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曼妙舞姿

纖形修身健康舞Fat Burning 
(CD01)

透過輕快的音樂， 使學員在自
然輕鬆的環境下跳出不同的
動作，從而鍛鍊心肺功能，
有助消耗多餘脂肪、改善身
體線條，重現美麗的身段。 
 

班別 星期 時間 導師 費用
A班 逢星期一 6:30pm-7:30pm

Ms. Jennifer Liu
$95/堂

B班 逢星期三 6:30pm-7:30pm
C班 逢星期三 8:05pm-9:05pm Ms. Joe Lam
D班 逢星期三 1:00pm-2:00pm Ms. Jennifer Liu

FigureRobics纖體瘦身舞 (CD02)
缺乏運動是現今社會的一大
問題，本課程是針對設計一
些簡單的運動動作，再配合
輕快的音樂，鍛鍊身體各部
位，做出塑身的效果。

班別 星期 時間 導師 費用
A班 逢星期二 1:00pm-1:45pm Ms. Joe Lam $88/堂

爵士舞Jazz (CD04)
爵士舞是充滿動感的多元化節奏舞蹈，簡單的動作並配以流
行音樂，導師為學員排練一連串不同舞蹈作練習，以增強學
員身體的靈活性、協調性、對音樂的敏感度及節奏感；亦有
助減低日常工作壓力，更有助纖體。

班別 星期 時間 導師 費用
A班 逢星期一 8:30pm-9:30pm Ms. Fok Ka Wing $99/堂

踏板健康舞 Step Dance (CD03)
課程將以踏板輔助，教授基本踏板健康舞的步法，配合強勁
的節拍音樂，可幫助學員收緊腿部及臀部肌肉，從而達至健
美效果。

班別 星期 時間 導師 費用
A班 逢星期一 7:35pm-8:20pm Ms. Jennifer Liu

$90/堂
B班 逢星期一 1:00pm-1:45pm

Ms. Joe LamC班 逢星期四 6:30pm-7:15pm 
D班 逢星期四 1:00pm-1:45pm

排排舞Line Dancing (CD05)
Line Dancing步伐簡單、輕鬆而具節奏感，無需舞伴，服飾
以舒適為主，是一種消耗體力而不劇烈的理想運動。

班別 星期 時間 導師 費用
A班 中班 逢星期二 6:30pm-7:30pm

排排舞 
總會導師

$93/堂
B班 初班延續班 逢星期三 6:30pm-8:00pm $112/堂
C班 初班 逢星期五 6:30pm-7:30pm $88/堂
D班 初班 逢星期六 10:10am-11:30am $108/堂

備註： A班適合修讀過一年半或以上人士； 
B班適合修讀過半年或以上人士； 
C班及D班適合初學者

 *以兩個月為一次循環

社交舞 (CD08)
本課程主要教授國際標準舞步，每課程教授重心移動技巧，
2-3種舞步，男女舞蹈配合，導師亦會安排學員外出舞蹈場地
作實地體驗及互相交流。

內容： 喳喳、倫巴、森巴、牛仔、慢三、探戈、快四、快
三、狐步等。

班別 星期 時間 導師 費用
A班 初班 逢星期一 2:15pm-3:45pm Ms. Wendy 

Chui
$63/堂

B班 專修班 逢星期一 3:45pm-5:15pm $66/堂
C班 初班 逢星期二 7:30pm-9:30pm 陳蘭香女士 $85/堂
D班 中班 逢星期三 7:00pm-8:30pm 

馮權基先生
$70/堂

E班 高班 逢星期三 8:30pm-10:00pm $73/堂

F班 專修班 逢星期一 8:30pm-9:45pm 國際文娛藝術
中心專業導師

$113/堂

備註： *A班及C班為初班，適合初學者； B班為專修班，
適合修讀過半年或以上人士； D班為中班，適合對社
交舞有基本認識的人士參與； E班為高班，適合修讀
過一年半或以上人士； F班為專修班，適合專攻倫巴
舞步的學員，本課程根據英國皇家教師舞蹈協會及英
國國際教師舞蹈協會的課程而編訂，在完成所需的課
程後，導師可推薦各學員參加海外社交舞考試及安排 
表演。

 *以兩個月為一次循環

 * F班專修班以單月計算

所有課程在公眾假期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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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妙舞姿

纖體肚皮舞Belly Dance (CD19)
肚皮舞針對收緊腹部、腰部、臀部、大腿及手臂的線條，同
時鍛練深層肌肉 (如腹外斜肌 )，達收緊線條之效，亦有助減
壓。肚皮舞配合不同的做手及優美舞姿，可表現這舞蹈的神
髓。

班別 星期 時間 導師 費用
A班 逢星期二 6:30pm-7:30pm

Ms. Clara Kee $95/堂
B班 逢星期三 2:30pm-3:30pm

泰拳健康舞Thai Aerobic Dance 
(CD24)

泰拳健康舞揉合了泰拳的步法、踢腳、拳速及通過健康舞的
強勁節奏，有效強化心肺功能，燃燒體內多餘脂肪，大大增
加肌肉線條，而大量轉動腰部的步法，對胃腩、腰部收身有
顯著的功效，亦有助減輕都市人的生活壓力、舒緩緊張。

班別 星期 時間 導師 費用
A班 逢星期一 6:40pm-7:40pm Ms. Karen Lau $98/堂

踢拳健康舞Kickbox Aerobic 
Fusion (CDH27)

Kickbox Aerobic是一項高能量的運動，揉合腿擊運動、肌
肉鍛鍊於一身，能提升學員的肌肉協調及平衡力，並運用到
全身肌肉，達至消脂及增強心肺功能，更可燃燒體內多餘脂
肪，增加肌肉線條。

班別 星期 時間 導師 費用
A班 逢星期五 7:40pm-8:40pm Ms. Jennifer Liu $95/堂

所有課程在公眾假期暫停

中國舞基訓表演高班 (CD14)
1.基訓 - 把上組合，把下翻，轉，跳及地面動作的練習

2.排舞 - 排練中國各民族舞蹈、東方舞蹈及由導師創作的全
新舞蹈。學員有機會參與舞台劇的排練、區域或其他團體的
排練

3.表演 - 以非牟利性質參加劇場演出，以推動香港及各社區
的舞蹈文化發展，為香港的文化藝術作出貢獻。

班別 星期 時間 導師 費用
A班 逢星期四 7:45pm-9:45pm 湯樂女士 $108/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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