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備註 

PG1518-2-1000 逢星期二 10:00-11:00 5 月 30 日前歡迎試堂 

PG1518-2-1130 逢星期二 11:30-12:30  

PG1518-3-0945 逢星期三 09:45-10:45  

PG1518-3-1500 逢星期三 15:00-16:00 6 月 28 日新班 

PG1518-7-0930 逢星期日 09:30-10:30 7 月 16 日新班 

PG1518-7-1430 逢星期日 14:30-15:30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備註 

PG0912-5-1130 逢星期五 11:30-12:30 新班，組織中 

PG0912-7-1600 逢星期日 16:00-17:00 新班，組織中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備註 

PG1215-3-1500 逢星期三 15:00-16:00 6 月 7 日前歡迎試堂 

PG1215-3-1630 逢星期三 16:30-17:30  

PG1215-4-1600 逢星期四 16:00-17:00  

PG1215-7-0930 逢星期日 09:30-10:30 6 月 18 日前歡迎試堂 

更新日期: 18-5-2023 歡迎致電：3523 1849 或  WHATSAPP : 6775 8645 查詢 

註冊幼稚/幼兒園老師主領 

歡迎致電： 3523 1849 或 WHATSAPP:  6775 8645 查詢 

9-12 個月(坐定定)、12-15 個月(行行企)、15-18 個月(步步走) 

全期 10 堂，每星期 1 堂 ，每堂 1 小時 

星期二至五 $2500 (十堂) ，$1400 (五堂)， 試堂 / 單堂 $280 (一堂) 

星期六、日 $2980 (十堂)，$1600 (五堂)， 試堂 / 單堂 $320 (一堂) 

*試堂後，報全期十堂，試堂費內之$200，會在全期學費中退回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備註 

PN2236-2-1130 逢星期二 11:30-12:30 課程即將完成，不便安排試堂 

PN2236-3-0945 逢星期三 9:45-10:45 6 月 14 日前歡迎試堂 

PN2236-3-1115 逢星期三 11:15-12:15 5 月 31 日新班 

PN2236-4-1200 逢星期四 12:00-13:00 6 月 1 日新班 

PN2236-5-1130 逢星期五 11:30-12:30 課程即將完成，不便安排試堂 

PN2236-6-1115 逢星期六 11:15-12:15 名額已滿 

PN2236-6-1500 逢星期六 15:00-16:00 5 月 27 日新班 

PN2236-7-1100 逢星期日 11:00-12:00 課程即將完成，不便安排試堂 

PN2236-7-1230 逢星期日 12:30-13:30 6 月 25 日新班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備註 

PG1822-2-1000 逢星期二 10:00-11:00 6 月 27 日新班 

PG1822-3-1330 逢星期三 13:30-14:30  

PG1822-5-1000 逢星期五 10:00-11:00  

PG1822-5-1430 逢星期五 14:30-15:30 7 月 7 日新班 

PG1822-6-1630 逢星期六 16:30-17:30 6 月 24 日新班 

PG1822-7-1100 逢星期日 11:00-12:00 6 月 4 日新班 

PG1822-7-1230 逢星期日 12:30-13:30 名額已滿 

歡迎致電： 3523 1849 或 WHATSAPP:  6775 8645 查詢 

更新日期: 18-5-2023 

註冊幼稚/幼兒園老師主領 

22-36 個月(小跳豆學前適應班) 

全期 10 堂，每星期 1 堂 ，每堂 1 小時 

星期二至五 $2700(十堂) ，$1450 (五堂)， 試堂 / 單堂 $290 (一堂) 

星期六、日 $2988(十堂) ，$1650 (五堂)，試堂 / 單堂 $330 (一堂) 

*試堂後，報全期十堂，試堂費內之$200，會在全期學費中退回 

 

18 - 22 個月(跳跳碰) 

全期 10 堂，每星期 1 堂 ，每堂 1 小時 

星期二至五 $2500 (十堂) ，$1400 (五堂)， 試堂 / 單堂 $280 (一堂) 

星期六、日 $2980 (十堂)，$1600 (五堂)， 試堂 / 單堂 $320 (一堂) 

*試堂後，報全期十堂，試堂費內之$200，會在全期學費中退回 

 

更新日期: 18-5-2023 



 

歡迎致電：3523 1849 或 WHATSAPP：6775 8645 查詢 

註:為確保課堂質素，在參與「彈跳豆學前班」前，小朋友需先參與本中心 

「小跳豆學前適應班」，目的是讓各同學能在分離感相約的能力下， 

進行進階學習，敬希家長見諒，謝謝! 

更新日期: 18-5-2023 

彈跳豆學前班 (每堂 2 小時) 
星期二至五 $3080(十堂) ，二十堂(95 折)   

星期六、日 $3480(十堂) ，二十堂(95 折)      

註冊幼稚 / 幼兒園老師主領 

彈跳豆課程，每堂均有時間給家長與老師直接對話，以了解幼兒狀況，幼兒連續上課及出席共 20 個星期，可獲幼兒發展評估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備註 

PS2440-2-0930 逢星期二 09:30-11:30 尚餘少量名額 

PS2440-3-0930 逢星期三 09:30-11:30 名額已滿 

PS2440-3-1200 逢星期三 12:00-14:00 尚餘少量名額 

PS2440-4-0930 逢星期四 09:30-11:30 6 月新班 

PS2440-5-0930 逢星期五 09:30-11:30 尚餘少量名額 

PS2440-6-1300 逢星期六 13:00-15:00 尚餘少量名額 

PS2440-7-0930 逢星期日 09:30-11:30 名額已滿 

PS2440-7-1215 逢星期日 12:15-14:15 6 月新班 

   

   

   

   

   

 

學前班老師經驗之談 

中心重視每位幼兒首次與家長分離的經驗。 

因為依據艾力遜（Erickson)社會心理發展階段而言，0-2 歲幼兒正值

「信任 vs 不信任」、2-4 歲則處於「自主獨立 vs 羞怯懷疑」的階段。 

老師希望看到每位幼兒在與家長分離時，獲得正向、信任的經驗，以

助未來向自主獨立的方向成長，所以本中心學前班分兩個階段進行。 

 

小跳豆(學前班的第一階段)，主要讓幼兒嘗試接觸分離感覺，並學習以

不同的方式與其他小朋友互動，培養幼兒的自我效能感，藉以提升幼

兒的自信來面對分離。 

 

彈跳豆(學前班的第二階段)，幼兒在小跳豆獲得與家長分離經驗後，分

離時間會遂漸延長，課程內容以主題形式設計，附以探索、認知、大

肌、小肌、音樂、故事、模擬遊戲等......活動進行，老師們更特別注重

幼兒情緒及社交方面的發展，課堂完結前 10-15 分鐘，歡迎家長與老

師交談，了解當日的課堂內容。 

歡迎致電：3523 1849 或  WHATSAPP : 6775 8645 查詢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開課日期/備註 

TKD-2-1645 逢星期二 16:45-17:45 尚餘少量名額 

TKD-5-1645 逢星期五 16:45-18:15 名額已滿 

TKD-6-0915 逢星期六 9:15-10:45 尚餘少量名額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備註 

Art-2-1430 逢星期二 14:30-15:30 3-6 歲 

Art-2-1545 逢星期二 15:45-16:45 3-6 歲 

Art-5-1600 逢星期五 16:00-17:30 7 歲以上 

Art-7-1115 逢星期日 11:15-12:15 3-6 歲 

 Art-7-1215 逢星期日 12:15-13:15 3-6 歲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開課日期/備註 

BFIT-2-1515 逢星期二 15:15-16:15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開課日期/備註 

PTH-5-1430 逢星期五 14:30-15:30 K3  /  初小生 

PTH-5-1545 逢星期五 15:45-16:45 高小生 

PTH-5-1645 逢星期五 16:45-17:45 幼稚園生 

PTH-6-1045 逢星期六 10:45-11:45 初小生 

PTH-6-1200 逢星期六 12:00-13:00 幼稚園生 

PTH-6-1430 逢星期六 14:30-15:30 初小生 

PTH-6-1530 逢星期六 15:30-16:30 初中生 

PTH-7-0905 逢星期日 09:05-10:05 幼稚園生 

具運動教練資歷導師主領 

主修藝術(小眼睛導師)主領 

香港跆拳道協會認可黑帶教練主領 

堂費 : $200/堂 

美 藝 班 

更新日期: 18-5-2023 

體適能專注力班 

 

   1 小時堂費 : $200/堂，$1500(10 堂)，$2700(20 堂) 

   1.5 小時堂費 : $300/堂，$2250(10 堂)，$4050(20 堂) 

 
 

   堂費 : $250(試堂/單堂)      

         $880(4 堂)  $1640(8 堂)  $1980(10 堂) 
 

校際朗誦節(普通話)評判主領 

普 通 話 

歡迎致電：3523 1849 或  WHATSAPP : 6775 8645 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