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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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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堂課程額外減$200
二人同行優惠:可享九折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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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9-1500 星期六 15:00 - 16:00 尚餘少量名額，1/2有位

12個月或以上

2-12-1600 星期二 16:00 - 17:00
現正招生

(Early bird至2月28日)

3-12-1415 星期三 14:15 - 15:15 暫時額滿，22/1有位

6-12-1145 星期六 11:45 - 12:45 暫時額滿，1/2有位

7-12-1400 星期日 14:00 - 15:00 尚餘少量名額，2/2有位

15個月或以上

4-15-1415 星期四 14:15 - 15:15 尚餘少量名額，23/1有位

5-15-1230 星期六 12:30 - 13:30 1月11日開班，現正招生

6-15-1615 星期六 16:15 - 17:15 尚餘少量名額，1/2有位

7-15-1215 星期日 12:15 - 13:15 2月2日開班，現正招生

6-15-1518 星期六 13:45 - 14:45 2月1日開班，現正招生

18個月或以上

3-18-1530 星期三 15:30 - 16:30 暫時額滿，22/1有位

4-18-1145 星期四 11:45 - 12:45 2月6日開班，現正招生

6-18-1500 星期六 15:00 - 16:00 尚餘少量名額，1/2有位

7-18-1615 星期六 16:15 - 17:15 2月8日開班，現正招生

7-18-1145 星期日 11:45 - 12:45 尚餘少量名額，2/2有位

7-18-1515 星期日 15:15 - 16:15 尚餘少量名額，2/2有位

幼兒成長發展指標

12m以下
感知發展階段
• 7大感觀訓練
• 理解能力
• 身體協調
• 大小肌肉及

口肌發展

12-15m
自我認知發展階段
• 自我認知
• 提升自信
• 引發自主學習
• 語言理解能力

15-18m
探索能力發展階段
• 專注力提升
• 觀察力提升
• 培養自理能力
• 身體平衡鍛練

18-22m
社交發展階段

• 社交建立
• 情緒管理
• 自發學習及參與
• 同輩模仿能力

幼兒成長發展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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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星期二四 09:45 - 11:15 4月2日 現正招生

6-PS-1000 逢星期六 10:00 - 11:30 4月18日 現正招生

7-PS-1000 逢星期日 10:00 - 11:30 3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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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二(暫時額滿)

星期三(尚餘少量名額)
星期四(暫時額滿)

10:00 - 12:00 現正招生

PN-1330 星期二、三、五 13:30 - 15:30 現正招生

6-PN-1145 星期六 10:00 - 12:00 現正招生

7-PN-1000 星期日 10:00 - 12:00 現正招生

更新日期:2020年1月18日

歡迎向職員查詢



小蜜蜂童樂會十分欣喜見證眾多孩子經過努力而有所成
長，但同時亦看到不少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浮現各種學習
障礙的問題，令家長深感徬徨無助。我們竭力與他們同
行克服困難，並與專業訓練機構合作開展『小蜜蜂兒童
多元發展中心』，結合雙方於幼兒訓練及家庭支援方面
的專長，為有特殊需要的小朋友提供適切的個人訓練。

兒童發展遲緩訓練

學生人數: 1人
堂數: 每星期一堂
時間: 1小時
對象: 2歲或以上
費用: $2300/月
每星期一堂

荃灣
南豐中心11樓14室
電話: 2167 8928

美孚
寶輪街9號8樓A室
電話: 2370 1992

觀塘
成業街6號泓富廣場2705室

電話: 2558 3138

沙田
石門京瑞廣場1期18樓H室

電話: 2264 0628

www.honeyb.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