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堂活動中心

2021年暑期無限

查詢電話： 2589 4058

地址：香港般咸道86A來恩樓五樓

Website: http://www.rhenish-hk.org.hk     Email: activitycentre@rhenish-hk.org.hk

Act 
Now!

辦事處開放時間：
逢星期一至五 上午9時-下午1時；下午2時–5時；星期六上午9時–下午1時

(星期六下午、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箴言 22:6



課程
編號

課程名稱 對象 上課日期及節數 上課時間
上課
地點

導師 費用

CM
2107

音樂小芝麻
6-24
個月

7月 6, 13, 27日；
8月17, 24, 31日
(逢星期二) *共六堂

上午
10:15 -
11:00

來恩樓
701-704

室

音樂
種子園
導師

$960 

CG210
7K

學業鞏固班
升小二 至
升小六
學童

7月19日 - 8月20日
(逢星期一、三、五）

*共五週

下午
4:00-6:00

來恩樓
5樓

功輔班
導師

$1,500

FN
2101

語文歷奇
樂繽紛

升小一
學童

7月14 - 31日
(逢星期三、六）

*共六堂

下午
4:00-5:00

來恩樓
7樓

TEAM N 免費

CT
2107A

乒乓球A班
K1以上
學童

7月6日 - 8月24日
(逢星期二) *共八堂

下午
4:15-5:15

來恩樓
6樓

阮文傑
教練

$1,200 

CT
2107B

乒乓球B班
K1以上
學童

7月6日 - 8月24日
(逢星期二) *共八堂

下午
5:15-6:15

來恩樓
6樓

阮文傑
教練

$1,200 

CT
2107C

乒乓球C班
K1以上
學童

7月8日 - 8月26日
(逢星期四) *共八堂

下午
4:30-5:30

來恩樓
6樓

阮文傑
教練

$1,200 

CT
2107D

乒乓球D班
K1以上
學童

7月8日 - 8月26日
(逢星期四) *共八堂

下午
5:30-6:30

來恩樓
6樓

阮文傑
教練

$1,200 

CT
2107H

乒乓球
進階訓練

6-12歲
學童

7月3日 - 8月28日
(逢星期六) *共九堂

下午
1:30-3:00

來恩樓
6樓

阮文傑
教練

$1,620 

SC_CD
21

玩轉古典音樂 4-7歲
7月27,28,30日

*共三堂
上午11:15 

-
下午12:15

來恩樓
701-704

室
音樂
種子園
導師

$980 

玩轉古典音樂
課堂分享

家長及
兒童

7月31日(星期六)
來恩樓

6樓
免費

SC_
RA21

活潑多元
閱讀樂

升小二
學童

8月2-13日
(逢星期一、三、五）

*共六堂

上午
9:30-10:30

來恩樓
6樓

葛梁穎兒
老師

$700 

SC_
HC21

活潑多元
識字樂

升小一
學童

8月2-13日
(逢星期一、三、五）

*共六堂

上午
11:00 -
12:00

來恩樓
6樓

葛梁穎兒
老師

$700 

CH
2101

暑期
記憶法課程

升小一
學童

8月14 - 26日
(逢星期二、四、六）

*共六堂

下午
2:30-3:45

來恩樓
5樓

舒瀚主任 $1,200 

SC_HC
121 英語朗誦

升小一至
小三學童

8月14 - 28日
(逢星期二、四、六）

*共七堂

上午11:00-
12:00

來恩樓
6樓

陳祉穎
姐姐

$950 

英語朗誦
結業禮表演

家長及
兒童

8月28日(星期六)
下午12:00-

12:30
免費

2021年暑期活動
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不要禁止他們；

因為在天國的， 正是這樣的人。 馬太福音19章14節



上課地點：本堂來恩樓七樓

時間：10:15am – 11:00am  (星期二)
日期：7月 6, 13, 27日

8月 17, 24, 31日
費用：每堂$160堂
新生材料費: $120(音樂小背包)

2021 音樂種子園

音樂小芝麻
6個月–24 個月 幼兒親子音樂課程

音樂種子園：Tel: 2549-2259

www.musicseedsgarden.com

注意事項：

#名額有限，額滿即止
#此課程不設補課及退款

#上課時一位成人陪同一位學生

#上課時必須穿著備襪子
#上課時請勿錄音和錄影



玩轉古典音樂
禮賢會香港堂活動中心及音樂種子園合辦

與巴哈, 莫札特, 貝多芬
一同放暑假

課堂地點： 本堂來恩樓701-704室

課堂時間： 11:15am – 12:15pm

課堂日期： 7 月 27, 28, 30日 ( 星期二，三，五)

課堂分享： 7月31日 (週六)
11:15am -12:15pm
來恩樓6樓
(免費入場，專為父母而設，歡迎親友)

費用: 全期$980 (包括3節課堂及1個課堂分享)

• 名額有限，額滿即止
• 此課程不設補課及退款
• 上課時請勿錄音和錄影

音樂種子園：Tel: 2549-2259

www.musicseedsgarden.com



【課程目標】 着重提升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

【課程內容】

1. 本課程利用語文遊戲增加學生學習的興趣，在遊戲中培養學生
認真閱讀的態度和習慣。

2. 透過不同的活動，引導學生認識不同文章的結構及寫作手法，
幫助閱讀理解。

3. 學會用「分、比、問、想」的閱讀理解方法，對文章進行分段、
分析、比較、提問、聯想和想像。

4. 根據文章內容進行角色扮演，讓學生從不同角度理解篇章內容，
加深對文章的理解和感受，享受閱讀的樂趣。

5. 「朗讀」能提升學生的閱讀能力。在反復朗讀中，聲入心通，
既能訓練學生琢磨文字的表達效果，亦可收培養語感之效，
助他們進一步理解文章的深層意思。

6. 善用「六何法」提問，認識中國文化。

對象： 適合升小二學童

日期： 2021年 8月 2, 4, 6, 9, 11, 13日

（逢星期一，三、五 *共六堂）

時間： 上午9:30-10:30

地點： 本堂來恩樓6樓

費用： $700（包括教材費）

名額： 10人（額滿即止）

導師： 葛梁穎兒老師

（資深小學中文科退休老師）



識字是語文學習的基礎，識字便可以閱讀和寫作。
識字教導兒童認清字的形、音、義，寫出正確美觀的字
並運用妥當。

【課程目標】
•培養識字能力（自學新字能力）
•增加識字量
•生活中學習

【課程內容】

一、根據兒童年齡特點，採取多種的識字法，

激發他們的識字興趣，培養識字能力。

二、介紹漢字的演變過程，把漢字具體形象化，

加深對漢字的認識。

三、尋找規律，在有趣的造字法中識字。

四、調動學生多種感官，記憶生字，聽、看

和記結合起來，趣味識字。

活潑多元識字樂

對象：適合升小一學童

日期：2021年8月 2,4,6,9,11,13日

（逢星期一，三、五 *共六堂）

時間：上午11:00 - 下午12:00

地點：本堂來恩樓6樓

費用：$700（包括教材費）

名額：10人（額滿即止）

導師：葛梁穎兒老師

（資深小學中文科退休老師）



不論大人、小朋友的聲音都是有可塑性的，本課程為初小學生挑選了

活潑生動的詩詞作為教學材料，以輕鬆的詩詞吸引小朋友，激起他們

對英語的興趣，並會與小朋友一同探索聲音，藉此增強他們的表達能

力和演譯技巧，提升他們的自信心。

對 象：升小一至小三學童

日 期：2021年8月14, 17, 19, 21, 24, 26, 28日

(逢星期二、四、六) *共七堂

時 間：上午11:00 至 12:00

地 點：本堂來恩樓6樓

名 額：每班12人 （額滿即止）

費 用：$950

導 師：陳祉穎小姐

*有豐富演出和教學經驗，曾與近二十個音樂團體合作演出

課程目標：

1. 讓學生知道何謂朗誦並能分辨何謂獨誦和集誦

2. 讓學生探索自己的聲音

3. 能以不同的語氣和情感朗誦

4. 能模仿不同人物的聲音

5. 能正確地讀出所選讀的詩

6. 明白所選讀的詩的內容

7. 能以合適的聲線模仿詩中人物

8. 能在朗誦時加入動作

9. 能背出全首詩

10. 能以集誦方式表演，建立團隊精神

11. 能表現出理想的朗誦站姿和表演態度



2021暑期記憶法課程

課程目標
運用兒童珍貴的創造力來提昇記憶力和學習能力。

課程大綱
1.數字記憶法: 
順次序 記50個 不同的事物

2.學習技巧
3.中文字記憶法
4.記憶的秘訣

對 象: 升小一學童

日 期: 2021年8月14, 17, 19, 21, 24, 26日

(逢星期二、四、六) *共六堂

時 間: 下午2:30–3:30

下午3:30–3:45          車車姐姐「唱談小天地」

地 點: 本堂來恩樓5樓

費 用: $1,200（每堂$200）

名 額: 5人 （額滿即止）

導 師: 舒瀚主任

曾任記憶法訓練班

讀書記憶班和讀書

(備考)訓練班導師

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您的記憶都是您每天在使用的東西。記

憶技巧有助於日常生活和學習。本記憶課程透過教授數字掛系統

等, 幫助小童學習諸如聯想, 想像和分塊的記憶技巧, 記住特定的

事物。最終, 期待小童能夠愉快地提升學習能力。



語文歷奇
樂繽紛

對 象: 升小一學童

日 期: 2021年7月14, 17, 21, 24, 28, 31日

(逢星期三、六) *共六堂

時 間: 下午4:00 至 5:00

地 點: 本堂來恩樓7樓

費 用: 免費

名 額: 8人 （額滿即止）

導 師: TEAM N

課程目標：

1. 分別以廣東話、普通話及英語唱遊及講故事

2. 透過故事, 不同活動教授兩文三語

3. 讓小孩子在遊戲中愉快學習

4. 訓練專注力和創造能力

5. 培養小朋友的聆聽能力

6. 小組學習，讓導師更好教導與別人相處之道

7. 透過感統刺激，促進小朋友的大腦發展

8. 給孩子可以學習與人溝通說話的技巧

9. 在遊戲中讓他們發揮小宇宙



暑期學業鞏固班
對 象: 升小二至升小六學童

日 期: 2021年7月 19日至8月20日

(逢星期一、三、五 ) *共五週

時 間: 下午4:00-6:00

地 點: 本堂來恩樓5樓

費 用: $1,500

名 額: 15人 （額滿即止）

導 師: 功輔班資深導師團隊

過去一年半，疫情對學童的學習影響很大，本中心於暑假
開辦特別的功輔班 暑期學業鞏固班”幫助學童完成暑期功課、
持續學習和鞏固學業。

課程目標

幫助學童穩固掌握其所屬年級應有的知識和學習能力。

課程內容

分年級上課，每班不超過四名學生，主力鞏固中、英、數三科，

包括閱讀理解、造句、短文寫作及數學運算等等。



【對象】兒童班（K1或以上學童）

【日期】2021年7月6日 – 8月24日(逢星期二)

A班 下午4:15-5:15； B班下午5:15-6:15

2021年7月8日 – 8月26日(逢星期四)

C班 下午4:30-5:30；D班下午5:30-6:30

【地點】本堂來恩樓6樓

【費用】$1,200 / 8堂

【名額】每班 5人 （額滿即止）

【導師】阮文傑先生（資深乒乓球教練）

【目的】培養學員對乒乓球專項活動的興趣，

通過正規技術訓練，提高運動技術水平，

並強化體能、思維及態度。

同時協助學童建立成長目標。

【裝備】學童須穿著輕便運動服
以及鞋底不脫色之球鞋，
自備乒乓球球拍。



【課程目標】
1. 以小組形式提升團隊合作精神
2. 安排與其他球隊交流及比賽
3. 教導隊員彼此支持團結
4. 參加公開比賽
5. 以比賽推動小朋友有進取的目標和進步

【對象】6-12歲學生

(已對乒乓球有基本認識)，需要通過水平測試。

【日期】逢星期六 (公眾假期除外)

【時間】下午1:30-3:00 (每堂時間：1.5小時)

【人數】 6 - 10人 （額滿即止）

【地點】本堂來恩樓6樓

【費用】每堂$180（按月收費）

【導師】阮文傑先生（資深乒乓球教練）

【課程內容】

以小隊互動形式訓練

乒乓球技術進階訓練

乒乓球比賽技巧和戰術訓練

乒乓球比賽的進取心理質素訓練

乒乓球團隊的精神和比賽心態訓練

學習基督教信仰的交託

【導師介紹】
曾任多個乒乓球會駐會教練，參與多項乒乓球比賽，屢獲殊榮。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堂活動中心
「暑期活動報名表」

Ref. No.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堂活動中心

課程及活動報名須知

報名者需填妥報名表格並親臨本中心以現金或支票繳付費用。支票抬頭：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堂」或 “Chinese Rhenish Church Hong Kong”

1. 課程報名以先到先得原則辦理,恕不接受口頭報名或電話留位，額滿
即止、惟可登記輪候作後補。開課前如有参加者退出，其空缺將由
候補名單已登記者依序補上。

2. 所有課程一經報名並獲得學位確認後，其所繳付之費用恕不退回。
如需要轉班或轉往其他課程，可於開課前五個工作天向中心主任作
出申請，並繳交30元作為辦理轉位手續費用，兩者學費之差額需要
補回。

3. 學員必須於課程報名截止日期前繳交全額費用，不設按出席次數收
費。

4. 學員因個人原因而未能出席全部或部份已參加的課程或活動者，所繳
費用恕不退還；因天氣關係取消的課程或活動，恕不補堂或退款。

5. 課程或活動只准已報名人士本人出席，不可轉讓或由別人替代。所
有缺席者當自動棄權處理。

6. 若報名人數不足，課程將予取消或延期，參加者將獲通知。各項退
款，請於接獲通知後一個月內持收據於中心辦事處領取，逾期作廢。

7. 本中心保留更改課程、導師、上課地點或時段之權利。

2013年9月1日起生效

對課程或活動的爭議，本中心保留一切最終決定權。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的特別安排】

若因新冠肺炎疫停課，會盡量安排延後補堂。

如未能安排補堂， 已付學費將保留作該課程之下期付款或他課程付款。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堂活動中心
防疫通告

各位親愛的家長：

您們好，鑑於新冠肺炎疫情的最新發展，活動中心現採取以下防疫措施，

以保障學童和工作人員的安全：

學童在進入活動中心前，請先讓大閘更亭的保安員量體温，以確認體温正

常，方可進入活動中心。

為免人群聚集導致交叉感染，中心暫時不接受非會員到訪，家長、親友

或家庭傭工接送學童到中心上課，可送至活動中心門外；接學童回家時，

請在門外等候，但切勿過早前來，以免多人在中心外聚集。

學童進入活動中心前，請先使用消毒搓手液搓手，並在任何時候（飲水除

外）都必須正確地帶上口罩，煩請家長們為子女預備口罩及敦促他們全程

佩戴。

在活動中心進行任何活動時，應盡量保持1.5米的社交距離。

學童在過去十四日內，如果曾外遊、接觸過新冠肺炎患者、校內有同學曾

確診新冠肺炎或現居大廈有新冠肺炎確診者，請勿回中心上課。

如學童身體出現任何病徵（包括咳嗽、喉嚨痛、突然喪失了味覺或嗅覺、

上呼吸道感染、呼吸急促或困難、腹瀉或發燒等），請勿回活動中心上課

，並儘早就醫。

請保持個人衞生，使用消毒搓手液，勤洗手（包括：咳嗽或打噴嚏後、準

備食物前後、用餐前、如廁後、觸摸扶手或門把手等公共設施後）。

活動中心內不提供飲食，因此我們建議家長先讓學童在家吃茶點，以免上

課期間感到肚餓以致影響學習，學童亦可以自備食水上課。當值導師若發

現學童沒有遵守防疫要求，會即時跟進。在有需要的情況下會個別聯絡家

長，以確保上述措施能有效地執行。

活動中心將繼續密切注意新冠肺炎疫情的發展，以上防疫措施，日後可能

會調整。

祝大家健康，平安！
禮賢會香港堂活動中心

2021年5月25日



※ 家長可按情況自行決定是否讓子女出席。

 上述各項資料乃一般安排，如遇特別情況，本中心保留最後之決定權。

 因天氣惡劣而取消的課堂，本中心將不會安排補堂或退款。

 辨事處開放時間：

逢星期一至五 上午9時 - 下午1時；下午2時 – 5時

星期六 上午9時 - 下午1時

星期六下午、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如有查詢，請與中心職員聯絡，

電話: 2589 4058 / WhatsApp 5412 1201。

天氣情況
課程或活動安排

室內 室外

一號風球或黃色暴雨警告※ 如期上課 致電查詢

三號風球或以上 停課

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 停課

上課前兩小時除下三號風球
或紅色暴雨警告

如期上課 致電查詢

上課前兩小時仍懸掛三號風球
或紅、黑色暴雨警告

停課

【熱帶氣旋或暴雨警告上課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