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兒成長發展PLAYGROUP, 適合9-22個月小朋友報讀
 由1-2位家長陪伴小朋友, 讓家長和小朋友一起學習

每星期1堂 , 學費如下
星期一至五: $2100/10堂 , 20堂可享9折優惠
星期六及日: $2500/10堂 , 20堂可享9折優惠

每10堂課程可獲3次請假的補堂
歡迎包班(最少5位新生), 可額外享有優惠 , 詳情可向本會職員查詢

Early Bird優惠：報讀10堂課程額外減$200
二人同行優惠：可享9折優惠 *舊生與新生 / 兩位新生*

年齡組別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開班日期

9個月或以上 6-09-1145 星期六 11:45 - 12:45 待定

12個月或以上

2-12-1515 星期二 15:15 - 16:15 10月6日 / 現正招生

6-12-1400 星期六 14:00 - 15:00 暫時額滿，7/11有位

7-12-1400 星期日 14:00 - 15:00 10月11日 / 現正招生

15個月或以上

2-15-1400 星期二 14:00 - 15:00 尚餘少量名額

6-15-1000 星期六 10:00 - 11:00 暫時額滿，10/10有位

6-15-1515 星期六 15:15 - 16:15 尚餘少量名額

7-15-1215 星期日 12:15 - 13:15 暫時額滿，6/12有位

7-15-1515 星期日 15:15 - 16:15 暫時額滿

18個月或以上

2-18-1000 星期二 10:00 - 11:00 暫時額滿，20/10有位

2-18-1115 星期二 11:30 - 12:30 尚餘少量名額

3-18-1515 星期三 15:15 - 16:15 尚餘少量名額

4-18-1230 星期四 12:30 - 13:30 尚餘少量名額

5-18-1600 星期五 16:00 - 17:00 尚餘少量名額

6-18-1400 星期六 14:00 - 15:00 暫時額滿，17/10有位

6-18-1515 星期六 15:15 - 16:15 暫時額滿，7/11有位

6-18-1630 星期六 16:30 - 17:30 暫時額滿，17/10有位

7-18-1145 星期日 11:45 - 12:45 暫時額滿，11/10有位

7-18-1415 星期日 14:15 - 15:15 暫時額滿，1/11有位



學前班(第二階段) – 學前預備班
(Pre-Nursery, 適合24個月或以上幼兒)

 學前預備班, 適合已完成第一階段<分離適應班>的學生, 或2歲以上
曾獨立上課的幼兒報讀

 模擬幼稚園的課堂形式進行, 以主題式學習提升幼兒的表達和理解能力。
透過遊戲互動, 增強幼兒專注力及社交能力。

 可以選擇一星期多堂, 令小朋友將來更容易地融入群體生活
學費

星期一至五: $2700/10堂 , 20堂可享9折 , 30堂可享85折優惠
星期六/日: $3200/10堂 , 20堂可享9折 , 30堂可享85折優惠

書簿費: $150 (書包, 手冊, 幼兒TEE, 首次報讀學前班適用)
每10堂課程可獲1次請假的補堂

學前班(第一階段) – 分離適應班
(適合22個月或以上幼兒)

 適合未曾獨立上課的幼兒報讀
 全期課程10堂, 每堂1.5小時
 課程以循序漸進的形式進行, 在導師指導下讓幼兒學習處理與

家長分離的情緒
 透過遊戲活動建立社交和自理能力, 為進入幼稚園作好準備

學費
星期一至五: $2400/10堂
星期六及日: $2700/10堂

書簿費: $150 (書包, 手冊, 幼兒TEE, 首次報讀學前班適用)
每10堂課程可獲1次請假的補堂

年齡組別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開班曰期

分離適應班
(22個月或以上)

24-PS-0945 星期二及四 09:45 - 11:15 11月12日 / 現正招生

35-PS-1330 星期三及五 13:30 - 15:00 11月6日 / 現正招生

6-PS-1000 星期六 10:00 - 11:30 12月12日 / 現正招生

7-PS-1000 星期日 10:00 - 11:30 12月20日 / 現正招生

年齡組別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開班日期

PN-0945 星期三、五 09:45 - 11:45 現正招生

PN-1000 星期四 10:00 - 12:00 現正招生

PN-1130 星期二、四 11:30 - 13:30 現正招生

PN-1330 星期三、五 13:30 - 15:30 現正招生

PN-1115 星期六 (高效班) 11:15 - 13:15 暫時額滿

PN-1000 星期日 10:00 - 12:00 現正招生

更新日期:2020年9月22日

就快開學啦，小朋友入學一般會有無形壓力，而說不出口的。
透過五個不同的訓練內容，輔助小朋友建立自信，學習表達，為每天上學前做好準備。

課程會以遊戲治療方式、情緒管理既元素去幫助小朋友。
學費 星期一至日：$2000/8堂

年齡組別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開班曰期

歡迎與職員查詢相關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