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日期及時間 對象 收費 備註

05/09 -26 /12  (逢一)

 A班:16 :30 -17 :30

 B班:17 :30 -18 :30

地點﹕青年空間 (祥禮樓)

06 /09 -27 /12  (逢二)

K班:15 :30 -16 :30

C班:16 :30 -17 :30

D班:17 :30 -18 :30

地點﹕青年空間 (祥禮樓)

03 /09 -31 /12  (逢六)

G班:14 :30 -15 :30

H班:15 :30 -16 :30

I班:16 :30 -17 :30

J 班:17 :30 -18 :30

地點﹕青年空間 (祥禮樓)

勤學至叻星-

專科研習班

指導同學完成及核對功課，並會提供練

習，協助預備默書、測驗溫習。

課程將引入正向元素，鼓勵學生愉快學

習，提升學習動機。

日期： 逢星期一至五

時間：16:00 -18 :00

(其中1.5 -2小時)

人數： 6人

地點﹕青年空間 (祥禮樓)

小學生

小一至小三

$2000 (1 . 5小時

/日)

$2100 (2小時/

日)

小四至小六

$2100 (1 . 5小時

/日)

$2200 (2小時/

日)

*課程以每月計算

*負責職員：阮詩頴

小學1對1
根據同學進度，進行專科指導，重點教

導以改善學習態度及學業成績。

時間：1.5小時

人數： 1對1 學習輔導

地點﹕青年空間 (祥禮樓)

**上課時間請與負責職員協調

小學生

小一至小二

	 $200 /堂

小三至小四

	 $220 /堂

小五至小六

	 $240 /堂

*課程以每堂計算

*負責職員：阮詩頴

9-12月課程及活動體驗(兒童版-學業邏輯)

1 ) 新學員於第一堂需另付$70

供購買算盤及練習之用

2) 4歲學生能數出0-10為基本

上課要求

*負責職員﹕湛永康

$85 /堂

(每2個月收費)
4-16歲

透過學習珠心算，學習計數的技巧，培

養參加者數學的智能， 提升參加者的學

習興趣。

珠心算班

**由2023年4月起，如逾期繳交學費，本單位將額外收取$30作行政費用。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日期及時間 對象 收費 備註

鋼琴班
發展參加者音樂智能，學習鋼琴彈奏技

巧，培養參加者的興趣。

06/09 -27 /12  (逢二)

時間:14 :00 -20 :00

(每半小時一堂)

地點﹕青年空間 (祥禮樓)

4-18歲

初級$110 /堂

(收費按程度

而定)

1) 新學員於第二堂需另繳約

$70供購買琴書之用

*負責職員﹕湛永康

Y So  Sw e e t 甜品

及廚藝義工隊

(兒童)

透過學習廚藝及甜點知識，自我增值和

提升技能。從體驗中增加對獨居長者需

要的認識，以食物和行動表達對服務對

象的關愛，實踐鄰舍關愛精神。

日期﹕15/10至29 /10  (逢六)

時間﹕11:00 -12 :30  (3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9-12歲 $20

*此活動將發展為長期小組

*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

*負責職員﹕梁偉文

小小u ca fe

教授學員技巧沖調不同風格的飲品，如:

台式、m o ck t a il、特飲等，享受美味飲

品的同時學習新技能，進而服務社區。

日期： 14 /9 -12 /10  (逢三)

時間：16:30 -17 :30  (5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6-12歲 $180
*費用包括材料

*負責職員：阮詩頴

迷你盆景班

教授不同盆景設計，學員可揀選自己喜

愛的植物，發揮創作意代念，DIY獨一

無二的迷你空中小花園，同時訓練孩子

的集中力。

日期：15/10及29 /10  (六)

時間：11:30 -12 :30  (2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6-12歲 $80 /堂
*費用包括材料

*負責職員：阮詩頴

親子土耳奇燈座班

利用不同圖形玻璃片進行拼貼，制定專

屬的夜燈，透光各種顏色玻璃片。在教

授傳統的手工，同時培養孩子的專注力

和發揮無限創意。課程包抱3種不同作

品：包括燈座、杯墊。

日期：12/11及26 /11  (六)

時間：11:30 -12 :30  (2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6-12歲及

其家長

每對親子$80 /

堂

*費用包括材料

*負責職員：阮詩頴

派對小廚神--小食

篇

教授學童不同派對美食做法，無論出席

任何生日派對、慶祝活動、大食會都能

一展所長。製作出營養美味小食，締造

孩子成功感和自理能力。

日期：1/12、8/12、15 /12  (四)

時間：17:30 -18 :30  (3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6-12歲 $100 /堂
*費用包括材料

*負責職員：阮詩頴

Ea s y  Ch e f 教授年青人似不同技巧的餐廳菜式。

日期： 14 /9 -12 /10  (逢三)

時間：18:00 -19 :30  (5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16-24歲 $100 /堂
*費用包括材料

*負責職員：阮詩頴

親子義工小隊

(召募)

招募有志參與義務工作的家庭及提供培

訓，認識更多義工服務技巧、態度等。

由父母身教陪伴孩子一起服務社區。建

立孩子同理心，學會助人自助。

日期：待定

1.  香薰制作

       2 .  聖誕裝飾制作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6-12歲及

其家長

$20 /堂

(材料費)

*最少每月1次活動

*負責職員：阮詩頴

兒童魔術班~2.0

透過學習不同魔術技巧，訓練兒童手眼

協調。手腦配合，提升自信心，增強表

演和滙報能力，有助應用於學習。

日期:14 /9 -26 /10  (逢三)

時間:17 :00 -18 :00  (7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7-10歲

$840

(已包括材料

費)

導師經驗豐富，有各大小不同

舞台經驗，經常出席不同生日

宴會表演。 如有興趣可上

In st a g ra m 了解更多 :

Ra in b o w

Ha t En t e r t a in m e n t

*完成訓練後將有表演機會

*負責職員：石紫瑩

小小演員

透過話劇練習，提升兒童的自信心和記

憶力，演繹不同角色讓兒童學習代入角

色，訓練多角度思考。

日期:17 /9 -29 /10  (逢六)

時間:12 :00 -13 :00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8 /10不用上課

7-10歲 $300

擁有13年演出經驗,9年話劇教

授經驗.Th e a t r e s p o r t  10年

經驗,6年教授經驗.在香港和

澳門比賽,亞洲公開比賽獲得

冠軍

*低收家庭可申請學費減免

*完成訓練後將有機會服務社

區

*負責職員：石紫瑩

 童。Yo u t h 。樂

器班

提供平台支援年青人研習音樂，學習不

同樂器，發揮所長。讓年青人互相支持

及交流， 擴闊支援網絡。同時提供演出

機會，讓年青人吸收更多經驗。

日期:逢一、二、六

時間:14 :30 -22 :00  (每次1小時)

地點﹕青年空間 (祥禮樓)

樂器類型: Ke yb r o a d 、吉他、

鼓、Ba s s 、Fu ll Ba n d

6 -24歲 $80 /堂
*報名請聯絡石姑娘

*負責職員：石紫瑩

A班-幼兒藝術班

日期: 即日起 (逢一)

 時間: 16 :30至17 :30

地點﹕青年空間 (祥禮樓)

3 -6歲 $100 /堂

C班-兒童藝術班

日期: 即日起 (逢六)

時間: 14 :30 -15 :30

地點﹕青年空間 (祥禮樓)

6 -9歲 $100 /堂

D班-基礎幼兒藝術

班

日期: 即日起 (逢六)

時間: 15 :45 -16 :45

地點﹕青年空間 (祥禮樓)

3 -6歲 $100 /堂

 E班-基礎水彩班

日期: 即日起 (逢六)

時間: 17 :00 -18 :00

地點﹕青年空間 (祥禮樓)

10 -15歲 $100 /堂

情緒達人(兒童組)
以趣味性活動，學習正確表達情緒的方

法。

日期：17/9  - 15 /10  (逢六)

時間：16:30  - 17 :30  (4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1 /10公眾假期暫停

6-8歲 $180
*由註冊社工帶領

*負責職員﹕張家銘

多元創作故事班（

幼兒篇）9月份

以故事形式，讓幼兒在輕鬆愉快的學習

環境下，提升其表達力及創作力。活動

亦會以手工藝為延伸活動，增加他們的

創作空間。

日期: 8 /9 -22 /9 /2022  (逢四)

時間： 15 :30 -16 :30  (3節)

地點: 青年空間 (祥禮樓)

3-5歲 $240
費用已包活動材料費

*負責職員﹕麥倩熒

多元創作故事班（

幼兒篇）10-11月

份

以故事形式，讓幼兒在輕鬆愉快的學習

環境下，提升其表達力及創作力。活動

亦會以手工藝為延伸活動，增加他們的

創作空間。

日期: 20 /10 -10 /11  (逢四)

時間：14:30 -15 :30  (4節)

地點: 青年空間 (祥禮樓)

3-5歲 $320
費用已包活動材料費

*負責職員﹕湛永康

多元創作故事班（

初小篇）9-10月

份

透過多元化活動，訓練參加者的自理能

力及表達力。活動包括：手工藝工作

坊、小食製作及科學實驗等。

日期: 21 /9 -12 /10  (逢三)

時間:14 :30 -15 :30  (4節)

地點: 青年空間 (祥禮樓)

6-8歲 $400
費用已包活動材料費

*負責職員﹕湛永康

多元創作故事班（

初小篇）10-11月

份

透過多元化活動，訓練參加者的自理能

力及表達力。活動包括：手工藝工作

坊、小食製作及科學實驗等。

日期: 19 /10 -9 /11  (逢三)

 時間:15 :45 -16 :45  (4節)

地點: 青年空間 (祥禮樓)

6-8歲 $400
費用已包活動材料費

*負責職員﹕湛永康

CHW故事時間

2022（幼兒篇）

從聆聽不同的繪本故事，從而學習不同

的價值觀，及提升其表達力。

日期: 21 /10 -18 /11  (逢五)

 時間:16 :15 -17 :00  (5節)

地點: 青年空間 (祥禮樓)

3-4歲 $400
費用已包活動材料費

*負責職員﹕湛永康

CHW故事時間

2022（幼童篇）

從聆聽不同的繪本故事，從而學習不同

的價值觀，及提升其表達力。

日期: 21 /10 -18 /11  (逢五)

 時間:17 :00 -17 :45  (5節)

地點: 青年空間 (祥禮樓)

5-6歲 $400
費用已包活動材料費

*負責職員﹕湛永康

環保小手工d iy

教授他們利用家中不同的物料，製作獨

一無二的環保製成品；並了解環保的重

要性。

日期: 15 /10 -12 /11  (逢六)

時間:14 :30 -16 :00  (5節)

地點: 青年空間 (祥禮樓)

3-6歲 $400
費用已包活動材料費

*負責職員﹕湛永康

閱讀圖書閣

@ CHW

每月定期於單位「閱讀圖書閣」進行兒

童繪本活動，由職員及青年義工帶領，

一同閱讀不同主題繪本，及進行小遊

戲。

日期: 24 /9、22 /10、26 /11、

17 /12  (六)

時間:17 :00 -17 :45

地點: 青年空間 (祥禮樓)

3-12歲兒

童及其家長
免費

10對親子

*負責職員﹕阮詩穎

多元學習樂繽fu n

（9月限定）

活動由經驗豐富的導師教授，透過多元

化活動，讓參加者渡過一個豐富的假期

，亦訓練他們的自理能力及表達力。活

動包括：手工藝工作坊、小食製作及科

學實驗。

日期: 17 /9 /2022  (星期六)

時間:10 :30 -13 :00  (1節)

地點: 青年空間 (祥禮樓)

3-6歲 $280
費用已包活動材料費

*負責職員﹕麥倩熒

多元學習樂繽fu n

（12月限定）

活動由經驗豐富的導師教授，透過多元

化活動，讓參加者渡過一個豐富的假期

，亦訓練他們的自理能力及表達力。活

動包括：手工藝工作坊、小食製作及科

學實驗。

日期: 17 /12 /2022  (星期六)

時間:10 :30 -13 :00  (1節)

地點: 青年空間 (祥禮樓)

3-6歲 $280
費用已包活動材料費

*負責職員﹕樊俊

本課程由朱古力姐姐畫室的導師任教，

教授幼兒運用不同材料，例如黏土手

工、水彩、廣告彩等，透過互動方式創

作，為兒童的美術創作打好基礎，並藉

此學會欣賞身邊的事物。

1) 自備顏料、約A3 S iz e 畫

簿。

2) 如學員因私人原因告假，不

設退款、調班及補課。

*負責職員：石紫瑩

9-12月課程及活動體驗(兒童版-藝術興趣)

**由2023年4月起，如逾期繳交學費，本單位將額外收取$30作行政費用。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日期及時間 對象 收費 備註

鋼琴班
發展參加者音樂智能，學習鋼琴彈奏技

巧，培養參加者的興趣。

06/09 -27 /12  (逢二)

時間:14 :00 -20 :00

(每半小時一堂)

地點﹕青年空間 (祥禮樓)

4-18歲

初級$110 /堂

(收費按程度

而定)

1) 新學員於第二堂需另繳約

$70供購買琴書之用

*負責職員﹕湛永康

Y So  Sw e e t 甜品

及廚藝義工隊

(兒童)

透過學習廚藝及甜點知識，自我增值和

提升技能。從體驗中增加對獨居長者需

要的認識，以食物和行動表達對服務對

象的關愛，實踐鄰舍關愛精神。

日期﹕15/10至29 /10  (逢六)

時間﹕11:00 -12 :30  (3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9-12歲 $20

*此活動將發展為長期小組

*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

*負責職員﹕梁偉文

小小u ca fe

教授學員技巧沖調不同風格的飲品，如:

台式、m o ck t a il、特飲等，享受美味飲

品的同時學習新技能，進而服務社區。

日期： 14 /9 -12 /10  (逢三)

時間：16:30 -17 :30  (5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6-12歲 $180
*費用包括材料

*負責職員：阮詩頴

迷你盆景班

教授不同盆景設計，學員可揀選自己喜

愛的植物，發揮創作意代念，DIY獨一

無二的迷你空中小花園，同時訓練孩子

的集中力。

日期：15/10及29 /10  (六)

時間：11:30 -12 :30  (2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6-12歲 $80 /堂
*費用包括材料

*負責職員：阮詩頴

親子土耳奇燈座班

利用不同圖形玻璃片進行拼貼，制定專

屬的夜燈，透光各種顏色玻璃片。在教

授傳統的手工，同時培養孩子的專注力

和發揮無限創意。課程包抱3種不同作

品：包括燈座、杯墊。

日期：12/11及26 /11  (六)

時間：11:30 -12 :30  (2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6-12歲及

其家長

每對親子$80 /

堂

*費用包括材料

*負責職員：阮詩頴

派對小廚神--小食

篇

教授學童不同派對美食做法，無論出席

任何生日派對、慶祝活動、大食會都能

一展所長。製作出營養美味小食，締造

孩子成功感和自理能力。

日期：1/12、8/12、15 /12  (四)

時間：17:30 -18 :30  (3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6-12歲 $100 /堂
*費用包括材料

*負責職員：阮詩頴

Ea s y  Ch e f 教授年青人似不同技巧的餐廳菜式。

日期： 14 /9 -12 /10  (逢三)

時間：18:00 -19 :30  (5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16-24歲 $100 /堂
*費用包括材料

*負責職員：阮詩頴

親子義工小隊

(召募)

招募有志參與義務工作的家庭及提供培

訓，認識更多義工服務技巧、態度等。

由父母身教陪伴孩子一起服務社區。建

立孩子同理心，學會助人自助。

日期：待定

1.  香薰制作

       2 .  聖誕裝飾制作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6-12歲及

其家長

$20 /堂

(材料費)

*最少每月1次活動

*負責職員：阮詩頴

兒童魔術班~2.0

透過學習不同魔術技巧，訓練兒童手眼

協調。手腦配合，提升自信心，增強表

演和滙報能力，有助應用於學習。

日期:14 /9 -26 /10  (逢三)

時間:17 :00 -18 :00  (7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7-10歲

$840

(已包括材料

費)

導師經驗豐富，有各大小不同

舞台經驗，經常出席不同生日

宴會表演。 如有興趣可上

In st a g ra m 了解更多 :

Ra in b o w

Ha t En t e r t a in m e n t

*完成訓練後將有表演機會

*負責職員：石紫瑩

小小演員

透過話劇練習，提升兒童的自信心和記

憶力，演繹不同角色讓兒童學習代入角

色，訓練多角度思考。

日期:17 /9 -29 /10  (逢六)

時間:12 :00 -13 :00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8 /10不用上課

7-10歲 $300

擁有13年演出經驗,9年話劇教

授經驗.Th e a t r e s p o r t  10年

經驗,6年教授經驗.在香港和

澳門比賽,亞洲公開比賽獲得

冠軍

*低收家庭可申請學費減免

*完成訓練後將有機會服務社

區

*負責職員：石紫瑩

 童。Yo u t h 。樂

器班

提供平台支援年青人研習音樂，學習不

同樂器，發揮所長。讓年青人互相支持

及交流， 擴闊支援網絡。同時提供演出

機會，讓年青人吸收更多經驗。

日期:逢一、二、六

時間:14 :30 -22 :00  (每次1小時)

地點﹕青年空間 (祥禮樓)

樂器類型: Ke yb r o a d 、吉他、

鼓、Ba s s 、Fu ll Ba n d

6 -24歲 $80 /堂
*報名請聯絡石姑娘

*負責職員：石紫瑩

A班-幼兒藝術班

日期: 即日起 (逢一)

 時間: 16 :30至17 :30

地點﹕青年空間 (祥禮樓)

3 -6歲 $100 /堂

C班-兒童藝術班

日期: 即日起 (逢六)

時間: 14 :30 -15 :30

地點﹕青年空間 (祥禮樓)

6 -9歲 $100 /堂

D班-基礎幼兒藝術

班

日期: 即日起 (逢六)

時間: 15 :45 -16 :45

地點﹕青年空間 (祥禮樓)

3 -6歲 $100 /堂

 E班-基礎水彩班

日期: 即日起 (逢六)

時間: 17 :00 -18 :00

地點﹕青年空間 (祥禮樓)

10 -15歲 $100 /堂

情緒達人(兒童組)
以趣味性活動，學習正確表達情緒的方

法。

日期：17/9  - 15 /10  (逢六)

時間：16:30  - 17 :30  (4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1 /10公眾假期暫停

6-8歲 $180
*由註冊社工帶領

*負責職員﹕張家銘

多元創作故事班（

幼兒篇）9月份

以故事形式，讓幼兒在輕鬆愉快的學習

環境下，提升其表達力及創作力。活動

亦會以手工藝為延伸活動，增加他們的

創作空間。

日期: 8 /9 -22 /9 /2022  (逢四)

時間： 15 :30 -16 :30  (3節)

地點: 青年空間 (祥禮樓)

3-5歲 $240
費用已包活動材料費

*負責職員﹕麥倩熒

多元創作故事班（

幼兒篇）10-11月

份

以故事形式，讓幼兒在輕鬆愉快的學習

環境下，提升其表達力及創作力。活動

亦會以手工藝為延伸活動，增加他們的

創作空間。

日期: 20 /10 -10 /11  (逢四)

時間：14:30 -15 :30  (4節)

地點: 青年空間 (祥禮樓)

3-5歲 $320
費用已包活動材料費

*負責職員﹕湛永康

多元創作故事班（

初小篇）9-10月

份

透過多元化活動，訓練參加者的自理能

力及表達力。活動包括：手工藝工作

坊、小食製作及科學實驗等。

日期: 21 /9 -12 /10  (逢三)

時間:14 :30 -15 :30  (4節)

地點: 青年空間 (祥禮樓)

6-8歲 $400
費用已包活動材料費

*負責職員﹕湛永康

多元創作故事班（

初小篇）10-11月

份

透過多元化活動，訓練參加者的自理能

力及表達力。活動包括：手工藝工作

坊、小食製作及科學實驗等。

日期: 19 /10 -9 /11  (逢三)

 時間:15 :45 -16 :45  (4節)

地點: 青年空間 (祥禮樓)

6-8歲 $400
費用已包活動材料費

*負責職員﹕湛永康

CHW故事時間

2022（幼兒篇）

從聆聽不同的繪本故事，從而學習不同

的價值觀，及提升其表達力。

日期: 21 /10 -18 /11  (逢五)

 時間:16 :15 -17 :00  (5節)

地點: 青年空間 (祥禮樓)

3-4歲 $400
費用已包活動材料費

*負責職員﹕湛永康

CHW故事時間

2022（幼童篇）

從聆聽不同的繪本故事，從而學習不同

的價值觀，及提升其表達力。

日期: 21 /10 -18 /11  (逢五)

 時間:17 :00 -17 :45  (5節)

地點: 青年空間 (祥禮樓)

5-6歲 $400
費用已包活動材料費

*負責職員﹕湛永康

環保小手工d iy

教授他們利用家中不同的物料，製作獨

一無二的環保製成品；並了解環保的重

要性。

日期: 15 /10 -12 /11  (逢六)

時間:14 :30 -16 :00  (5節)

地點: 青年空間 (祥禮樓)

3-6歲 $400
費用已包活動材料費

*負責職員﹕湛永康

閱讀圖書閣

@ CHW

每月定期於單位「閱讀圖書閣」進行兒

童繪本活動，由職員及青年義工帶領，

一同閱讀不同主題繪本，及進行小遊

戲。

日期: 24 /9、22 /10、26 /11、

17 /12  (六)

時間:17 :00 -17 :45

地點: 青年空間 (祥禮樓)

3-12歲兒

童及其家長
免費

10對親子

*負責職員﹕阮詩穎

多元學習樂繽fu n

（9月限定）

活動由經驗豐富的導師教授，透過多元

化活動，讓參加者渡過一個豐富的假期

，亦訓練他們的自理能力及表達力。活

動包括：手工藝工作坊、小食製作及科

學實驗。

日期: 17 /9 /2022  (星期六)

時間:10 :30 -13 :00  (1節)

地點: 青年空間 (祥禮樓)

3-6歲 $280
費用已包活動材料費

*負責職員﹕麥倩熒

多元學習樂繽fu n

（12月限定）

活動由經驗豐富的導師教授，透過多元

化活動，讓參加者渡過一個豐富的假期

，亦訓練他們的自理能力及表達力。活

動包括：手工藝工作坊、小食製作及科

學實驗。

日期: 17 /12 /2022  (星期六)

時間:10 :30 -13 :00  (1節)

地點: 青年空間 (祥禮樓)

3-6歲 $280
費用已包活動材料費

*負責職員﹕樊俊

本課程由朱古力姐姐畫室的導師任教，

教授幼兒運用不同材料，例如黏土手

工、水彩、廣告彩等，透過互動方式創

作，為兒童的美術創作打好基礎，並藉

此學會欣賞身邊的事物。

1) 自備顏料、約A3 S iz e 畫

簿。

2) 如學員因私人原因告假，不

設退款、調班及補課。

*負責職員：石紫瑩

9-12月課程及活動體驗(兒童版-藝術興趣)

**由2023年4月起，如逾期繳交學費，本單位將額外收取$30作行政費用。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日期及時間 對象 收費 備註

乒乓球訓練班
提供專業的乒乓球訓練，訓練手腦協

調，培養運動興趣。

日期﹕6/9至27/12 (逢二)

時間﹕16:30-17:30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6-12歲
$90/堂

(按月收費)

*運動服及運動鞋

*費用包括借用器材

*負責職員﹕湛永康

籃球訓練班(A)

為兒童提供籃球訓練，期望參加者在

運動的過程中學習與人相處，並同時

發掘他們的箇中潛能。

日期﹕3/9至31/12 (逢六)

時間﹕09:30-11:00

地點﹕祥華邨籃球場

6-12歲
$75/堂

(按月收費)

*運動服及運動鞋

*費用包括借用器材

*負責職員﹕湛永康

籃球訓練班(B)

為兒童提供籃球訓練，期望參加者在

運動的過程中學習與人相處，並同時

發掘他們的箇中潛能。

日期﹕3/9至31/12 (逢六)

時間﹕11:00-12:00

地點﹕祥華邨籃球場

6-12歲
$50/堂

(按月收費)

*運動服及運動鞋

*費用包括借用器材

*負責職員﹕湛永康

單車縱橫遊
推動單車運動，探索社區，發掘區內

獨有的地方及遊覽特色景點。

19/11/2022 (六)

 14:00-18:00

地點:北區

9-14歲 $20

*自備1.5公升食水及少量乾

糧

*負責職員﹕湛永康

祥華足球隊

(全年招募)

為青少年提供專業的足球訓練，培養

對足球的興趣，強身健體。

06/09-27/12 (逢二)

16:30-18:00

地點﹕祥華邨5人足球場

小五或以

上
免費

1) 請自備足夠食水

2) 請穿著運動服裝

*負責職員﹕湛永康

新興運動-躲避

盤體驗日

體驗躲避盤這項新興運動，培養團隊

合作精神

17/09/2022 (六)

時間:14:30-15:30

地點﹕祥華邨排球場

9-12歲 $20

1) 請自備足夠食水

2) 請穿著運動服裝

*負責職員﹕湛永康

新興運動-地壺

體驗日

體驗地壺這項新興運動，培養親子間

的聯繫

12/11/2022 (六)

時間:14:30-15:30

地點﹕祥華邨排球場

親子 $20

1) 請穿著運動服裝

2)參加者必需以親子形式報

名

*負責職員﹕湛永康

雙截棍體驗班(兒

童版)

透過學習剛中帶柔的雙截棍之技術，

從正規訓練、表演，鍛練及強壯身體

，提升參加者的自信心和意志，學習

紀律及團隊精神，從武術中培養良好

品德。

日期﹕17/11-22/12(逢四)

時間﹕16:30-17:30 (6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6-8歲 $600
1) 請穿著運動服裝

*負責職員﹕湛永康

雙截棍體驗班(少

年版)

透過學習剛中帶柔的雙截棍之技術，

從正規訓練、表演，鍛練及強壯身體

，提升參加者的自信心和意志，學習

紀律及團隊精神，從武術中培養良好

品德。

日期﹕17/11-22/12(逢四)

時間﹕17:30-18:30 (6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9-12歲 $600
1) 請穿著運動服裝

*負責職員﹕湛永康

花式呼拉圈

Hoop Dance 體

驗班(幼兒版)

由資深呼拉圈舞者導師親自教授。

Hoop Dance 是結合舞蹈、運動、

藝術的運動。 參加者與呼拉圈共舞

，由練習到隨心流動，打開身體意識

新視野，為心靈帶來歡笑。

日期﹕17/11-22/12(逢四)

時間﹕16:30-17:30 (6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4-6歲 $600
1) 請穿著運動服裝

*負責職員﹕阮詩穎

花式呼拉圈

Hoop Dance 體

驗班(兒童版)

由資深呼拉圈舞者導師親自教授。

Hoop Dance 是結合舞蹈、運動、

藝術的運動。 參加者與呼拉圈共舞

，由練習到隨心流動，打開身體意識

新視野，為心靈帶來歡笑。

日期﹕17/11-22/12(逢四)

時間﹕17:30-18:30 (6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7-9歲 $600
1) 請穿著運動服裝

*負責職員﹕阮詩穎

花式呼拉圈

Hoop Dance 體

驗班(少年版)

由資深呼拉圈舞者導師親自教授。

Hoop Dance 是結合舞蹈、運動、

藝術的運動。 參加者與呼拉圈共舞

，由練習到隨心流動，打開身體意識

新視野，為心靈帶來歡笑。

日期﹕17/11-22/12(逢四)

時間﹕18:30-19:30 (6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10-12歲 $600
1) 請穿著運動服裝

*負責職員﹕阮詩穎

兒童劍撃訓練班

(10月/2022)

為幼兒提供劍撃訓練，期望參加者在

學習各種知識的同時，學習與人相處

，並同時發掘他們的箇中潛能。

日期﹕7/10至28/10 (逢五)

時間﹕18:30-19:30 (4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5-6歲 $400

*運動服及運動鞋

*費用包括借用器材

*負責職員﹕梁偉文

兒童劍撃訓練班

(11月至12月

/2022)

為幼兒提供劍撃訓練，期望參加者在

學習各種知識的同時，學習與人相處

，並同時發掘他們的箇中潛能。

日期﹕4/11至30/12 (逢五)

時間﹕18:30-19:30 (9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5-6歲 $900

*運動服及運動鞋

*費用包括借用器材

*負責職員﹕梁偉文

跆拳道A

(星期三班)

(10月至11月

/2022)

作為奧運會項目之一，跆拳道著重培

養專注力和堅毅力，訓練有助提升身

心靈的發展，並加強參加者的紀律服

從，透過考核，建立訓練目標。

日期﹕5/10至30/11(逢三)

時間﹕17:00-18:00 (9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4-9歲 $630

*道袍手把向導師購買，

  費用$350 (每套)

*負責職員﹕梁偉文

跆拳道B

(星期三班)

(10月至11月

/2022)

日期﹕5/10至30/11(逢三)

時間﹕18:00-19:00 (9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4-9歲 $630

*道袍手把向導師購買，

  費用$350 (每套)

*負責職員﹕梁偉文

跆拳道C

(星期三班)

(10月至11月

/2022)

日期﹕5/10至30/11(逢三)

時間﹕19:00-20:00 (9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10歲或以

上
$630

*道袍手把向導師購買，

  費用$350 (每套)

*負責職員﹕梁偉文

跆拳道F

(星期六班)

(10月至11月

/2022)

日期﹕8/10至26/11(逢六)

時間﹕17:30-18:30 (8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6-12歲 $560

*道袍手把向導師購買，

  費用$350 (每套)

*負責職員﹕梁偉文

跆拳道G

(星期六班)

(10月至11月

/2022)

日期﹕8/10至26/11(逢六)

時間﹕18:30-19:30 (8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6-12歲 $560

*道袍手把向導師購買，

  費用$350 (每套)

*負責職員﹕梁偉文

芭蕾舞AB

(10至11月

/2022)

(級別G4)

逢一17:00-18:00及

逢六10:30-11:30

*一星期兩堂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2013-

2014年或

以前出生

每堂$140

(每兩個月為

一期)

*舞衣及鞋飾需向老師購買

*考試費及考試服飾另行收

取

*負責職員﹕梁偉文

芭蕾舞CD

(10至11月

/2022)

(級別G2)

逢一18:00-19:00及

逢五17:00-18:00

*一星期兩堂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2015年或

以前出生

每堂$130

(每兩個月為

一期)

*舞衣及鞋飾需向老師購買

*考試費及考試服飾另行收

取

*負責職員﹕梁偉文

芭蕾舞E

(10至11月

/2022)

(級別PID)

逢五17:00-17:45及

逢六9:45-10:30

*一星期兩堂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2016年或

以前出生

每堂$85

(每兩個月為

一期)

*舞衣及鞋飾需向老師購買

*考試費及考試服飾另行收

取

*負責職員﹕梁偉文

芭蕾舞F

(10至11月

/2022)

(級別PPID)

逢一16:15-17:00及

逢五16:15-17:00

*一星期兩堂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2017年或

以前出生

每堂$80

(每兩個月為

一期)

*舞衣及鞋飾需向老師購買

*考試費及考試服飾另行收

取

*負責職員﹕梁偉文

芭蕾舞G

(10至11月

/2022)

(級別PS2)

逢六9:00-9:45

*一星期一堂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2018年或

以前出生

每堂$75

(每兩個月為

一期)

*舞衣及鞋飾需向老師購買

*考試費及考試服飾另行收

取

*負責職員﹕梁偉文

作為奧運會項目之一，跆拳道著重培

養專注力和堅毅力，訓練有助提升身

心靈的發展，並加強參加者的紀律服

從，透過考核，建立訓練目標。

掌握芭蕾舞專業舞蹈技巧，提升學生

對藝術與美的觀念，加強他們融入群

體的能力，訓練節奏感和儀態。每年

報考英國皇家舞蹈學院認可考試，並

不定時安排觀課。

9-12月課程及活動體驗(兒童版--運動)

**由2023年4月起，如逾期繳交學費，本單位將額外收取$30作行政費用。

作為奧運會項目之一，跆拳道著重培

養專注力和堅毅力，訓練有助提升身

心靈的發展，並加強參加者的紀律服

從，透過考核，建立訓練目標。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日期及時間 對象 收費 備註

乒乓球訓練班
提供專業的乒乓球訓練，訓練手腦協

調，培養運動興趣。

日期﹕6/9至27/12 (逢二)

時間﹕16:30-17:30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6-12歲
$90/堂

(按月收費)

*運動服及運動鞋

*費用包括借用器材

*負責職員﹕湛永康

籃球訓練班(A)

為兒童提供籃球訓練，期望參加者在

運動的過程中學習與人相處，並同時

發掘他們的箇中潛能。

日期﹕3/9至31/12 (逢六)

時間﹕09:30-11:00

地點﹕祥華邨籃球場

6-12歲
$75/堂

(按月收費)

*運動服及運動鞋

*費用包括借用器材

*負責職員﹕湛永康

籃球訓練班(B)

為兒童提供籃球訓練，期望參加者在

運動的過程中學習與人相處，並同時

發掘他們的箇中潛能。

日期﹕3/9至31/12 (逢六)

時間﹕11:00-12:00

地點﹕祥華邨籃球場

6-12歲
$50/堂

(按月收費)

*運動服及運動鞋

*費用包括借用器材

*負責職員﹕湛永康

單車縱橫遊
推動單車運動，探索社區，發掘區內

獨有的地方及遊覽特色景點。

19/11/2022 (六)

 14:00-18:00

地點:北區

9-14歲 $20

*自備1.5公升食水及少量乾

糧

*負責職員﹕湛永康

祥華足球隊

(全年招募)

為青少年提供專業的足球訓練，培養

對足球的興趣，強身健體。

06/09-27/12 (逢二)

16:30-18:00

地點﹕祥華邨5人足球場

小五或以

上
免費

1) 請自備足夠食水

2) 請穿著運動服裝

*負責職員﹕湛永康

新興運動-躲避

盤體驗日

體驗躲避盤這項新興運動，培養團隊

合作精神

17/09/2022 (六)

時間:14:30-15:30

地點﹕祥華邨排球場

9-12歲 $20

1) 請自備足夠食水

2) 請穿著運動服裝

*負責職員﹕湛永康

新興運動-地壺

體驗日

體驗地壺這項新興運動，培養親子間

的聯繫

12/11/2022 (六)

時間:14:30-15:30

地點﹕祥華邨排球場

親子 $20

1) 請穿著運動服裝

2)參加者必需以親子形式報

名

*負責職員﹕湛永康

雙截棍體驗班(兒

童版)

透過學習剛中帶柔的雙截棍之技術，

從正規訓練、表演，鍛練及強壯身體

，提升參加者的自信心和意志，學習

紀律及團隊精神，從武術中培養良好

品德。

日期﹕17/11-22/12(逢四)

時間﹕16:30-17:30 (6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6-8歲 $600
1) 請穿著運動服裝

*負責職員﹕湛永康

雙截棍體驗班(少

年版)

透過學習剛中帶柔的雙截棍之技術，

從正規訓練、表演，鍛練及強壯身體

，提升參加者的自信心和意志，學習

紀律及團隊精神，從武術中培養良好

品德。

日期﹕17/11-22/12(逢四)

時間﹕17:30-18:30 (6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9-12歲 $600
1) 請穿著運動服裝

*負責職員﹕湛永康

花式呼拉圈

Hoop Dance 體

驗班(幼兒版)

由資深呼拉圈舞者導師親自教授。

Hoop Dance 是結合舞蹈、運動、

藝術的運動。 參加者與呼拉圈共舞

，由練習到隨心流動，打開身體意識

新視野，為心靈帶來歡笑。

日期﹕17/11-22/12(逢四)

時間﹕16:30-17:30 (6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4-6歲 $600
1) 請穿著運動服裝

*負責職員﹕阮詩穎

花式呼拉圈

Hoop Dance 體

驗班(兒童版)

由資深呼拉圈舞者導師親自教授。

Hoop Dance 是結合舞蹈、運動、

藝術的運動。 參加者與呼拉圈共舞

，由練習到隨心流動，打開身體意識

新視野，為心靈帶來歡笑。

日期﹕17/11-22/12(逢四)

時間﹕17:30-18:30 (6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7-9歲 $600
1) 請穿著運動服裝

*負責職員﹕阮詩穎

花式呼拉圈

Hoop Dance 體

驗班(少年版)

由資深呼拉圈舞者導師親自教授。

Hoop Dance 是結合舞蹈、運動、

藝術的運動。 參加者與呼拉圈共舞

，由練習到隨心流動，打開身體意識

新視野，為心靈帶來歡笑。

日期﹕17/11-22/12(逢四)

時間﹕18:30-19:30 (6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10-12歲 $600
1) 請穿著運動服裝

*負責職員﹕阮詩穎

兒童劍撃訓練班

(10月/2022)

為幼兒提供劍撃訓練，期望參加者在

學習各種知識的同時，學習與人相處

，並同時發掘他們的箇中潛能。

日期﹕7/10至28/10 (逢五)

時間﹕18:30-19:30 (4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5-6歲 $400

*運動服及運動鞋

*費用包括借用器材

*負責職員﹕梁偉文

兒童劍撃訓練班

(11月至12月

/2022)

為幼兒提供劍撃訓練，期望參加者在

學習各種知識的同時，學習與人相處

，並同時發掘他們的箇中潛能。

日期﹕4/11至30/12 (逢五)

時間﹕18:30-19:30 (9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5-6歲 $900

*運動服及運動鞋

*費用包括借用器材

*負責職員﹕梁偉文

跆拳道A

(星期三班)

(10月至11月

/2022)

作為奧運會項目之一，跆拳道著重培

養專注力和堅毅力，訓練有助提升身

心靈的發展，並加強參加者的紀律服

從，透過考核，建立訓練目標。

日期﹕5/10至30/11(逢三)

時間﹕17:00-18:00 (9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4-9歲 $630

*道袍手把向導師購買，

  費用$350 (每套)

*負責職員﹕梁偉文

跆拳道B

(星期三班)

(10月至11月

/2022)

日期﹕5/10至30/11(逢三)

時間﹕18:00-19:00 (9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4-9歲 $630

*道袍手把向導師購買，

  費用$350 (每套)

*負責職員﹕梁偉文

跆拳道C

(星期三班)

(10月至11月

/2022)

日期﹕5/10至30/11(逢三)

時間﹕19:00-20:00 (9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10歲或以

上
$630

*道袍手把向導師購買，

  費用$350 (每套)

*負責職員﹕梁偉文

跆拳道F

(星期六班)

(10月至11月

/2022)

日期﹕8/10至26/11(逢六)

時間﹕17:30-18:30 (8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6-12歲 $560

*道袍手把向導師購買，

  費用$350 (每套)

*負責職員﹕梁偉文

跆拳道G

(星期六班)

(10月至11月

/2022)

日期﹕8/10至26/11(逢六)

時間﹕18:30-19:30 (8節)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6-12歲 $560

*道袍手把向導師購買，

  費用$350 (每套)

*負責職員﹕梁偉文

芭蕾舞AB

(10至11月

/2022)

(級別G4)

逢一17:00-18:00及

逢六10:30-11:30

*一星期兩堂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2013-

2014年或

以前出生

每堂$140

(每兩個月為

一期)

*舞衣及鞋飾需向老師購買

*考試費及考試服飾另行收

取

*負責職員﹕梁偉文

芭蕾舞CD

(10至11月

/2022)

(級別G2)

逢一18:00-19:00及

逢五17:00-18:00

*一星期兩堂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2015年或

以前出生

每堂$130

(每兩個月為

一期)

*舞衣及鞋飾需向老師購買

*考試費及考試服飾另行收

取

*負責職員﹕梁偉文

芭蕾舞E

(10至11月

/2022)

(級別PID)

逢五17:00-17:45及

逢六9:45-10:30

*一星期兩堂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2016年或

以前出生

每堂$85

(每兩個月為

一期)

*舞衣及鞋飾需向老師購買

*考試費及考試服飾另行收

取

*負責職員﹕梁偉文

芭蕾舞F

(10至11月

/2022)

(級別PPID)

逢一16:15-17:00及

逢五16:15-17:00

*一星期兩堂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2017年或

以前出生

每堂$80

(每兩個月為

一期)

*舞衣及鞋飾需向老師購買

*考試費及考試服飾另行收

取

*負責職員﹕梁偉文

芭蕾舞G

(10至11月

/2022)

(級別PS2)

逢六9:00-9:45

*一星期一堂

地點﹕青年空間 (祥樂樓)

2018年或

以前出生

每堂$75

(每兩個月為

一期)

*舞衣及鞋飾需向老師購買

*考試費及考試服飾另行收

取

*負責職員﹕梁偉文

作為奧運會項目之一，跆拳道著重培

養專注力和堅毅力，訓練有助提升身

心靈的發展，並加強參加者的紀律服

從，透過考核，建立訓練目標。

掌握芭蕾舞專業舞蹈技巧，提升學生

對藝術與美的觀念，加強他們融入群

體的能力，訓練節奏感和儀態。每年

報考英國皇家舞蹈學院認可考試，並

不定時安排觀課。

9-12月課程及活動體驗(兒童版--運動)

**由2023年4月起，如逾期繳交學費，本單位將額外收取$30作行政費用。

作為奧運會項目之一，跆拳道著重培

養專注力和堅毅力，訓練有助提升身

心靈的發展，並加強參加者的紀律服

從，透過考核，建立訓練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