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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 - 6月
課程公開報名：3月10日（星期六）

仁愛堂延續發展中心
課程及個人成長快訊

地址：屯門新墟啟民徑18 號 5 樓（屯門西鐵站F出口） 
網址：www.cc.yot.org.hk/cdc　電話：2655 7599

豎琴
• 鋼琴

• 結他
• 小結他



個別
　小組
教 授 豎

琴班
本系列課程由經驗豎琴導師任教

豎琴是一種大型撥弦樂器，是現代管弦樂團的重要樂器之一。

豎琴可作獨奏、重奏和合奏，屬多功能的複音樂器。

本中心採用愛爾蘭式豎琴（Lever Harp）授課。它體積比較小， 

適合不同高度人士，亦十分受初學者歡迎。

教授內容：		 彈奏豎琴獨有的坐姿；
	 　指法運用、音階、琶音、泛音及滑奏法；
	 	 基本的樂理知識和調音方法；
	 	 堂上提供豎琴練習，教材另計。

課程編號：C07161
日期：08/04/18 - 06/05/18（日）

課程編號：C07162
日期：13/05/18 - 10/06/18（日）
時間：每堂30分鐘（報名時安排）
資格：4歲或以上
費用：$ 1350（5堂）

課程編號：C07163
日期：08/04/18 - 06/05/18（日）

課程編號：C07164
日期：13/05/18 - 10/06/18（日）
時間：每堂45分鐘（報名時安排）
資格：4歲或以上
費用：$ 1200（5堂）

個別教授豎琴班

小組教授豎琴班 (2 人組）

詳情請參閱本季刊
內頁P.26



仁愛堂社區及延續發展中心

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

屯門啟民徑
18號

屯門西鐵站

青山公路

屯門公路

鄉事會
路

仁愛廣場

公眾停車場

新墟
街市

服務單位 /項目 位置 開放時間

5 樓詢問處 5樓

星期一至五 上午 9:00 至晚上 9:00
星期六 上午 9:00 至傍晚 6:00
星期日及
公眾假期 暫停開放

社區中心及	
延續發展中心

5樓及
6樓

星期一至五 上午 9:30 至晚上 9:30
星期六 上午 9:30 至傍晚 6:30
星期日 上午 9:00 至下午 3:00
公眾假期 暫停開放

悅讀天地、	
自修室及	

電腦網上資源閣
2樓

星期一 下午 1:30 －晚上 9:00
星期二至五 上午 9:30 至晚上 9:00
星期六 上午 9:30 至傍晚 6:30
星期日 上午 9:30 至下午 1:00
公眾假期 暫停開放

賽馬會培訓中心 5樓
516 室

星期一至五 上午 9:00 至晚上 9:30
星期六 上午 9:00 至傍晚 6:00
星期日及及	
公眾假期 暫停開放

中
心
開
放
時
間

服務使用者須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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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烹飪 30

普通話會話學習坊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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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研習及教育課程 3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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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孩子更聰明講座 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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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ssess detail information of membership application, please visit www.cc.yot.org.hk 
or contact our staff directly.

1.	 參加者須攜同報名收據或身份證明文件，供查閱後方可上課。
2.	 會員在報名及出席活動時，需帶備有效會員証。
3.	 所有使用中心設施或服務的人士，須遵守中心規則，違者有可能被終止服務。
4.	 中心按「仁愛堂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保障各會員之私隱權。服務使用者如對本中心服務有任
何意見可填寫「服務使用者意見表」或向中心職員反映，中心將於二十個工作天內回覆及處理。

5.	 本中心逢公眾假期暫停服務。

6.	 在任何情況下，學員不可私自轉由他人上課，或攜同他人進入課室。
7.	 導師會於第一課為兒童學員編配座位，家長對有關安排不得異議。
8.	 學員不可攜帶動物或滋擾性物品進入課室，並請關掉手提電話之鈴聲，切勿錄音及拍攝。
9.	 兒童班學員之家長須準時接子弟放學，本中心並不負責於課堂後代為照顧學員。
10.	 中心職員有權為活動拍照或錄影以作宣傳用途，如學員不欲參與，請向職員提出。
11.	 中心有權更換導師而不作另行通知。
12.	 學員如有呼吸道感染徵狀，須戴上口罩。中心有權要求徵狀嚴重之學員回家休息。
13.	 導師不會於課堂收取學員費用或向學員索取/提供個人聯絡資料。
14.	 學員以個人理由於開課前一個月申請退班，須繳付行政費港幣五十元正，開班前不足一個月
申請退班者，中心將扣除所繳費用之三成作行政費用（不足五十元亦以五十元計算）。退班申
請必須於開課前五個工作天提出，逾期恕不受理。有關申請只可提出一次。退班者領取退款
時須出示收據及身份證/會員證，六個月後未取之退款將不予發還。

15.	 學員以個人理由於開課前一個月申請轉班，須繳付行政費港幣三十元正，開班前不足一個月
申請轉班者，須繳付行政費港幣五十元正；轉班申請必須於開課前五個工作天提出，逾期恕
不受理。有關申請只可提出一次。

16.	 就任何課程改動事宜，必須經中心辦事處通知方可作實，導師不會自行安排學員調班或就課
程作出改動。

17.	 學員如對中心服務有任何爭議，必須儘快通知本中心，以便作出商討及改善。過後提出恕不
受理。

18.	 學員可於課程完結後一星期內帶同有效會員證申請「出席證明」，費用港幣十元。逾期申請費
用為港幣三十元正（本中心只提供一年內之証明申請）。

19.	 申請人出席率達八成或以上可獲發「出席證明」。不足者會獲發「報讀證明」。
20.	 學員可於完班日後第4至12周內領取證明，逾期未領，恕不另發。
21.	 學員如需補辦任何其他證明文件，每項費用為港幣五十元。

22.	 請留意八號熱帶氣旋訊號或黑色暴雨警
告。如訊號於課程開始前兩小時內仍然生
效，課程及活動將會取消，並不會另行補
課。於黑色暴雨警告訊號期間，中心課程
及活動將會繼續進行。於三號颱風訊號
時，即使教育局宣佈學校停課，中心課程
仍會如期上課。學員應視乎個人情況自行
決定出席或否，惟中心不會為缺席者安排
額外補堂。中心會於警告訊號除下兩小時
後回復正常運作。

23.	 八號熱帶氣旋訊號及黑色暴雨警告除下兩
小時後開班之課程回復正常，訊號除下不
足兩小時內開始之課程繼續停課及不會另
行補課。

24.	 當天文台發出「酷熱天氣」警告，中心活動
照常舉行。戶外活動則因應個別活動之性
質及參加者體力需要等因素下，本中心會
考慮是否需要延期或取消。

25.	 中心職員對「學員須知」及有爭議之所有條款擁有最後詮釋權。如對上述安排有任何查詢，歡
迎致電2655	7599與中心職員聯絡。

訊號
研教課程/
中心內活動及
中心其他服務

中心
外活動

野外/
水上活動

酷熱警告

✔
☎雷暴警告

✘

黃色暴雨

紅色暴雨
✘

黑色暴雨 ✘ /
一號風球

✔
✔

三號風球
✘

八號風球 ✘

☎

一
般
使
用
者

須
知

辦
理
出
席

證
明

惡
劣
天
氣

安
排

課
程
學
員

須
知

：若於開課後懸掛課程活動將繼續進行。

服務使用者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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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人士需留意以下事項：

	 研教課程歡迎仁愛堂會員及非會員報讀；

	 會員證年費：個人證 $35 / 家庭證 $65；

	 非會員報讀課程須另繳 $40 ( 每項課程計算 )；

	 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

	 報名者需備報名表及報班費用，會員須帶備有效會員証；本中心接受現金、支票或信用

咭付款，如付現金，請帶備足夠款項；如付支票，每項活動需以獨立支票支付，請以「仁

愛堂有限公司」抬頭及劃線，支票背後寫上：「參加者姓名」及「活動編號或名稱」；

	 每項活動需獨立填寫報名表，如參加戶外活動請填寫「家長同意書」；

	 若資料不齊、資格不符及報班費用不足，概不接受報名；

	 所有班組不設留位，額滿即止。

舊生報讀日期：
（請攜帶18年1-3月收據）

5/3 - 7/3（只限原班報讀）

8/3 - 9/3（舊生可報讀任何研教課程）

各項課程資料請參閱本中心季刊或瀏覽網址：www.cc.yot.org.hk

3月10日（星期六）公開接受報名

2018年 4-6 月
研教課程招生

報 名 安 排報 名 安 排

研教課程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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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課程之收費已包括材料費，學員上堂時
只需攜帶該課程所需之文具、畫具或小工具。

兒童 與 青少年

研習 及 教育

課程兒童及青少年學術班（ 自備文具 ）

非會員報讀課程每項須另繳 $40

兒童與青少年研習及教育課程

3



兒童 與 青少年

研習 及 教育

課程

兒童與青少年研習及教育課程

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 4

反義詞

褒義詞

近義詞

貶義詞



非會員報讀課程每項須另繳 $40

兒童與青少年研習及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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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與青少年研習及教育課程

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 6



非會員報讀課程每項須另繳 $40

兒童與青少年研習及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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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與青少年研習及教育課程

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 8



非會員報讀課程每項須另繳 $40

兒童與青少年研習及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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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與青少年研習及教育課程

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 10



非會員報讀課程每項須另繳 $40

兒童與青少年研習及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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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與青少年研習及教育課程

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 12



非會員報讀課程每項須另繳 $40

兒童與青少年研習及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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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與青少年研習及教育課程

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 14



創意思考/記憶訓練（ 自備文具 ）

非會員報讀課程每項須另繳 $40

兒童與青少年研習及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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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與青少年研習及教育課程

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 16



非會員報讀課程每項須另繳 $40

兒童與青少年研習及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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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導師英語班（ 自備文具顏色筆 ）

兒童與青少年研習及教育課程

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 18



唱遊/工藝（ 自備文具、手工藝班需另備較剪、膠水及顏色筆 ）

非會員報讀課程每項須另繳 $40

兒童與青少年研習及教育課程

19



兒童與青少年研習及教育課程

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 20



兒童繪畫（ 自備文具 ）

非會員報讀課程每項須另繳 $40

兒童與青少年研習及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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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與青少年研習及教育課程

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 22



兒童書法班（ 自備毛筆、墨盒、九宮格紙及文具 ）

非會員報讀課程每項須另繳 $40

兒童與青少年研習及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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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會話學習坊
（由經驗外籍導師任教）

本中心提供專業英語課程，本系列英
語課程均由經驗外籍導師任教，他們
均擁有學或TEFL（Teaching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資歷，並具
多年教學經驗。

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

外籍導師英語會話學習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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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
Dàjiā hǎo

普 通 話 會 話 學 習 坊普 通 話 會 話 學 習 坊
由資深北京籍導師陳智華老師任教

非會員報讀課程每項須另繳 $40

普通話會話學習坊

25



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

2018 專業音樂課程	/	個別教授鋼琴班

26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八級古典結他證書
英國倫敦聖三一音樂學院古典結他演奏文憑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八級鋼琴證書及八級樂理證書
中央音樂學院二級樂理證書及上海音樂學院樂理證書

（由專業導師陳樂生先生任教，陳老師逾十年教學經驗，
任教於各區多間中小學及機構）

非會員報讀課程每項須另繳 $40

2018 專業音樂課程	/	個別教授鋼琴班

27

2018專業音樂課程

本系列課程每班名額：8人
（自備結他）



2017專業樂理培訓課程2018專 業 樂 理 培 訓 課 程

個 別 教 授 鋼 琴 班
個別教授之鋼琴班適合4歲以上所有人士，達到水平可保送考取英國皇
家鋼琴彈奏試。（考試費另計）。本中心採用三角琴及KAWAI鋼琴上課。

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

2018 專業音樂課程	/	個別教授鋼琴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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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以子女姓名報讀親子課程）親子Playgroup

PLAYGROUP

親子

非會員報讀課程每項須另繳 $40

親子 Play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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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烹飪班（ 包材料，自備食物盒 ）

親 子

烹 飪

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

親子烹飪

30



烹飪班（ 包材料，自備食物盒 ）

成人

研習及教育
課程

成人

研習及教育
課程

非會員報讀課程每項須另繳 $40

成人研習及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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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髮／美容／保健

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

成人研習及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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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工藝

非會員報讀課程每項須另繳 $40

成人研習及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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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

成人研習及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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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會員報讀課程每項須另繳 $40

成人研習及教育課程

35



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

成人研習及教育課程

36



非會員報讀課程每項須另繳 $40

成人研習及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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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科/語言

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

成人研習及教育課程

38



非會員報讀課程每項須另繳 $40

成人研習及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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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工作學士、文學碩士及註冊社工。

★	 30年社會工作及教學經驗，國際記憶學會
顧問、幼兒/兒童潛能發展中心顧問。

★	 曾任多間大學兼任講師，教授記憶與學習
技巧、「速學英文生字記憶法」、「速學影
像英語拼音」等課程。

★	 現任多間中小學英語記憶法及超強記憶課
程導師，教授記憶課程超過200次以上。

導師葉錦熙先生 BSW,MA,RSW

對象：家長或有興趣人士

講座系列（共六講）

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

如何使孩子更聰明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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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會員報讀課程每項須另繳 $40

如何使孩子更聰明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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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

樂暢小組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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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會員報讀課程每項須另繳 $40　非會員不設舊生優先報名

樂暢小組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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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他 Ukulele 外型嬌小可愛 , 聲音悅耳動聽。

最適合彈奏一些輕鬆活潑的樂曲，是學習結他

音樂的入門首選。課程教授不同時期和風

格的獨奏曲，包括古典音樂和流行音樂。

課程重點訓練各種伴奏和弦、節奏、彈

奏法、音階及樂理等。

結他是歐洲傳統樂器，音色

優美，扣人心弦。最適合彈奏一些抒情浪漫

的樂曲，是學習古典結他音樂的入門首選。

課程教授不同時期和風格的獨奏曲，包括古

典音樂和流行音樂。課程重點訓練各種伴奏

和弦、節奏、彈奏法、音階及樂理等。

導師：	陳樂生先生
英國倫敦聖三一音樂學院古典結他演奏文憑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八級古典結他證書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八級鋼琴證書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八級樂理證書
中央音樂學院二級樂理證書
上海音樂學院樂理證書
逾十年教學經驗，任教於各區中小學及機構

木結他 / 小結他木結他 / 小結他 音樂課程音樂課程

初階小結他（Ukulele)

初階木結他

班號：C07182
日期：13/04/18 - 22/06/18
時間：7:30 - 8:30PM（五）
資格：15歲或以上
名額：8人
費用：$800（10堂）

班號：C07183
日期：13/04/18 - 22/06/18
時間：8:30 - 9:30PM（五）
資格：15歲或以上
名額：8人
費用：$800（10堂）

班號：C07150
日期：08/04/18 - 10/06/18
時間：9:15 - 10:15AM（日）
資格：6歲或以上
名額：8人
費用：$800（10堂）

班號：C07153
日期：08/04/18 - 10/06/18
時間：12:55 - 1:55PM（日）
資格：6歲或以上
名額：8人
費用：$800（10堂）

自備樂
器上課

尚有其他音樂課程，

詳情請參閱季刊

第 26 - 28 頁

教 授 豎
琴班

本系列課程由經驗豎琴導師任教



詳情請參閱本季刊內頁P.40 - 41

如何使孩子更聰明
講座系列（共六講）

社會工作學士、文學碩士及註冊社工。
30年社會工作及教學經驗，國際記憶
學會顧問、幼兒/兒童潛能發展中心顧
問。曾任多間大學兼任講師，教授記憶
與學習技巧、「速學英文生字記憶法」、

「速學影像英語拼音」等課程。現任多
間中小學英語記憶法及超強記憶課程導
師，教授記憶課程超過200次以上。

如何令孩子快速記憶 
大量英文生字
•	運用拆字法、諧音法、圖像法、串連
法、加字法、減字法、換字法、閃示
法及動感法，快速記憶大量英文生字。

講座日期：2018 年 4月 13日

如何快速熟記英文生字的 
讀音和串法
•	本工作坊示範如何透過音樂、遊戲、圖片、
故事、動作及大量的線索 (cues) 和記憶鈎
(pegs)，能快速地把音標符號和字音組合放
進學員的長期記憶中。

講座日期：2018 年 4月 20日如何提高孩子的數學
邏輯智能
•	如何培養孩子對數字的感覺和敏銳度
•	啟發孩子對數學邏輯的興趣
•	介紹及分析市面上流行的各項另類數學

講座日期：2018 年 4月 27日

如何提高孩子的記憶力
•	7 種高效記憶法
•	如何背誦詩詞歌賦及一段課文
•	如何牢記中文生字、詞語解釋
•	如何記憶學習重點

講座日期：2018 年 5月 4日如何提高孩子的專注力
•	認識影響孩子專注力的因素
•	提高孩子專注力的介入點
•	提高孩子專注力的遊戲、活動和練習
•	提升身心的鬆弛法

講座日期：2018 年 5月 11日

聰明學習法
•	大腦結構及威力、遺忘定律、抗遺忘法、抗干擾法
•	外在動機與內在動機
•	全腦學習原理
•	大腦調頻法、三次重溫法
•	讀 1背 4法、神奇早餐法
•	睡眠保護法、早晨重溫法

講座日期：2018 年 5月 18日

講座時間定於星期五晚上 7:15 - 9:15，
歡迎家長或有興趣人士報名。

導師葉錦熙先生
BSW,MA,RS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