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eDo 2.0組件為樂⾼LEGO教育⼩朋友最佳
機械⼈⼊⾨套件，透過組裝及操作創意機械
模型，快速學習程式編程與邏輯架構，聯結
科學議題及任務，訓練學⽣的獨⽴思考與解
決問題能⼒。配合Scratch編程軟件，學習編
程編寫、摩打轉速、傾斜感應等機械原理，
持續主動地設計及改良機械⼈，為配合學校
課程及學習EV3機械⼈有更佳的準備。

⽇期：逢星期六
時間：13:30-14:45
費⽤：每期 $550  #$520 (每⽉/4堂)
對象：6-8歲 (適合⼩⼀⾄⼩三程度)

課程選⽤WeDo 2.0 Core Set (45300) 連接
藍⽛控制⾺達轉動、動作傳感、傾斜傳感等
硬件。

WEDO 2 . 0  SCRATCH 

機械原理設計師

LEGO樂⾼教育2020年全新推出的機械⼈編程教
學套件，擁有33種組裝與編程活動。將樂⾼積⽊
的搭建體驗，Scratch編程語⾔，和可編程集線器
相配合，致⼒於培養⾃信和批判性思考技能。

⽇期：逢星期六
時間：15:15-16:30
費⽤：每期 $550  #$520 (每⽉/4堂)
對象：9-12歲（適合⼩四⾄初中程度）

課程選⽤ LEGO® Education SPIKE™ Prime Set 
 ⾼精度⾺達和智能感應器、樂⾼磚、可編程集線
器，及圖形化編程軟件。

LEGO SP IKE ™  PR IME

科創編程師

學習槓桿原理、能量轉換、阻⼒關係、⿒輪功⽤、數
理變化等概念，運⽤樂⾼積⽊將科學原理及創意具體
化，建⽴基本空間與邏輯觀念，刺激腦⼒及訓練⼿眼
協調，提升發明創新、團隊合作及溝通協調能⼒。

⽇期：逢星期六
時間：12:00-13:15
費⽤：每期 $550  #$520 (每⽉/4堂)
對象：4-5歲

課程選⽤LEGO® Education Early Simple Machines 
Set (9656)，及Simple Machines Set (9689)機械
組合套裝

兒童LEGO動⼒機械課程

LEAD Lab 創意科藝⼯程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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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功課輔導，指導學童於每⽇學習上的疑難。師⽣⽐例1:7。

⽇期：逢星期⼀⾄五
時間：16:00-19:00（每⽇其中2⼩時）
費⽤：$1,500（每⽉收費）
對象：⼩⼀⾄⼩六

備註：
不設減免名額，請先留名輪候。
舊⽣需在每⽉23⽇前提交下⽉份學費，否則不予留位。

學習有成−功課輔導計劃

學業⽀援計劃

透過組裝不同機械⼯程，發掘物理學
的奧妙，學習⼒學、熱能、電磁學概
念，培養對STEM跨學科的興趣，同
時提升參加者動⼿創造⼒。

⽇期：逢星期六
時間：17:00-18:00
費⽤：每期 $500  #$480 (每⽉/4堂)
對象：8-12歲

STEM MAKER 創客⼯程師



提供針對英⽂聽說技巧的綜合會話訓練，提升學
⽣的英⽂⽔平及應試技巧。透過看圖說故事、即
時會話應對技巧、⽇常會話及演講英⽂⽣字、英
語⽂法，全⾯提升學員的英⽂說話能⼒。

⽇期：逢星期五
時間：17:00-18:00
費⽤：$450  #$420 (每期4堂)
對象：8-11歲

導師 Miss Claire 畢業於⾹港⼤學，專修中英翻譯
及新聞傳播，DSE英⽂5**。

⾼⼩英⽂會話及演講訓練

珠⼼算透過⽿聽、眼看、⼿撥、腦算訓練，
能夠在短時間掌握快速計算⽅式，培養學童
靈敏思考⼒，增強記憶和集中⼒。

對象：5-8歲
收費：$680  #$640  ▲$600
              (8堂，兩個⽉為⼀期)             
備註：新⽣需於第⼀節另交 $80 教材費，
              包括購買算盤

兒童珠⼼算

根據不同年級的重點，進⾏數學拔尖激發兒童
的數學才能；引起兒童對數學的興趣。

⽇期：逢星期三
時間：17:00-18:00
費⽤：$340 (每期4堂)
對象：7-10歲

奧數初班

A班        逢六 16:00-17:00      舊⽣優先報名
 
B班        逢六 17:00-18:00      舊⽣優先報名

C班        逢六 18:00-19:00     適合新⽣報名

按程度透過不同的中⽂練習，提升參加者對中
⽂的讀、寫能⼒，並以年級重點，學習記憶及
運⽤不同中⽂辭匯及句⼦，提升中⽂能⼒。

費⽤：每堂$85 (兩個⽉為⼀期)

中⽂強化班

透過不同活動形式：故事遊戲、話劇、⾳樂、
藝術、練習紙等﹐加強學⽣在聽講讀寫的訓
練，培養學⽣有興趣學習英⽂字彙、句⼦、寫
作、聆聽及會話。（全英語教授）

⽇期：逢星期六 (每期10堂)
時間：⼩⼀⾄⼩三   13:00-14:00
              ⼩四⾄⼩六   15:00-16:00
費⽤：每期$1900   #$1850  ▲$1800

全⽅位多元英⽂導航班

語⽂數學篇

由DSE英⽂科考獲5⾄5**級的導師進⾏專
科學習⽀援，為學⽣提供1對1 補習優質補
習，以Zoom或⾯授形式進⾏。

⽇期：與導師約時間
時間：每堂⼀⼩時
費⽤：Zoom 形式  $190/堂  (每⽉收費)
              ⾯授課程      $220/堂  (每⽉收費)

      10堂可享9折
對象：⼩學⾄初中學⽣

英語學習⽀援計劃

根據不同年級的重點，透過不同的
活動，加強參加者對英⽂的興趣，
溫故知新，加強對英⽂的信⼼。

費⽤：每堂$90 (兩個⽉為⼀期)
備註：舊⽣優先報名

英⽂強化班

⼩⼀⼆班      6-8歲      逢六 10:00-11:00
 

⼩三四班     8-10歲     逢六 11:00-12:00

根據不同年級的重點，透過不同的活動，加強參加者對數
學的興趣，溫故知新，快速計算，加強對數學的信⼼。

費⽤：每堂$85 (兩個⽉為⼀期)
備註：舊⽣優先報名

數學強化班

⼩⼀⼆班      6-8歲      逢六 12:00-13:00
 

⼩三四班     8-10歲     逢六 10:00-11:00

⼩⼀⼆班      6-8歲      逢六 11:00-12:00
 

⼩三四班     8-10歲     逢六 12:00-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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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對繪畫有濃厚興趣的兒童⽽設，導師教
授繪畫技巧，例如線條運⽤、上⾊、顏⾊
配搭等，讓學員能夠輕鬆描繪圖畫，進⾏
藝術創作。

⽇期：逢星期六
時間：11:30-12:30
費⽤：每期$400  #$390 (每⽉/4堂)
對象：7-10歲
備註：參加者⾃備畫簿

兒童畫室

U-Art 視覺藝術

導師由淺⼊深引導學員了解繪畫技術及培養欣賞藝術的興趣，
創作不同主題的畫作，並運⽤各種顏料訓練著⾊技巧。

⽇期：逢星期六 
時間：12:30-13:30
費⽤：每期$440  #$430 (每⽉/4堂)
對象：11-16歲
備註：參加者⾃備畫簿

⻘年畫室

教授不同的繪畫及填⾊技巧，
繪畫不同的主題，進⾏藝術創作。

⽇期：逢星期六
費⽤：每期$320  #$310 (每⽉/4堂)
對象：4-6歲
備註：參加者⾃備畫簿

幼兒畫室

A班        逢六 10:30-11:30
 

B班        逢六 14:00-15:00
 

C班        逢六 15:00-16:00

練習瑜珈可以掌握⾝體每個部位⽽去強化⾃
⾝的肌⾁。同時可以令肌⾁壓⼒減去，促進
⾎液循環。

⽇期：逢星期三
時間：20:30-21:30
費⽤：每堂$95   #每堂$90 (兩個⽉為⼀期)
對象：18歲或以上

備註：
⾃備瑜珈墊
上課前2⼩時前不宜進⻝太飽

瑜珈提斯  YOGALATES

參照世界跆拳道總部及世界跆拳道聯盟課
程，教授跆拳道基本動作、品勢(套拳)、競
技、擊破等技巧。課程簽發証書均為世界跆
拳道組織認授。

費⽤：每堂$80 (兩個⽉為⼀期)

歡迎新⽣試堂或插班

跆拳道

U-Dance 舞蹈及U-Sports 體育運動      

A班        9-24歲       逢六 15:30-17:00
 
B班        5-24歲       逢三 19:30-21:00

C班         5-8歲         逢六 14:00-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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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琴班收費（四堂）  ( *本單位另設琴房租⽤服務，每半⼩時$ 2 0 )

古箏⾳⾊優美，⾳域寬廣，演奏技巧豐富，具有相當
的表現⼒，由專業導師教授彈撥指法、⾳⾊掌控、樂
理閲譜等知識及技巧，組織區内⻘少年參與義務社區
演出。

⽇期：逢星期五
時間：19:15-20:15
費⽤：$130/堂 (每⽉收費)
對象：6-12歲

中樂：兒童古箏⼩組

4級3級 7級

30分鐘       $520       $560        $600             /                 /                   /                  /                 /                  /  

根據英國皇家⾳樂學院樂理考試範圍設計，由資深⽼
師教授拍⼦、讀譜、節奏、認識全⾳、半⾳及調號
等，讓學員全⾯了解⾳樂，提升⾳樂表現能⼒。

⽇期：分為⼩組或個別形式教授，敬請預約
時間：每堂半⼩時
費⽤：⼩組$480 (每⽉/4堂)
              個別$500 (每⽉/4堂)

⼀⾄五級樂理

導師教授多種指法、掃法技巧及彈奏要
訣。亦會教授⾃彈⾃唱中、港、台及西
⽅流⾏經典歌曲。期望初學者在4堂⽊結
他完成，能彈奏出⼀⾸或以上在堂上學
習的歌曲。

⽇期：逢星期六
費⽤：$440   #$420 (每期/4堂)
時間：8-12歲少年  19:00-20:00
             13歲或以上⻘年  20:00-21:00

⽊結他

教授低⾳電結他彈奏技巧及樂理，⽬
標為在課程完成後彈奏出2⾸堂上教
的歌曲。

⽇期：逢星期四
時間：17:00-18:00
費⽤：$400 (每期4堂)
對象：13-20歲

低⾳電結他基礎班

U-Music ⾳樂

收費 6級5級2級1級初級 8級

60分鐘       $800       $840        $880       $920       $960      $1040      $1120     $1200       $1320

45分鐘       $660       $700        $740       $780       $820       $900       $980      $1060       $1180

由合資格的導師教授基本樂理和鋼琴彈奏，合乎級數進度將安排皇家⾳樂考試。考試費另計。
對象：5歲或以上      ⽇期及時間：敬請預約       

鋼琴班（⼀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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揉合 Phonics & Phonetics，訓練幼兒讀
出正確讀⾳，容易地學習串字及記新詞彙
(即字⾯讀法)，同時提升會話及聆聽能⼒。

⽇期：逢星期六 (每期10堂)
時間：14:00-15:00
費⽤：每期 $1,500   #$1,450  ▲$1,400 
對象：4-6歲

幼兒英語  PHONICS  會話

「遊戲」是兒童溝通媒介，是表達⾃我和
思想⾏為的⼯具，也是兒童成⻑的橋樑。
本課程以「藝術治療」為基礎，透過遊戲
及藝術創作，從⽽建⽴良好的注專⼒及⾃
我形象。

                    ⽇期：逢星期六 (每期10堂)
                    時間：11:45-12:45
                    費⽤：每期 $1,450   #$1,400
                    對象：3-5歲

「遊戲、藝術」專注⼒訓練班

教授不同的繪畫及填⾊技巧，
繪畫不同的主題，進⾏藝術創作。

⽇期：逢星期六
費⽤：每期$320  #$310 (每⽉/4堂)
對象：4-6歲
備註：參加者⾃備畫簿

幼兒畫室

A班        逢六 10:30-11:30
 

B班        逢六 14:00-15:00
 

C班        逢六 15:00-16:00

教授爵⼠舞動作，以技巧的動作配以流⾏
⾳樂，讓孩⼦跟隨節拍⽽起舞。

⽇期：逢星期⼀ (每期8堂)
時間：16:00-17:00
費⽤：每期 $800 #$780 ▲$750
對象：3-5歲

幼兒爵⼠舞  JAZZ  DANCE

幼兒恒常課程          

本課程由資深幼兒導師主理，
課程內容包括：唱遊、⼤肌⾁活動、
排洗、認知學習、⼩組活動、茶點分享、
遊戲時間、⾃理放學等。

⽇期：逢星期⼀⾄四 (每期8堂)
時間：10:30-12:30
費⽤：每期 $1,920   #$1,840
對象：1歲8個⽉ ⾄ 2歲8個⽉ (未⼊讀K1)

⼩⾖丁預備課程

以舞蹈動作並配合伸展活動，配合K POP
韓國潮流歌曲強勁的旋律拍⼦認知練習，
讓孩⼦跟隨節拍⽽起舞。

⽇期：逢星期⼀ (每期8堂)
:時間：15:00-16:00 
費⽤：每期 $800  #$780  ▲$750
對象：4-6歲

幼兒嘻哈舞  H IP  POP

舞蹈班按照英國皇家舞蹈學院(R.A.D)編制
課程，學習正確技巧。*表現達標，可獲⽼
師推薦考級及參與公開賽。

⽇期：逢星期⼀ (每期8堂)
時間：15:00-15:45
費⽤：每期 $760  #$720  ▲$680
對象：4-6歲

幼兒芭蕾舞  BEG 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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