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RSERY

Playgroup
幼兒親子遊戲小組

12-18M
18-24M
FreePlay

唱遊
主題學習
大小肌肉訓練
故事聆聽
創意手作
感統訓練
課 程 特 色
課程重視幼兒的感覺、記憶及思維的連結，透過多感官學習增加幼兒學習動
機，幫助幼兒在活動中有更深刻印象。課程以漸進式活動促進幼兒全面和均衡
的發展，包括「品德發展」、「認知和語言發展」、「身體四肢發展」、「情
意群體發展」和「美感發展」五個學前發展目標。

地址﹕香港西環德輔道西363號名店廣場1樓全層
電話查詢: 28188057

WhatsApp查詢: 84819377

電郵: info@agwp.org

NURSERY

Playgroup
幼兒親子遊戲小組

-22/2 (逢二)
日期﹕第一期 18/1
（1/2及8/2暫停）
(逢二)
第二期 1/3-22/3
:15
時段A : 11:15-12
:20
時段B﹕16:20-17
(共4堂)
費用﹕每期 $600

親子PLAYGROUP 12-18個月
12-18個月幼兒處於自我認知及探索能力
發展階段，課程內容為主題學習、前庭及
本體覺刺激、粗動作及精細動作練習、聽
覺、視覺訓練及感覺統合刺激等。
課程設計著重利用前庭刺激、肢體活動及
音樂等原素圍繞主題學習，對幼兒的語
言、肢體和大腦均衡發展有很大的幫助。
完成本課程後，幼兒可銜接「18-24個月
親子班」，讓幼兒有延續性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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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第一期 18/1-22/2 (逢二)
（1/2及8/2暫停）
第二期 1/3-22/3 (逢二)
時段A : 10:00-11:00
時段B﹕15:00-16:00
費用﹕每期 $600 (共4堂)

老師介紹﹕
麥慧蘭老師（蘭子老師）主修基督教輔導及教育，擁有豐富帶領兒童活動經驗。
（資歷：幼兒 Playgroup 導師證書、GODLY PLAY基督教兒童培靈核心模式導師、
正面管教家長講師、指導式遊戲治療證書、感覺運動師資進階證書、泰氏性向心理評
估 T-JTA ®認可分析員）
註﹕幼兒親子Playgroup課堂期望一位家長陪同幼兒上課，若父母因工作關係未能出
席，可請親友代為陪同。

電話查詢: 28188057
WhatsApp 查詢: 84819377

幼兒感統

遊戲班

日常生活中，是否有遇到育兒教養困難？無法靜下來聽大人
說話，或無法坐著好好用餐等…這些有可能是專注力不足所
導致！透過幼兒感統訓練可以讓孩子在發展中，得到很多的
幫助。
「感覺統合」Sensory integration 是指身體，包括本體
感、前庭、聽覺及觸覺等，與環境而來的感覺刺激訊息，大
腦接受及整合出適當的反應。《感覺統合》是幼兒發展的基
礎、就像從食物中攝取正確的營養一樣的自然與重要、目的
性遊戲就是感覺統合最好的營養，能幫助孩子從遊戲中，學
習到專注力、認知力、社交能力、語言、體能及等情緒管
控，達至全人發展。

地址: 香港西環德輔道西363號名店廣場1樓全層
電話查詢: 28188057

WhatsApp 查詢: 84819377

電郵: info@agwp.org

感統遊戲班的五大特色
第一大特色：七感開發﹕提升前庭覺、本體覺、視覺、聽覺、觸覺、嗅覺、味覺。
第二大特色：大肢體伸展及協調，加強肌耐力、平衡感，提升日常反應能力。
第三大特色：精細動作訓練中，培養孩子「做」的能力，操作小物件及教具的協調
能力。
第四大特色：感官刺激整合，培養孩子協調環境中刺激能力，不怕突如其來改變的
高度、明暗，並提升觸覺發展能力。
第五大特色：情緒控制及專注力培養，透過遊戲的方式，引發孩子的興趣並以動靜
混合課程的方式，訓練及提升專注力。

日期﹕第一期 20/1-24/2 (逢四, 3/2及10/2暫停)
第二期 3/3-24/3 (逢四)
時段A: 15:00-16:00 （2歲半-4歲班）
時段B﹕16:20-17:20（4-6歲班）
費用﹕每期 $600 (共4堂)
老師介紹﹕
麥慧蘭老師（蘭子老師）主修基督教輔導及教育，擁有豐富帶領兒童活動經驗。
（資歷：幼兒 Playgroup 導師證書、GODLY PLAY基督教兒童培靈核心模式導師、
正面管教家長講師、指導式遊戲治療證書、感覺運動師資進階證書、 泰氏性向心理評估
T-JTA ®認可分析員）

幼兒感統遊戲班

兒童劍擊體驗班
劍擊是一項講求手眼協調的運動，須動用全身肌肉，屬強身健體，鍛鍊意
志的運動，而當中的戰術，千變萬化，極具觀賞性。我們邀請黃智輝(花劍
教練)及林旻蔚(佩劍教練)主理恆常幼兒及兒童劍擊課程，希望讓孩子能以
相宜的價錢體驗到優質的運動課程。
教練介紹：
黃智暉（花劍教練）為前港隊成員，曾代表香港出戰亞
洲及參與世界性比賽。林旻蔚（佩劍教練)為前法國國家
隊成員的學生，曾到訪德國、法國等國家接受集訓。兩
位教練為多間本港中學及國際學校現職劍擊教練，積極
培養本港青少年，及推動本地劍擊發展。

課堂內容
第一堂︰熱身、教授基本活動安全，基本器材運用
第二堂︰教授步法（前後弓步）
幼兒組（4-6歲）逢星期三 下午5:15-6:15
第三堂：進攻3，4，5位
小學組（7-11歲） 逢星期三 下午6:30-7:30
第四堂：防守3，4，5位
第五堂：對攻戰術
上課日期﹕
第六堂：實戰
第一期（5/1,12/1,19/1,26/1,9/2,16/2)
第二期（23/2,2/3,9/3,16/3,23/3,30/3）
費用﹕每期6堂，每堂＄250，全期共$1500
1.學生須穿著運動服出席。
2.學生必須自備面罩(經導師代購﹕膠面罩$400，金屬面罩:$500)。
3.其他裝備，如膠劍及衣服將由本中心提供。
4.完成體驗班之學生，可繼續參與恆常課程延續訓練，並可按進度及教練建議作級別考核。
地址: 香港西環德輔道西363號名店廣場1樓全層
電話查詢: 28188057
WhatsApp 查詢: 84819377

電郵: info@agwp.org

幼兒繪畫創作
課程以日常生活及四周事物為題材，通過分享描述，
讓小朋友畫出所見所聞。利用圖像來補充文字的記
憶，從繪畫過程中，孩子能學習明暗色調，線條造
型，構圖等繪畫技巧。兒童創作力、觀察力、分析
力、理解力和記憶力都得以提升，同時能訓練耐性及
集中力，對成長過程有極大幫助。物料：粉彩、混合
媒介、廣告彩、水墨彩染。

兒童繪畫創作
教授學童繪畫技巧、透視學、色彩運用，亦會介紹西洋畫的特色，
學習不同時期西洋美術特別之處，創作個人風格，增強自信心；兒
童觀察力、創作力和分析力都得以提升，培養審美眼光。

導師介紹：企鵝哥哥(資深美術導師)
主修多媒體科藝，Play Group及幼稚園視藝導師，在多間幼稚園
及非牟利機構任職美術導師，多年來在公共圖書館主持故事繪畫
工作坊，有19年教學經驗。
備註：請自備圍裙、手袖及抹手巾上課。畫具、顏料等素材由老師提供

日期﹕第一期 21/1-25/2 (逢五, 4/2及11/2暫停)
第二期 4/3-25/3 (逢五)
時間﹕16:00-17:00 （3-5歲幼兒繪畫創作）
17:00-18:00（5-8歲兒童繪畫創作）
費用﹕每期 $400 (共4堂)

地址: 香港西環德輔道西363號名店廣場1樓全層
電話查詢: 28188057 WhatsApp 查詢: 84819377 電郵: info@agwp.org

互動音樂FUN FUN FUN
CHILDREN MUSIC FOUNDATION
課程目的
教導孩子體驗音樂的真善美，帶領孩子的成長能演奏成一
篇快樂的樂章。
課程內容
1. 藉著不同風格的音樂，學習欣賞音樂及Music Appreciation
2. 藉著聽音訓練，建立耳朵的絕對音準(absolute pitch)
3. 藉著敲擊樂器，訓練節奏感及音樂表達
4. 藉著歌唱樂曲，訓練音樂感
5. 用生動教材，訓練樂理常識
導師﹕陳若彥女仕
加拿大皇家音樂學院進深修讀鋼琴表演、指揮及作曲；演奏長笛、小
提琴、古箏、非洲鼓及敲擊樂。曾經擔任Yamaha 兒童音樂班的導
師、小學的音樂科主任、多間幼稚園的音樂課程顧問及音樂興趣班的
導師；亦為多個不同組織舉辦教師培訓工作坊。
日期﹕11/2-25/3 （逢星期五） 時間: 15:15-16:00
對象﹕4-6歲 費用﹕$560/7堂
註﹕每期最後一堂為成果分享會，歡迎家長出席。(時間將於稍後通知)

地址: 香港西環德輔道西363號名店廣場1樓全層
電話查詢: 28188057 WhatsApp 查詢: 84819377 電郵: info@agwp.org

拇指琴與一般西洋的器樂相比，是較輕巧的。 拇指琴容
易控制，音色優美，最適合小朋友學習。 彈奏樂曲時學
生需要先唱音，然後全神貫注將每一個音符隨著音樂節
拍，準確地演奏，可以培養學生的集中力。
課程主旨及內容
1. 學習唱音，訓練音準
2. 學習拇指琴的彈奏技巧
3. 提升學員的音樂感及節奏感
4. 教授基本樂理知識，包括閱讀簡譜及學習節拍
5. 建立學生合奏經驗，確立團隊精神
6. 每期學生能學會2-3首簡單樂曲
日期﹕11/2-25/3 （逢星期五）
時間: 16:15-17:15
對象﹕6歲半-10歲
費用﹕$770/7堂
註﹕每期最後一堂為成果分享會，
歡迎家長出席。(時間將於稍後通知)

導師﹕陳若彥女仕
加拿大皇家音樂學院進深修讀鋼琴表演、指揮
及作曲；演奏長笛、小提琴、古箏、非洲鼓及
敲擊樂。曾經擔任Yamaha 兒童音樂班的導
師、小學的音樂科主任、多間幼稚園的音樂課
程顧問及音樂興趣班的導師；亦為多個不同組
織舉辦教師培訓工作坊。

註﹕學生須自備17音拇指琴上堂
(或可經教會代購拇指琴，費用$285-)
地址: 香港西環德輔道西363號名店廣場1樓全層
電話查詢: 28188057 WhatsApp 查詢: 84819377
電郵: info@agwp.org

基督教初級
桌遊培訓師課程（單元一）
Elementary Christian Board Game Trainer Course - Unit A

桌遊（
不只是一種遊戲，近年來桌遊已融入輔
導，教學等不同領域，透過桌遊作知我探索，提高學習興趣。
具多年桌遊培訓經驗，目標訓練有質素的桌遊培訓
師，作推廣使命桌遊文化（
。
Board Game)

Play n Pray

Board Game in Mission)

本課程共有 個單元 ，每單元為 堂，共 課堂。課程要求完成
個單元，邀交功課及出席率達 或以上，可獲頒發「基督教初級
桌遊培訓師證書」。
單元一課程內容：
什麽是桌遊
桌遊 人生 信仰
運用桌遊建立不同主題的活動
運用桌遊認識及處理情緒
日期﹕ 年 月 日至 日 逢二晚
時間﹕
地點﹕西環德輔道西 號名店廣場
（香港大學站 ）
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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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介紹﹕陳兆東牧師

（資歷：遊戲治療師講師級、桌遊培訓師講師級、
師、 加拿大高級戒癮師、 韓國認証桌遊導師、

首席培訓師、 基督葡萄園主任牧
型人格導 師）

PLAY N PRAY

KABI

MBTI 16

付款方式﹕
銀行轉帳：匯豐銀行帳戶號
戶口名稱：
完成付款後，請以
形式，將入數紙之付款記錄發至
電話查詢﹕
查詢﹕

網上報名連結

008-1-046518

ASSEMBLIES OF GOD WEST POINT CHURCH LTD
WHATSAPP

28188057 / WHATSAPP

84819377

84819377

以確認報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