 1 10:00am-12:00pm 二

CK6412B19  31/12 1 10:00am-12:00pm 二

導師： Winnie 姐
費用：會員$140
材料費用： $35於堂上交給導師（附送精美盒子）

對象：5-12歲

名額：10名 
備註： 1.自備圍裙、手袖、濕紙巾

 2.小朋友如對食物敏感，請於課堂通知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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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樂藝共享 - 一動一靜（粵語）

靜心藝術

聖誕玻璃畫HSCC0119 
日期 時間 時間 費用

23-12-2019（MON） 10:00-11:30AM 4歲以上（親子） $200

聖誕夜光噴畫卡HSCC0319 
日期 時間 時間 費用

21-12-2019（MON） 12:00-13:30PM 6歲以上 $350

扭扭霓虹燈HSCC0219 
日期 時間 時間 費用

23-12-2019（MON） 11:45-13:15PM 青少年/成人 $300

     Winter Sports Camp
玩下冬日運動感受北歐動感

Day 1 Day 2 Day 3 Day 4 Day 5

9:30-11:00am 芬蘭木柱 VX 球 芬蘭木柱 VX 球 芬蘭木柱

11:00-11:15am 小休

11:15-12:45pm 旋風球 閃避球 旋風球 閃避球 旋風球

12:45-2:00pm 午餐

2:00-3:30pm 籃球 乒乓球 籃球 乒乓球 籃球

3:30-4:00pm

課程編號： HSCC0419 時間：9:30am - 4:00pm 費用： $2,000
日期：23/12/2019 - 31/12/2019 每班人數：16-25人 年齡： 小一至小六學生

備註： 集合時間及地點，上課前會個別聯絡。     上課地點會在有關運動項目的合適場地。     *此課程不設折扣優惠

     Baby's Winter Sports 
- 全身運動，體驗推桿、拍擊、鬥智、手腳協調的運動。        - 短時間讓我們的寶寶，有機會發揮運動潛能

Day 1 
23/12/2019（一）

Day 2 
24/12/2019（二）

Day 3 
27/12/2019（三）

Day 4 
30/12/2019（一）

Day 5 
31/12/2019（二）

10:00-11:00am 地壺 體適能訓練 地壺 哥爾夫球 地壺

11:00-11:15am 小休

11:15-12:15pm 匹克球 乒乓球 匹克球 乒乓球 匹克球

課程編號： HSCC0519 時間：10:00 - 12:15pm 
日期：23/12/2019 - 31/12/2019（共5天） 每班人數：8-15人 
費用： $1,200 年齡： K2至K3學生

備註： 上課地點在中心2樓大堂     *此課程不設折扣優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