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康會譚杜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班別

日期/費用

中文小組 Ａ

中文小組 Ｂ

英文小組 C

時間

年齡

逢星期四上午
會 員：每節＄120.00

A1) 9:30-10:30

2 歲至 3 歲

非會員：每節 $130.00

A2)10:45-11:45

1 歲 6 個月至 2 歲

逢星期五上午
會 員：每節＄120.00

B1) 9:30-10:30

2 歲至 3 歲

非會員：每節 $130.00

B2)10:45-11:45

1 歲 6 個月至 2 歲

逢星期三上午

C1) 9:30-10:30

2 歲至 3 歲

會 員：每節＄120.00
非會員：每節 $130.00

C2)10:45-11:45

1 歲 6 個月至 2 歲

*會員泛指協康會同心家長會會員或協康會家長資源中心會員，報名時請出示有效會員証*
導師
地點

： 資深幼兒導師及英語導師
： 新界區香港青年獎勵計劃中心
大埔運頭塘邨運來樓地下 1 及 2B (協康會譚杜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側)

課程特色： 1) 透過主題唱遊、圖工及遊戲，提升幼兒的語言能力
2) 透過群處經驗，讓幼兒學習遵守常規、聆聽指示、為入學前作好準備｡
3) 按幼兒年齡分組教學，學習更見成效｡
4) 成為會員後，可免費借用親子圖書、錄影帶及 VCD 等｡
查詢

： 請往接待處或致電 2638 8863 與陳嘉文主任或文員黃姑娘聯絡｡

備註

： 1) 本中心乃非牟利社會服務機構，所有小組收益將用作發展中心服務｡
2) 因著個人衛生，請兒童自備圖工毛巾、膠水杯及茶點毛巾於課堂時間使用｡
3) 為保場地清潔，請家長及兒童進入房間前，更換鞋子

及穿
著清潔襪子上課｡
4) 家長如以支票繳費，支票抬頭請寫：
「協康會」｡

5) 活動進行期間，
活動進行期間，請勿攝影、
請勿攝影、攝錄或錄音。
攝錄或錄音。

協康會譚杜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課程特色：1)透過唱遊及遊戲，提升幼兒的認知及語言能力，於每節上課前會安排 15 分鐘
自由玩耍時間，讓幼兒作課前熱身及建立社交溝通能力。
2)透過群處經驗，讓幼兒學習遵守常規、聆聽指示、打好學習基礎。
3)成為會員後，可免費借用親子圖書及 VCD。
導師：資深幼兒導師雷美寶姑娘
日期：逢星期六
時間：A 組 : 上午 9 : 30 – 10 : 30
B 組 : 上午 11：00 - 12：00
地點：協康會譚杜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大埔運頭塘邨運來樓 14-15 號地下)
費用：同心家長會會員每節 $120
非同心家長會會員每節 $130
對象：1 歲至 1 歲半幼兒
報名：家長可致電中心(2638 8863)或親臨中心留名輪候
名額：每班 8 對親子

*備註: 1.請陪同上課的家長及幼兒必須穿著襪子
穿著襪子上課，以保持個人衛生
穿著襪子
2.請新生家長於第一節
第一節為幼兒預備一張相片
一張相片，作點名之用
第一節
一張相片

協康會譚杜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甚麼是跆拳？跆拳道是一種運用雙手和雙腿的武術，
「跆」是指腿擊，
「拳」是指手的訓練，
「道」 是指方法及精神修練。跆拳不單鍛鍊孩子身體靈活
性，更可提昇孩子的自信，訓練孩子專注和紀律，加強身體平衡及動作協調能力，
本中心將開辨跆拳道班，詳情如下：

日期﹕逢星期六
時間﹕下午 1:00-2:00
地點﹕大埔運頭塘邨運來樓地下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東新界中心)
對象﹕4-6 歲兒童
名額﹕每班 6-10 人
收費﹕同心家長會會員每節 $90.00
非同心家長會會員每節 $100.00
報名﹕請親臨本中心報名
備註﹕1) 活動由「忠武館」教練任教
2) 參加者請穿著輕便衣服出席課堂
3) 參加者於課堂前不宜吃得過飽
4) 課堂不得進行攝錄及錄音

協康會譚杜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你願意給你孩子一個挑戰嗎?
你願意強化孩子的動作協調，並建立其自信心嗎?
中心誠邀你參加「兒童攀石 GO!GO!高」訓練課程，詳情如下﹕
日期﹕逢星期六上午
時間﹕A) 上午 9:30-10:30
B) 上午 10:45-11:45
C) 中午 12:00-1:00
地點﹕本中心
對象﹕4-6 歲兒童
名額﹕ 每班 4 對親子
收費﹕同心家長會會員每節 $130.00
非同心家長會會員每節 $140.00
報名: 可親臨或致電中心(2638 8863)留名輪候
備註﹕1) 每節須有成人陪童出席課堂
2) 為確保參加者安全，課堂時須配帶中心所提供的全身式安全帶
3) 參加者需自行完成早餐後才出席活動
4) 參加者請穿著輕便衣服、長褲、襪及白布鞋

協康會譚杜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社交
社交小
社交小組)
小組資料介紹：
小組資料介紹
日期：逢星期六
時間：下午 4：00–5：00
對象：3 歲至 4 歲半有發展障礙幼兒 (能明白簡單指示
能明白簡單指示，
能明白簡單指示，缺乏與小朋友交往技巧的兒童)
缺乏與小朋友交往技巧的兒童
目標：1. 提升理解和遵從遊戲規則，延伸至互動能力
2. 提升參與群體遊戲的適應力
3. 提升與人相處、社交溝通技巧和禮貌
小組內容：社交溝通、合作遊戲、群體活動
小組特色：1.按組員學習能力和需要而調節訓練設計和輔導方式
2.每次需一位家長陪同參與，以加強親子溝通
人

數：每組 4–6 對親子

地

點：譚杜中心

導

師：幼兒教師陳玉蓮姑娘

收

費：同心會會員

→每節 $ 150

非同心會會員 →每節 $ 160
報名方法：名額有限額滿即止，有興趣報名家長請先電話留名輪候
如有查詢請致電 2638 8863 與文員黃姑娘聯絡

家長角色：
家長角色：
請早 10 分鐘出席，安頓後上課
請穿輕便衣物
請自備清水
在活動進行期間，請家長保持安靜並留心觀察子女的能力表現，並協助兒童參與訓練
家長須知:
家長須知:

1.
2.
3.
4.

1.參加者於繳交費用後不可隨意換人，若中心因本身理由(非天氣問題) 而將活動延期或取消，致令
參加者未能出席，中心將安排退款，但參加者若因個人理由(如: 生病、外遊…等)，而臨時退出或
缺席，本中心恕不設補堂或退款。
2.若在小組前兩小時遇上惡劣天氣，即天文台懸掛三號風球或以上、或紅色或黑色雨警告，中心將安
排退款。
3.每名兒童必須有一位家長/照顧者陪同上課。
4.本中心或者會安排拍攝小組活動照片做記錄，以便在組中作分享之用。
5.活動在進行期間，請勿拍攝及錄影，多謝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