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列  編號 / 名稱  日期  時間 對象 費用 名額 地點 
01. G0805「快快樂樂上小一」小一適應課程 5/8、7/8、12/8、 

14/8、19/8、21/8 (6堂) 
(逢三、五) 
上午 10:30-12:00 

升小一 $450 7-8人 宣麗堂副堂 

內容:1.為小一生活作好心理準備、認識及分享幼稚園與小學的不同；2.學習如何執書包、認識制定作息時間表的重要性； 
3.學習準備(寫字/默書/串生字)；4.學習責任感(做功課與溫書)； 
5.掌握在小一遇到困難時之解決方法、懂得找合適的人幫助自己及其好處；6.認識自己的長、短處。     

導師: 葉姑娘(註冊社工) 
02. G0723「 High  Five 」小學生溫故知新 

學習支援小組 (高小) 

23/7、30/7、6/8、 
13/8、20/8、27/8 (6堂) 

(逢四) 
3:00-6:00 

升小五至 

升小六 

$400 
 

6人 宣麗堂 
副堂 
 

03. G0721「 High  Five 」小學生溫故知新 

學習支援小組 (初小) 

21/7、28/7、4/8、 
11/8、18/8、25/8 (6堂) 

(逢二) 
3:00-6:00 

升小二至 

升小四 

目的: 透過一系列的支援服務，協助學生解決學習上的困難，並給予情緒上的支援，重拾對學習的興趣及動力，為開學作好準備。  

內容: 1.溫故知新(學習時間)、2.休息/自由活動、3.主題活動(手工創作、電影分享、桌上遊戲、責任心遊戲等) 

導師: 葉姑娘(註冊社工)及導師 

04. G0715A「兒童趣味圖像記憶班 Study Smart」 15/7、22/7、29/7、 
12/8、19/8、26/8 
(5/8取消) (6堂) 

(逢三) 
下午 2:30-3:45 

升小二至升小三 $1800 

 

6人 宣麗堂 

副堂 
05. G0715B「兒童趣味圖像記憶班 Study Smart」 下午 4:00-5:15 升小四至升小六 

「圖像記憶法」:拋開死記強背，利用圖像與任何資料產生連結， 快速有效地將訊息記入腦內，再難記的中、英文字及文章....都能深印腦海。 

內容:1.圖像記憶卡速記中英文生字、2.房間記憶法背誦文章、3.視覺空間及專注力遊戲、4.左右腦溝通訓練、5.創意思維及聯想訓練、 
6.解難遊戲。 

導師:關靖霖(Carman 姐姐)-香港樹仁大學心理學學士，具 9年兒童工作經驗，現為學習困難的孩子提供感統訓練及學習評估服務， 

圖像記憶法及專注力訓練、自閉症社交訓練小組、SEN功課輔導，家長諮詢和培訓及親子海外流浪活動。 

06. G0725A TinkerCad 3D設計及打印體驗課程 25/7、1/8、8/8 (3堂) (逢六)下午 2:30-4:00 升小二至小五 $550 6人 宣麗堂副堂 

內容:教授學員如何使用 3D立體電用軟件 TinkerCad 去繪製並打印立體物。(課程最後介紹 3D 打印機操作及試範，學生可自行設計製成品) 

07. G0725B Scratch X mBOT 編程機械人(體驗班) 25/7、1/8、8/8 (3堂) (逢六)下午 4:30-6:00 升小二至小五 $550 6人 宣麗堂副堂 

內容: 組裝 Mbot機械人、紅外線遙控機械人、編程概念及流程圖、機械人行動、認識超音波感測器、編寫避障機械人程序、機械人大比併。  

※導師介紹: Franky Sir 是一位 STEM 導師，主修電子工程學，獲榮譽學士學位，他曾在香港工程師學會的青少年組比賽獲獎。擁有豐富產品 

研發的經驗，他的創意更轉變為產品，並透過網絡銷售到國際市場上。 



 

 

 

 

 

序列  編號 / 名稱  日期  時間 對象 費用 名額 地點 
08. G0818 暑期聖經班(小學)  18/8(二)、20/8(四) (2堂) 上午 10:00-12:30 升小二至升小五 $100 6-8人 宣麗堂副堂 

09. G0825 暑期聖經班(幼稚園)  25/8(二)、27/8(四) (2堂) 上午 10:00-12:30 升 k3至升小一 $100 6-8人 宣麗堂副堂 

內容:宗教故事、唱歌、遊戲、手工、電影欣賞等. 

導師: 陳月明傳道/義工、葉姑娘(註冊社工)  

10. G0622 講講故事畫畫畫 (節制與誠實) 

(恆常班) 

22/6、29/6、6/7  
13/7、20/7 (5堂) 

(逢一) 
下午 1:45-2:45 

幼稚園 K3 
 

$470 

 

7-8人 宣麗堂副堂 

11. G0803A 講講故事畫畫畫 

(朋友與互相欣賞) (暑期班) 

3/8、10/8、17/8、24/8  
(4堂) 

(逢一) 
上午 10:00-11:00 

(升 K3) $380 

 

7-8人 

內容: 以圖書形式引領孩子的思維，再利用圖像來補充文字的記憶，增加孩子對故事的印象和了解，從而培養他們對閱讀和學習的興趣。 

12. G0803B搓搓搓黏土創作「挪亞方舟」 

(暑期班) 

3/8、10/8、17/8、24/8 
(4堂) 

上午 11:15-12:15 
(逢一) 

(升 K3-升小一) $380 
 

7-8人 宣麗堂副堂 

內容: 教導小朋友製作不同的可愛動物，如獅子、長頸鹿、猴子、熊貓、等等… 鍛鍊小肌肉發展，還會集合所有動物登上挪亞方舟， 

讓小朋友的作品更能活現眼前，增強自信心。(包括:挪亞方舟紙製模型) 

13. G0727A「小手藝」捲紙彩圖創作班 

(暑期班) 

27/7、3/8、10/8、 
17/8、24/8 (5堂) 

下午 1:15-2:15 
(逢一) 

升小一 
至升小三 

$470 
 

7-8人 宣麗堂副堂 

內容:教導小朋友用色彩繽紛的紙條一圈圈捲起來，成為一個個小零件，然後再重新合併，就能從原有的平面擴至立體世界，捲出不同的 
主題，包括：昆蟲、動物和植物，創作出附立體感的作品。通過捲紙創作，提升小肌肉的靈活性，鍛鍊集中力，發展多元智能。 

14. G0727B 成語畫畫畫與成語解碼(暑期班) 27/7、3/8、10/8、 
17/8、24/8 (5堂) 

下午 2:30-4:00 
(逢一) 

升小三 
至升小五 

$470 
 

7-8人 宣麗堂副堂 

內容:搜羅一些中國的成語或成語故事作背景及主題，用不同的方式解說和小朋友分享。通過這些傳統故事，加強小朋友對中國傳 
統文化的興趣，鼓勵更深入探索，有助於將來對詞彙的運用。 
*葉姑娘負責課堂內 30分鐘成語解碼(透過遊戲解說成語的意思及其運用) 

導師介紹: 企鵝哥哥-資深美術導師，擁有 22年教授 16個月至 17歲兒童的經驗，修畢多媒體科藝榮譽理學士學位、現任幼稚園視藝導師及多

間非牟利機構美術導師。 



 

 

 

 

 

 

 

 

 

 

 

 

 

 

 

 

序列  編號 / 名稱  日期  時間 對象 費用 名額 地點 
 「宣麗之友」互助小組  
15. G0704 / 天然潔廁泡泡/抗敏潤手霜 4/7 (六) 10:00-12:00 成人 每人$80 7-8位 宣麗堂副堂 

內容:*天然潔廁泡泡---抗疫期間，廁所排水口必須定時清潔，這個產品可節省繁複且厭惡的洗刷程序，而且具殺菌﹑抗菌及除臭功能。 
 
     *抗敏潤手霜 ---對主婦手敏感肌特別有用，產品除加強滋潤性外，亦有提升抗敏能力，舒緩手部因使用防疫產品後的不適。 
 
製品:(天然潔廁泡泡 200克，抗敏潤手霜 50克) 
16. G0801 臉部補濕噴霧 /黑種草籽左手香膏 1/8 (六) 10:00-12:00 成人 每人$80 7-8位 宣麗堂副堂 

內容:*補濕噴霧:按個人皮膚需要用不同材料做成，分別有透明質酸鈉(Q10)、絲瓜純露等…改善皮膚營養代謝，去皺及增加彈性， 
維持角質層正常水量，補充肌膚水份。 

成份:黑種草籽及左手香油、蜂蠟、皮膚用複方精油 
 

*左手香膏功效:可消炎去腫、止癢等敏感肌膚，特別因常帶口罩出現痘痘的問題。  

*黑種草籽油功效:有效對抗濕疹及皮膚炎，促進傷口癒合，同時具抗敏作用。 

                                                                   
製品: (臉部補濕噴霧 100ml、黑種草籽左手香膏:罐裝 30克及支裝 20克) 
17. G0627 親子卡通氣泡彈 bath bomb   27/6 (六) 10:00-12:00 親子(1位子女) 

(3歲或以上的子女) 
$50 

(每人) 

3-4 

對親子 

宣麗堂副堂 
18. G0815 親子卡通氣泡彈 bath bomb 15/8 (六) 10:00-12:00 

內容:* bath bomb 只需 10分鐘便完全溶解在水中，令水質變滑及帶有清新香味，不含化學添加劑，製成卡通人物造型，玩得安心又有趣。 
 
       製品:每對親子一盒用具(包括 300克製成品) 
       G0627 及 G0815內容相同 
※導師介紹:「十薰工房」，是由一位媽媽(Kary)創立，她為治理患有皮膚過敏症的兒子，不斷研習有關手工皂、天然護膚品，及家居天然清潔

用品等手作，因深感手工皂、天然護膚品的好處，繼而製作及教授有關用品，並推出自家製作的天然用品，讓更多人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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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網址: https://forms.gle/VRbk2Rtn7vckaUpo9 

※登記只是輪候次序，不代表已取名額 

※網上登記確定後，6月 20-22日會個別電話通知成功獲得名額者，沒獲得名額者不作另行通知 

※已被通知獲得名額者，請於 6月 22-27日(上午 10:00-下午 5:30前來繳費) ，名額不得轉讓 

             ※(13 / 6 - 27 / 6)，暫不接受親臨登記/報名 

 

                   
(交費地點) 辨公室地址：新界馬灣大街村北 337 號地下   (上課地點)副堂地址：新界馬灣大街村北 335 號地下 

                                              電話：3446 1292  (註冊社工葉姑娘或當值職員聯絡) 傳 真：3446 1290   

1. 請家長務必先在家替子女量度體溫，如有發燒，       電郵：cs@sunlaichurch.org.hk               網 址：http://www.sunlaichurch.org.hk 

請盡快求診，安心在家休息，不應前來上堂。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六，上午 9:30-下午 5:30 (逢星期二及公眾假期休息) 

2. 若有持續咳嗽、流鼻水或打噴嚏等徵狀，              防疫措施: 

請留在家中，讓子女在家中休息。                     * 參加者必須遵守社區服務部的防疫守則，並須注意個人衛生 

3. 所有參加者必須佩戴口罩(鼓勵自備口罩) ，            * 每班組最多人數 6-8 人，額滿即止，不會另加名額 

進入課室前，必須在消毒地毯上印擦鞋底、量度         * 每次班組完畢後，即時清潔場地才進行下一項活動 (參加者只需預早 5 分鐘前來便可) 

體溫、並要即時清潔雙手。                           * 每位參加者如廁後會即時進行消毒(請參加者盡量在家中，先行處理子女如廁的需要) 

4. 參加者須把曾使用過的紙巾或口罩放入垃圾桶。 

5. 如發現兒童出現發燒、嚴重咳嗽或流鼻水等徵狀， 

負責人會盡快致電與家長聯絡，接子女回家。 

https://forms.gle/VRbk2Rtn7vckaUpo9
mailto:cs@sunlaichurch.org.hk
http://www.sunlaichurch.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