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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式搖搖
花式搖搖近年由一種兒時玩意轉化成一種能使手眼協調的體
育運動。本課程將會由淺入深教授基本搖搖花式，學習基本
至進階搖搖花式，使學員能慢慢地學習一些玩搖搖的技巧，
從而真正了解搖搖的樂趣。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1151119  09/11-14/12
6 2:40pm-3:40pm（六）

CK1151219  21/12-01/02

導師︰由Thumbsup (HK)Limited派出Ken Wong專業導師任
教（香港搖搖技術會名譽會長，全港搖搖公開大賽主
席評審及世界搖搖大賽香港區選拔賽評審）

費用︰會員$800  
訂購搖搖：自備$100於第一堂交導師

對象︰ 8-12歲

名額：8人

備註：延續性課程

空手道訓練班  
空手道是一種源自中國的武術，技術實用而全面。學員透過
教練的指導及訓練，學習空手道的技術以防身自衛外，更可
鍛鍊體魄、增強自信、律己修德。本班學員可透過原武館所
舉辦的各項比賽、集訓等，與其他國際之學員切磋交流。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151019 12/10-30/11
8 1:35pm-2:35pm（六）

CK151219 07/12-01/02

導師︰	由原武館派出專業教練何家樂任教

費用：	會員$530
對象：	5 - 14歲

名額：	16人 
備註︰道袍由導師安排集體購買，約$280一套

跆拳道訓練班  
動作簡單實用，由淺入深，內容包括熱身運動、體能鍛鍊、
腳法之運用、散手自衛術對拆、關節術、擒拿術、自由搏
擊、套拳操練等等。學員可通過考試而獲取認可之段級證書。

白帶預備班

對象︰ 4	-5.5歲					費用：會員$460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1411A19 09/11-28/12
8 2:00pm-3:00pm（六）

CK1401A20 04/01-29/02

備註：白帶班學員考獲黃帶後可以升級，繼續參與以下時段

對象︰ 5	-	14歲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1411B19 09/11-28/12
8 3:00pm-4:30pm（六）

CK1401B20 04/01-29/02

對象︰ 5歲以上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1411C19 09/11-28/12
8 4:30pm-6:00pm（六）

CK1401C20 04/01-29/02

導師︰香港跆拳道恒毅會（資深黑帶五段）
 鄺偉明教練（館長） 
 男教練：黃子仁（黑帶三段）
 女助教：曾美吉（黑帶二段）

暑期教練：鄺偉明教練及曾美吉助教

費用：	會員$660
名額：	25人

備註︰	道袍由導師安排集 
 體購買，約$300- 
 $360一套（包括會 
 章2個）

劍擊班  
劍擊是一項講求禮儀的運動，教授學員劍擊基本步法，進攻及防守技巧，培養學員身體協調能力。學員不但需要靈活敏捷身
手、判斷力，考妙地在攻防之間的策略，還要迅速判斷對方的動機。同時亦注重團隊精神和溝通能力，是一項鍛鍊體力與智力
的運動。

白帶預備班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1241119 02/11-21/12
8  4:15pm-5:15pm（六）

CK1241219 28/12-22/02

導師︰ 由銳生體協會派出經驗導師任教

費用：會員$1050

名額：12人 
對象：	7-10歲

備註︰	1. 必需穿著運動衫及運動鞋上課

 2. 課堂提供膠劍及面罩上堂 
（面罩於上課前使用酒精 
消毒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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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乓球訓練班  
提供有系統的基礎訓練，配套技術及戰訓練。

兒童乒乓球章別預備課程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8811A19 01/11-29/11 5

6:30pm-7:30pm（五）CK8812A19 06/12-27/12 4

CK8801A20 03/01-31/01 4

幼兒乒乓球證書課程					費用：每堂$110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8811B19 02/11-30/11 5

3:00pm4:00pm（六）CK8812B19 07/12-28/12 4

CK8801B20 04/01-18/01 3

進階班及精英班					費用：每堂$240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8911A19 01/11-29/11 5

7:30pm-9:30pm（五）CK8912A19 06/12-27/12 4

CK8901A20 03/01-31/01 4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8911B19 02/11-30/11 5

4:00pm-6:00pm（六）CK8912B19 07/12-28/12 4

CK8901B20 04/01-18/01 3

導師︰由新動力體育派出導師任教

對象：4歲或以上

名額：12人 
備註：學生需自備球拍

課程暫停：24/1

幼兒勁舞班Baby Jazz  
爵士舞節奏強勁，充滿動感、活力和多元化的特性。課程主
要訓練學員的身體協調性、節奏感和柔軟度，通過導師的舞
蹈編排，從而提高表演力、創造力和自信。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251119 02/11-23/11

4 2:45pm-3:45pm（六）CK2511A19 30/11-21/12

CK251219 28/12-18/01

導師：	Hellen姐姐（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舞蹈學院藝術學
士，曾多次參與不同類型的舞台表演）

費用︰	會員$400 對象︰ 3 - 5歲   
名額：	10人
備註：	必須穿著輕便服裝上課

韓風k-pop舞   
K-pop是時下最流行的舞蹈之一，透過導師的舞蹈編排，主
要訓練K-pop MV裏的重點動作。耳熟能詳的歌曲更加能夠
提高學員的學習興趣，從輕鬆的學習氣氛中加強學員的節奏
感及身體協調性。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521119 02/11-23/11

4 3:50pm-4:50pm（六）CK5211A19 30/11-21/12

CK521219 28/12-18/01

導師：	Hellen姐姐（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舞蹈學院藝術學
士，曾多次參與不同類型的舞台表演）

費用︰	會員$400 對象：6 - 11歲   
名額：	10人

Hip Hop Dance  
Hiphop是現代舞蹈的一個重要 成部分，它有着幅度大而簡單的舞步，注重身體的協調性和律動，加上舞步千變萬化，藉著舞
步及強勁的音樂節拍等元素，訓練感宮與身體的協調和音樂感。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及星期

CK1010919 28/09-19/10

4  11:10am-12:10pm（六）

CK1011019 26/10-16/11

CK1011119 23/11-14/12

CK1011219 21/12-11/01

CK1010120 18/01-15/02

導師：	Ms Charlotte Lau（多年教授舞蹈經驗）
費用： 會員$400   非會員$470
對象：	5-10歲 名額：12人

語言：	英語授課 /輔以粵語
備註：	1.穿著輕便衣服上
 2.延續性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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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月開班時間表 上課日期及各級收費（會員）

級別 課程編號

上課時間

每節費用

10月 11月 12月 		1月

逢六 逢日

六05-26/10	
(4節)

日06-27/10	
(4節)

六02-30/11	
(5節)

日03/24/11	
(3節	)

六07-28/12	
(4節)

日01-29/12	
(5節)

六04-18/01	
(3節)

日05-19/01	
(3節)

Preparation Class
（3歲 -3歲12個月）

CK01月份年份
12:45pm-1:30pm  

309室
-------- $102 （45分） $408 $510 $408 $306

Beginner（4歲） CK01月份A年份 11:00am-11:45am -------- $105 （45分） $420 $525 $420 $315

Pre-Primary CK01月份B年份 10:15am-11:00am ------- $116 （45分） $464 $580 $464 $348

Primary CK01月份C年份 ------- ------- $140 （60分） -------- -------- -------- --------

Grade 1 CK01月份D年份 9:15am-10:15am $151（60分） $604 $755 $604 $453

Grade 2 CK01月份E年份 11:45am-12:45pm  $156（60分） $624 $780 $624 $468

Grade 3 CK01月份F年份
11:45am-12:45pm 

309室
9:30am-

10:30am309室
$162（60分） $1,296 $1,296

（17/11停） $1,458 $972

Grade 4 CK01月份G年份 12:45pm-1:45pm 9:30am-10:30am $167（60分） $1,336 $1,336 
（17/11停）

$1,503 $1,002

Grade 5 CK01月份H年份 -------- -------- $172（60分） -------- -------- -------- --------

Grade 6 CK01月份J年份 1:45pm-3:00pm 10:30am-11:45am $222（75分） $1,776 $1,776
（17/11停）

$1,998 $1,332

Grade 7 CK01月份K年份 -------- -------- --------    -------- -------- -------- --------

Grade 8 CK01月份L年份 -------- -------- --------    -------- --------  -------- --------

Inter-Foundation 
（需有G8程度）  CK01月份N年份 3:00pm-4:15pm 11:45am-1:00pm $258(75分 ) $2,064 $2,064

（17/11停）
$2,322 $1,548

芭蕾舞班
課程內容根據「英國皇家舞蹈學院」所規定之考試課程編定。學生可參加每年在香港舉行之英國芭蕾舞考試（需另繳考試費
用），合格者可直接獲英國皇家舞蹈學院頒發證書。

考試級別由「Pre-Primary」開始，而報考「Pre-Primary」之學生必須於報考年份（4月1日前）已足5歲，而「Preparation
Class及Beginner」之學生將由導師評審是否適合升級。報讀Pre-Primary至Grade 2之學員必須出席星期日之課程（將由1月
份開始直至考試月份，確實日期請留意課程手冊。而導師亦按需要建議部份同學加堂補課）。

考試月份：	每年約5月份舉行（考試當日亦需繳交學費）

考試安排：	各級將於考試後（6月份）開始升級，及上課時間
將會有所變動

考試成績：	考試完結後（約9月份）由導師個別通知成績。

考試日期：	（待定）凡參加考試同學，當日亦須繳交一堂費用 。
「Preparation Class、Beginner、Advanced」無須
參加考試，考試當日課程暫停，按該月課堂繳費

考試証書：	約11月份由導師個別派發

芭蕾舞衣︰開課前必需自行購買芭蕾舞衣及軟鞋上堂。

導師︰ 香港舞蹈學院提供合資格之芭蕾舞導師，並有鋼琴導
師現場伴奏或CD音樂播放

請假：如學生因事或生病請假，恕不補堂

會員費用：	按該月上堂節數收費   非會員費用：按該月會員
收費另加$70元

課室：	304室 /309室上堂，於時間表內註明

課程暫停：17/11（中心活動日） ，25/1，26/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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