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兒成長活動 

2020年 9-12月中心活動 

愛吃是孩子的天性，若他們能親手製作美食，相信能大大提升其自信和滿足感。在烹調過程中，他們不但可認識食材名

稱，營養價值和份量的控制外，製作期間更可提升其語文表達能力和社交溝通技巧。 

1.雞蛋仔    2.卡通曲奇    3.滋味 Pizza    4.星空幻彩杯子蛋糕    

編號 日期 時間 對象 費用 (會員價) 

A 組:I022010002  8/10-29/10 

(四)   

上午 11:00-12:00  
2 歲半-3 歲半 

之幼兒  $440(4 節) 

(包括材料)   
B 組:I022010007 下午 2:30-3:30  K1-K3 

備註  

負責導師-馮佩雯(資深幼兒教育工作者)；鄭明妮(資深幼兒教育工作者) 

#自備圍裙、手袖及食物盒(尺吋不少於: 寬 15 cm X 長 15 cm X 高 10cm) 

#本小組不適合有食物敏感之兒童參加(如:花生醬、雞蛋、奶類等) 

*以上的小組，如因任何因突發事件(如：社會事件/疫情等)影響而未能如期開始或中途取消，本中 

心會扣除 20%事前運作開支及行政費用後，退回餘款。 

美味小廚師 <實體小組>  

透過多元化的美術和音樂活動，誘發幼兒的興趣和潛能。音樂方面會以歌曲、舞蹈、樂器演奏、情境幻想及角色扮演，來

提升幼兒的自信、培養專注力、發揮想像力及藉此抒發情感。    

編號 日期 時間 對象 費用 (會員價) 

A 組:I022010003  7/10-28/10 

(三)  

上午 11:30-12:30  

2 歲半-3 歲半 

之幼兒   $360(4 節)  B 組:I022010004  下午 2:30-3:30  

C 組:I022010005  
9/10-30/10 

(五) 
上午 9:30-10:30  

備註  

負責導師-馮佩雯(資深幼兒教育工作者)；鄭明妮(資深幼兒教育工作者) 

*以上的小組，如因任何因突發事件(如：社會事件/疫情等)影響而未能如期開始或中途取消，本中 

心會扣除 20%事前運作開支及行政費用後，退回餘款。 

<實體小組>  音樂小跳豆    

<實體小組>  
引導幼兒識字看似一件很枯燥的事，很多幼兒都不太願意認字。其實，只要藉助遊戲，讓幼兒覺得識字不僅好玩有趣，

還能獲得成就感，以此激發幼兒的識字興趣，將會使識字效果事半功倍。  
編號 日期 時間 對象 費用 (會員價) 

基礎篇:I042010009  
6/10-27/10(二)   

上午 10:00-11:00    K2-小一 

$360(4 節)  進階篇 A 組:I042010010  下午 3:30-4:30  曾參與 2020 暑期 

中文識字樂趣多 

小組之參加者   進階篇 B 組:I042010011  8/10-29/10(四)   上午 10:00-11:00  

備註  

負責導師-鄭明妮(資深幼兒教育工作者) 

*以上的小組，如因任何因突發事件(如：社會事件/疫情等)影響而未能以實體模式進行，則 

會轉為網上形式繼續至小組完結，本中心將不安排補堂或退款。  

中文識字樂趣多 



透過繪畫、摺紙、手工、黏土等視覺藝術活動，培養孩子的創作力及提昇藝術觸覺。 

編號 日期 時間 對象 費用 (會員價) 

B1 組:I032010013  6/10-27/10(二)  
上午 9:30-10:30   

  2歲半-3歲半 

之幼兒    

$360(4 節) 

C3 組:I032010014  

7/10-28/10(三)   C4 組:I032010016  上午 10:00-11:00   

K1   C5 組:I032010017  下午 3:45-4:45 

D1 組:I032010018  8/10-29/10(四)   下午 3:30-4:30 

E3 組:I032010015  9/10-30/10(五)  上午 11:30-12:30  
2 歲半-3 歲半 

之幼兒  

F3 組:I032010019  
10/10-31/10(六) 

上午 9:30-10:30   K1  

F4 組:I032010020  上午 11:00-12:00   K2-小一 

備註  

負責導師-馮佩雯(資深幼兒教育工作者)/鄭明妮(資深幼兒教育工作者) 

#自備圍裙、手袖及 25 色油粉彩  

*以上的小組，如因任何因突發事件(如：社會事件/疫情等)影響而未能以實體模式進行，則會轉為 

網上形式繼續至小組完結，本中心將不安排補堂或退款。  

綜合美術 <實體小組>  

小組適合 2 歲半-小一 



用玻璃彩繪顏料，在物件上繪畫創意造型和圖案，製作出漂亮別緻的作品。 

 1.角落生物玻璃貼     2.卡通筆筒     3.可愛動物吊飾 

編號 日期 時間 對象 費用 (會員價) 

A 組:I032011001  
5/10-2/11(一) 

(26/10 暫停)   
下午 4:00-5:00  

$280(4 節) K1-K3 
B 組:I032010021  9/10-30/10(五) 上午 10:00-11:00  

C 組:I032010022  下午 12:15-1:15  10/10-31/10(六)  

備註  

負責導師-鄭明妮(資深幼兒教育工作者) 

#自備圍裙及手袖  

*以上的小組，如因任何因突發事件(如：社會事件/疫情等)影響而未能如期開始或中途取消，本中 

心會扣除 20%事前運作開支及行政費用後，退回餘款。 

玻璃彩繪 <實體小組>  

透過音樂遊戲和悅耳的歌曲，讓孩子享受樂在音樂中的趣味。   

編號 日期 時間 對象 費用 (會員價) 

I022010006 9/10-30/10(五) 下午 2:30-3:30  K2-小二 $400(4 節) 

備註  

負責導師-馮佩雯(資深幼兒教育工作者) 

*以上的小組，如因任何因突發事件(如：社會事件/疫情等)影響而未能如期開始或中途取消，本中 

心會扣除 20%事前運作開支及行政費用後，退回餘款。 

合唱小團員  <實體小組>  

開心實驗室  <實體小組>  
為什麼沐浴球會產生那麼多泡泡？為什麼會溶化？透過實驗讓幼兒自製魔法泡泡球並探索其獨特變化。 

會吸水的杯墊有什麼材料？為什麼可以吸水？吸入的水又去了哪裡？透過實驗讓幼兒自製吸水杯墊並從中探索其原理。   

編號 日期 時間 對象 費用 (會員價) 

I082011003  
22/10-12/11 

(四) 下午 5:00-6:00  K3-小一 
$400(4 節) 

(包括材料費) 

備註  

負責導師-鄭明妮(資深幼兒教育工作者) 

*以上的小組，如因任何因突發事件(如：社會事件/疫情等)影響而未能如期開始或中途取消，本中 

心會扣除 20%事前運作開支及行政費用後，退回餘款。 

透過視覺、聽覺、觸覺遊戲，一起「玩」出專注力。 

編號 日期 時間 對象 費用 (會員價) 

A 組:I082011001  上午 10:00-11:00  
K1-K3 $320(4 節) 

5/10-2/11(一) 

(26/10 暫停)    B 組:I082011002  下午 2:30-3:30  

備註  

負責導師-鄭明妮(資深幼兒教育工作者) 

*以上的小組，如因任何因突發事件(如：社會事件/疫情等)影響而未能如期開始或中途取消，本中 

心會扣除 20%事前運作開支及行政費用後，退回餘款。 

Fun Fun Play <實體小組>  



<網上小組>  
幼兒成長到一歲半，便要增加多些桌面的活動，這有助幼兒適應日後上幼稚園的活動模式。本活動上課形式會透過網上進

行，並配合本中心所提供的活動材料包。每堂均有不同的主題，透過美勞手作、線條練習、小肌肉訓練及親子互動遊戲

等，讓幼兒善用在家的時間。  

編號 日期 時間 對象 費用 (會員價) 

A2 組:P012010004  15/9-6/10(二) 2-3歲幼兒 

及其家長  
$240(4 節)   上午 11:30-12:00  

C2 組:P012010007 19/9-10/10(六)  

備註  
負責導師-鄭明妮(資深幼兒教育工作者) 

*歡迎插班 

幼兒桌面工作室 

家長們，有沒有擔心孩子升讀幼稚園而煩腦呢?哪一間較適合?師資、課程、校舍設施還是與住處的距離呢?如何為面試作

最佳的準備?因應疫情關係，今年的面試形式或會有所不同，例如:網上面見或拍攝短片作自我介紹等。故本小組特意邀請

客席嘉賓與家長分享拍攝須知和簡便器材運用的技巧。小組中亦會有資深幼兒工作者與大家分享多年的經驗和心得。縱然

面對考驗，但不要緊，就讓我們與家長一起同行，懷着信心接受挑戰。  

編號 日期 時間 對象 費用 (會員價) 

P012011001  
5/10-2/11(一)  

(26/10 暫停) 
上午 11:00-12:00  學前幼兒之家長    $400(4 節)  

備註  

負責導師-馮佩雯(資深幼兒教育工作者) 

嘉賓-梁杏倩(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電影電視學院，曾參與電影、廣告及記錄片製作，有十年拍攝經 

驗，近年主要負責導演及攝影師的崗位) 

親子 Level up升 K1面試小組(家長篇)  

特別為學前幼兒設計的認知素材，透過兩套有趣的玩意，讓幼兒在家也可從遊戲中探索知識，提升認知能力。  

編號 日期 時間 對象 費用 (會員價) 

P022010001 
(第一次)10月初派發 

(第二次)12中派發  

稍後預約 

家長領取 
1 歲半至 3歲  

$200(2 套)  

(包括材料及 

導師示範遊戲之短片) 

備註  負責導師-鄭明妮(資深幼兒教育工作者) 

幼兒趣味遊戲 Kit  

<網上小組>  

幼兒成長及親子活動 

2020 年 9-12 月中心活動 



<網上小組>  
透過繪畫、摺紙、手工、黏土等視覺藝術活動，培養孩子的創作力及提昇藝術觸覺。 

編號 日期 時間 對象 費用 (會員價) 

C1 組:I032010003  
16/9-21/10(三)  

下午 3:00-4:00  

  K2-小一  $540(6 節) 

(中心提供材料包) 

C2 組:I032010004  下午 4:30-5:30  

18/9-30/10(五) 

(2/10 暫停)  
E2 組:I032010006  下午 3:45-4:45  

F1 組:I032010007  
19/9-24/10(六)   

上午 9:30-10:30 

F2 組:I032010008  下午 12:45-1:45 K3-小三  

備註  
負責導師-馮佩雯(資深幼兒教育工作者) 

#自備 25 色油粉彩  

綜合美術 

<網上小組>  
透過簡單的繪畫方法，運用乾粉彩和手指來繪畫孩子内心的色彩，用乾粉彩以按、印、擦等技巧繪畫出柔和順滑的作品，

讓心靈帶來和諧、寧靜和喜悅。  

編號 日期 時間 對象 費用 (會員價) 

A 組:I032010001  
18/9-30/10(五) 

(2/10 暫停)  
下午 5:00-6:00    K3-小四 

$600(6 節) 

(中心提供材料包) 

備註  
負責導師-馮佩雯(資深幼兒教育工作者) 

#中心提供材料包(專用畫紙及膠套、白咭紙 及特製消字膠片等) 

#自備乾彩(中心可代購) 

和諧粉彩  

小組適合 K2-小四 





透過兒歌、朗誦及故事分享等，訓練孩子的漢語拼音及中文文法與語句，讓他們能以標準的普通話表達，同時提升他們的

中文水平。 

編號 日期 時間 對象 費用 (會員價) 

初級 A組 

I042009004  

14/9-30/9 

(逢一及三)  下午 4:45-5:45   

$300(6 節) 

K1-K3   
初級 B組 

I042010001  

10/9-29/10(四) 

(1/10及 8/10暫停)   下午 3:30-4:30   

初級 C組 

I042011003  

14/9-2/11(一) 

(5/10及 26/10 暫停)   上午 10:00-11:00 

中級一組 

I042009006  

10/9-29/9 

(逢二及四)   下午 5:00-6:00   

小一-小三 
中級二組 

I042009005  

14/9-30/9 

(逢一及三)  下午 2:15-3:15   

高級一組 

I042009007  

14/9-30/9 

(逢一及三)  下午 3:30-4:30   

小四-小六  

高級二組 

I042009008  11/9-29/9 

(逢二及五)   

下午 2:30-3:30   

高級三組 

I042009009  下午 3:45-4:45   

高級四組 

I042010002 

11/9-30/10(五) 

(2/10及 9/10暫停)   下午 5:00-6:00   

備註 負責導師-孟垂華(香港浸會大學-國家語委普通話水平測試二級文憑、普通話高級教師文憑) 

普通話強化 Live Chat Room  <網上小組>  

有沒有發現孩子常用的英文詞彙很有限? 透過活潑新穎的方法讓孩子喜愛閱讀，讓他們發掘更多認識英語的樂趣。  

編號 日期 時間 對象 費用 (會員價) 

I042010005 
14/9-19/10 

(一) 下午 3:30-4:30   小一-小三 $480(6 節)  

備註  
負責導師-馮佩雯(資深幼兒教育工作者) 

*歡迎插班 

英文字彙寶庫   <網上小組>  

<網上小組>  

藉著有趣的玩意，讓孩子提升思考和表達能力。以看圖說故事及四格漫畫來挑戰孩子於 1分鐘內流暢地描述故事內容，藉

此可豐富孩子說話的內容。   

編號 日期 時間 對象 費用 (會員價) 

17/9-15/10(四) 

(1/10 暫停)   
$400(4 節) 

進階篇: 

I042010008  下午 5:00-6:00  

曾參與 2019 年 

或 2020暑期口語 

說話技巧訓練 

小組之參加者  

備註  負責導師-馮佩雯(資深幼兒教育工作者) 

口語說話技巧訓練  

幼兒及兒童興趣發展 





*以上所有實體小組，如因任何因突發事件(如：社會事件/疫情等)影響而未能以實體模式進行，則會轉
為網上形式繼續至小組完結，本中心將不安排補堂或退款。  



*以上所有實體小組，如因任何因突發事件(如：社會事件/疫情等)影響而未能以實體模式進行，則會轉
為網上形式繼續至小組完結，本中心將不安排補堂或退款。  



*以上所有實體小組，如因任何因突發事件(如：社會事件/疫情等)影響而未能以實體模式進行，則會轉
為網上形式繼續至小組完結，本中心將不安排補堂或退款。  





透過鉛筆素描，訓練參加者對物體的光暗、立體、空間、質感、構圖的表現，是有效提高繪畫觀察力的途徑。教授構圖原

理、素描寫生基礎、靜物素描、速寫及木顏色素描創作。 

編號 日期 時間 對象 費用 (會員價) 

I032010009  26/9-31/10(六) 下午 2:15-3:15 6-12歲 $360(6 節) 

備註 負責導師-劉湧盛;需自備 HB 鉛筆及 6B素描筆各一枝、24 色木顏色、擦膠及 A3畫簿 

綜合素描 <網上小組>  

水彩具有色彩亮麗及多變化的特點，小組除了教授水彩畫各種技巧及配色法外，亦會讓小朋友逐步掌握水彩畫技法的水

份、用色、筆觸和時間控制，啟發孩子在畫紙上發揮自己的思維與想像。 

編號 日期 時間 對象 費用 (會員價) 

I032010010 26/9-31/10(六)  下午 3:30-4:30 6-12歲 $360(6 節) 

備註 
負責導師-劉湧盛;需自備 HB 鉛筆一枝、擦膠、12 色廣告彩、調色盤、洗筆盒、畫筆三枝(大、中、 

小各一枝)、乾毛巾及 A3畫簿 

兒童水彩畫 <網上小組>  

繪畫小朋友喜愛的卡通人物，從淺入深引發小朋友學習美術的興趣。透過小朋友熟悉的卡通人物，發揮觀察力和個人特

色，從小培養想像和創作能力，更能提高學習技巧。 

編號 日期 時間 對象 費用 (會員價) 

I032010011  26/9-31/10(六)  下午 4:45-5:45 6-12歲 $360(6 節) 

備註 負責導師-劉湧盛;需自備 HB 鉛筆一枝、擦膠、24 色木顏色、擦膠及 A3畫簿 

兒童卡通畫 <網上小組>  

介紹素描基本繪畫方法，利用生動有趣的題目，讓小朋友對題目發揮想像，提升小朋友學習美術的興趣。教授小朋友構

圖，色彩運用等基礎技巧，用木顏色細緻地繪畫出來。  

編號 日期 時間 對象 費用 (會員價) 

I032010012 
18/9-30/10(五) 

(2/10 暫停)  
下午 3:30-4:30 6-12歲 $360(6 節) 

備註 負責導師-劉湧盛;需自備 HB 鉛筆一枝、擦膠、24 色木顏色、擦膠及 A3畫簿 

兒童彩色素描 <網上小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