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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 living

改善生活

Transform life

改變生命

暑期 Summer Fun 2020
課程包括：
 升小一入學預備班
 布口罩、筆袋 DIY
 兒童 DIY 創意樂園 – 抗疫皂、皂
 日本和諧粉彩體驗班 (Pastel Nagomi Art)
 「紙」在好玩


6 月 13 日或之前報名享優惠。
***開課安排及防疫措施(見背面)***

報名及查詢
電話：2721 2766
WhatsApp：5263 2257
網頁: www.lerc.org.hk & www.lifekids.hk
地址：九龍尖沙咀寶勒巷 25 號 6 樓及 8 樓
辦公時間：星期二至六 上午 9:00-下午 6:00 （午膳時間：1:00-2:00）星期日、一 及 公眾假期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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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語治療服務
服務目標
 提昇家長對幼兒語言發展的認識，及早
辨識有需要的兒童，把握訓練黃金期，
改善及提升其語言及溝通能力。
 為有言語障礙及吞嚥困難人仕提供專
業之評估及訓練，並支援其家庭。
服務對象
有言語障礙及吞嚥困難的人士及其家庭。
(包括：幼童及成人)
查詢及預約電話：2721 2766

服務内容
 免費言語能力篩查
 全面言語能力評估
 個別治療
 社交小組
 家長支援服務：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
的學童的家長，幫助他們有效地照顧
及教導他們的子女成長。
- 家長講座（以言語治療、職業治療、
讀寫障礙為主）
- 親子遊戲治療小組
- 家長支援小組等

兒童及親子活動:「親子樂無窮」小組
課程編號：E20PRGP0106
每月聚會一次
家 長 組：一同親手做手工，自用、送給親友均可，彼此交流養育孩子的點與滴。
小朋友組：透過遊戲、故事等活動，從幼培育孩子的品格，建立正向人生。
對
象：言語訓練學生家庭及其育有就讀 K1 至 P6 子女的親友家庭
費
用：會員每位每次$20 (大小同價) / 非會員每位每次$70 (大小同價)
聚會地點：本中心 8 樓活動室(尖沙咀寶勒巷 25 號 8 樓)
聚會日期：6 月 20 日、7 月 18 日、8 月 15 日(週六)
時
間：晚上 6:00-8:30
(註：每月第 3 個週六晚，如第 3 個週六是公眾假期，聚會調動到第 2 或第 4 個週六)

長者及婦女事工

個人及婚姻輔導

讚美操
使命：建立讚美操平台，增進參加者的身心靈健康。
對象：所有熱愛健康的人士，包括基督徒及非基督徒。
讚美操平台練習時間：

逢週二上午 10：00-12：30

逢週四下午 13：00-14：00
歡迎有興趣參與人士致電本中心與吳姑娘聯絡。
(電話：2721 2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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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弟兄姊妹及有需要人士處理其家庭、
情緒及心理等困擾。
查詢及預約電話：2721 2766

暑期 Summer Fun 2020
有規律的課程編排,透過聖經故事與
小朋友遊遍「順服」
、
「謹慎」
、
「創意」、
「慷慨」
、
「感恩」5 個品格主題，明白
聖經的教導。每天設小廚師實習班，烹
製一款美食，訓練生活技能。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對象：
費用：
名額：

K20SM01M5D
K20SM01A5D
日期：20/7–24/7 (星期一至五) 一連 5 天
上午：9:30–下午 12:15

下午：2:15–下午 5:00

美 A 組：升 K.3 至升 P.2
美 B 組：升 P.3 至升 P.6

美 C 組：升 K.3 至升 P.2
美 D 組：升 P.3 至升 P.6

K20SM01M1D
K20SM01A1D
30/7, 6/8, 13/8, 20/8, 27/8 (逢星期四)
上午：9:30–下午 12:15
美 E 組：升 K.3 至升 P.2
美 F 組：升 P.3 至升 P.6

下午：2:15–下午 5:00
美 G 組：升 K.3 至升 P.2
美 H 組：升 P.3 至升 P.6

6 月 13 日或之前：$780 (會員)/ $880 (非會員)
6 月 14 日之後：$980 (會員)/ $1080 (非會員)
每組：6 人

一日 3 餐我哋都享用各種各類的農產
品，蔬菜、水果、豬肉、雞肉……
你最喜歡食咩? 小朋友,你知唔知呢 D 蔬
菜係點來架呢?
5 堂品格小農夫帶你經歷農夫耕種的過程，
親身體驗翻土、播種的過程，記錄小種子成長，
從過程中建立「盡責」、
「誠實」
、
「自信」
、「忍耐」
、「謙卑」的品格。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對象：
費用：
名額：

K20SM02MONA
K20SM02MONM
27/7, 3/8, 10/8, 17/8, 24/8 (逢星期一)
上午：9:30–下午 12:15

下午：2:15–下午 5:00

品 A 組：升 K.3 至升 P.2
品 B 組：升 P.3 至升 P.6

品 C 組：升 K.3 至升 P.2
品 D 組：升 P.3 至升 P.6

K20SM02WEDM

29/7, 5/8, 12/8, 19/8, 26/8 (逢星期三)
上午：9:30–下午 12:15
品 E 組：升 K.3 至升 P.2
品 F 組：升 P.3 至升 P.6

6 月 13 日或之前：$800 (會員) / $900 (非會員)
6 月 14 日之後 ：$1000 (會員)/ $1100 (非會員)
每組：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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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0SM02WEDA
下午：2:15–下午 5:00
品 G 組：升 K.3 至升 P.2
品 H 組：升 P.3 至升 P.6

升小一入學預備班

對象：2020 年 9 月入讀小一學生

孩子將要入讀小學，展開新的學習。小學的學習模式和幼稚園的模式有很大的分別，新的老師、
新的同學、新的校園及課室環境、新的課堂規則……
課程由從事 10 年小學課後學習支援的社工及富經驗的幼稚園老師設計及任教，讓幼兒體驗學
校的上課模式，培養孩子的獨立性、自主性及自理能力，在情緒、社交及課堂常規等方面為入
學作好實質的準備。
費用：6 月 13 日或之前：$1200(會員)/ $1300(非會員) ；6 月 14 日之後：$1400(會員)/ $1500(非會員)

課程編號

日期

K20SM07P1TUEM
K20SM07P1FRIM
K20SM07P1FRIA

28/7, 4/8, 11/8,18/8, (逢星期二)

時間
9:30-12:15
9:30-12:15
14:15-17:00

31/7, 7/8, 14/8, 21/8 (逢星期五)

日本和諧粉彩體驗班

名額
6人
6人
6人

(Pastel Nagomi Art)

和諧粉彩(Pastel Nagomi Art)由日本細谷典克先生創立。日文 Nagomi 意即「和」
，有和
諧之意。參加者毋需任何繪畫基礎，運用手指及簡單的工具繪畫出美麗的圖畫。
費用：6 月 13 日或之前：$560 (會員)/$660 (非會員)；6 月 14 日之後：$760(會員)/$860(非會員)
課程編號

組別

對象

日期

K20SM03FRI1

初小組

升 P.1 至升 P.3 學生

K20SM03FRI2

高小組

升 P.4 至升 P.6 學生

K20SM03FRI3

中學生組

升 F.1 至升 F.6 學生

31/7,7/8,
14/8, 21/8
(逢星期五)

時間

名額

09:30-11:00

6人

11:30-13:00

6人

14:30-16:00

6人

「紙」在好玩
一張紙，可以創意無限。好玩可以好簡單。運用普通的紙張、環保紙盒及物料製作出不同
的小玩意，進行友誼賽，培育環保意識、發揮創意、訓練團隊合作精神。
費用：6 月 13 日或之前：$400(會員)/$500(非會員)；6 月 14 日之後：$600(會員)/$700(非會員)
課程編號

組別

對象

日期

時間

名額

K20SM04TUE1

幼小組

升 K3 至升 P.2 學生

14:00-15:30

6人

K20SM04TUE2

高小組

升 P.3 至升 P.6 學生

28/7, 4/8, 11/8, 18/8
(逢星期二)

16:00-17:30

6人

布口罩、筆袋 DIY

由剪紙板、穿針到縫紉親手製作出

屬於自己的布口罩、筆袋，除了學習手縫日本立體式及韓式 KF94
布口罩之方法及技巧，仲會學習操作衣車。
費用：6 月 13 日或之前：$560(會員) / $660(非會員)；

6 月 14 日之後：$760(會員)/ $860(非會員)
課程編號

組別

對象

K20SM05TUE1

高小組

升 P.3 至升 P.6 學生

K20SM05TUE2

幼小組

升 K.3 至升 P.2 學生

日期
28/7,4/8,
11/8,18/8
(逢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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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名額

14:00-15:30

6人

16:00-17:30

4人

兒童 DIY 創意樂園 – 抗疫皂、皂
體驗動手的能力及創作帶來的樂趣，利用皂基造出精緻漂亮的
洗手皂，水果 、公仔、海綿、蛋糕等等的款式。再配上喜歡
顏色或加上香味。
~兒童對香精敏感可以不添加~
在疫情期間把漂亮的洗手皂，送贈親友更顯暖意。
費用：6 月 13 日或之前：$400(會員)/ $500(非會員) ；

6 月 14 日之後 ：$600(會員)/ $700(非會員)
課程編號

組別

對象

日期

時間

名額

K20SM06TUE1

初小組

升 P.1 至升 P.3 學生

28/7,4/8 (逢星期二)

10:00-11:30

6人

K20SM06TUE2

高小組

升 P.4 至升 P.6 學生

11/8,18/8 (逢星期二)

10:00-11:30

6人

恆常課程

「品格小精兵」

對象：K1–K3 小朋友

6 月 20 日復課

特別為 K1-K3 幼兒而設，小組共 40 課，分 5 期進行，每期 8 課。每期設重
點學習的品格，透過遊戲、故事、角色扮演等方式，提升小朋友的社交技
巧以及情緒管理能力。
小精兵手冊：每位參加者獲發「小精兵手冊」
以記錄學習內容及成果。
上課時間：逢星期六

上午 11:15 -12:15 或 下午 2:00 - 3:00

名額：每組 6-8 人
上課地點：本中心 603 室
費用(8 堂)：會員$800 / 非會員$900
*備註: 每期出席 7 堂或以上，可獲頒證書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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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小天使」

6 月 20 日復課

對象：P1–P3 小朋友

小朋友體驗 80 課的品格旅程，透過故事、遊戲、聖經金句及生活實踐等等，
提升小朋友的人際社交技巧以及情緒管理能力。學習「品格小天使」具備的
20 個品格特質，成為懂得欣賞自己、關愛別人的小天使。
20 個品格小天使特質包括：尊重與節制；信心與勤奮；明辨與能屈能伸；謙
卑與勇敢；忍耐與感恩；饒恕與知足；創意與誠懇；敏銳與公正；寛容與機
警；智慧與關愛。
此為 2 年之循環課程。每 8 堂一期，共 10 期，80 課。小朋友可在期中一期加入。
上課時間：逢星期六下午 3:30-4:30 或 下午 4:45-5:45
名額：每組 12 人

上課地點：本中心活動室

費用(8 堂)：會員$800 / 非會員$900
*備註: 每期出席 7 堂或以上，可獲頒證書乙張

~~因應疫情，以下 2 個 playgroup 課程將繼續暫停至另行通知~~

「品 + Kids」親子 Playgroup

對象：12-18 個月(親子)

課程以品格培育為經，多元智能活動為緯。以幼兒發展需要為基礎，每月以一個
品格主題，透過多元的活動，提升幼兒以下四方面之發展：





智能認知：引發幼兒的自我學習動機，學習因果關係、空間、顏色、形狀等概念。
大/小肌肉訓練：加強幼兒四肢協調、平衡力及手眼協調能力。
自理能力：透過遊戲，提升幼兒生活自理能力，建立生活常規。
情緒社交訓練：學習以具體行為表達關愛、分享、有禮等，建立基本社交概念。

學前九型品格培育小組 Playgroup
對象：18 個或以上幼兒(獨立上課，不需家長陪同）

了解課程詳情

課程以幼兒的發展為基礎，注重幼兒的品格培育，透過故事、遊
戲、美藝等，培養他們九大品格 (仁愛、喜樂、忍耐、恩慈、溫
柔、和平、良善、信實和節制)，從而以提升幼兒的紀律、自理
能力、情緒管理及建立良好的社交技巧。
課程特別為 18 個月或以上的幼兒而設，幫助預備入讀幼兒園或
幼稚園的幼兒及早適應獨立及群體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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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安排
 本中心因應疫情最新情況，在各暑期活動上課前 2 個星期決是否如期推行。

防疫措施






所有學生及家長進入本中心均須佩戴口罩、量度體溫、進出時均須消毒清潔雙手;
小組教學：每課程人數上限 6 位學生；
人流控制：同一時間每樓層最多 2 個課程進行，上課前後最多逗留 15 分鐘；
課室寛敞：空氣流通，活動空間充足;
加強清潔：課程與課程之間進行清潔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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