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目 逢星期 時間 總堂數 開班日期 

K-POP (一)(四) 

a) 10:15am - 11:15am 

b) 11:30am - 12:30pm 

c) 3:45pm - 4:45pm 

10 7月18日 

Belly 

Dance 
(五)  11:15am - 12:15pm 6 7月22日 

(二)(四) 12:45pm - 1:45pm 10 7月19日 

Jazz  

(三)(五) 1:45pm - 2:45pm 10 7月20日 

中國舞 (二) 11:30am - 12:30pm 6 7月19日 

科目 逢星期 時間 總堂數 開班日期 

(一)(三) 11:15am - 12:15pm 10 7月18日 

Piano  

Adventure  
(二)(四) 12:30pm - 1:30pm 10 7月19日 

(三)(五) 3:00pm - 4:00pm 10 7月20日 

Violin  

Adventure 
(三)(五) 11:15am - 12:15pm 10 7月20日 

中東鼓 (五) 10:00am - 11:00am 6 7月22日 

Sing-A-Long (二)(四) 2:15pm - 3:15pm 10 7月19日 

夏威夷 

小結他 
(三)(五) 1:45pm - 2:45pm 8 7月20日 

暑期舞蹈課程 

新界青衣，青衣邨，青衣商場 一樓六號舖 (聖多默幼稚園對面) 

Tel: 2436-3328    Whatsapp: 9674-9856 

URL: www.pointeshk.com    Email: pointes.hk@gmail.com 

暑期音樂課程 

我們的設施:  

Music Play Room 

Dancing Room 

暑期課程 

If you would like to opt out from receiving circular mail, please place a “No Circular Mail” sticker on the letter box. The stickers are freely available at all post offices, Public Enquiry Service Centres of District Offices as well as estate management offices of 
public housing estates and selected private residential developments. However, circular mail post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related organisations, Legislative Councillors, District Councillors, election candidates and charitable bodies eligible for tax relief under 

Section 88 of the Inland Revenue Ordinance are exempted from this opt-out scheme. 

. 

POINTES 

聖多默幼稚園  

青衣村巴士總站 

Piano Room 

POINTES 



Jazz Dance 
兒童爵士舞班 

兒童中國舞 
通過學習中國舞的優美舞蹈動作帶

出內在的思想感情與內涵，體現出

人性的特點，做人的標准、道德理

念、思維狀態、價值觀等。  
                                            

                                 $960 (6課) 

充滿動感的多元化節奏型舞蹈，舞步揉

合著剛與柔的特性、是一種充滿動感、

靈活、富趣味和極富節奏感的肢體活動, 

因此特別適合小朋友學習 

                               $1,500 (10課) 

 

 $900 (6課)   

 

 

 

     $900 (6課)   

根據兒童心理學，透過一系列音樂活動, 鍵盤彈

奏, 歌唱,音樂欣賞,培養兒童的音樂欣賞能力,啟發

音樂潛能及思維, 為將來學習音樂, 打下良好基礎.          

           $2,100 (10課+送課本)   

 

Piano Adventure  
"鋼琴歷險" 音樂班 

課程經過精心編排, 讓小朋友身心均在輕

鬆, 毫無壓力的氣氛下, 學會正確握琴及把

弓姿勢. $2,600 (10課+送課本及樂器)   

          $1,200 (10課)   
 

條款: **須達 80% 或以上出席率方可獲發證書  ●  本公司保留是否贈送錄影片段的數碼版本的最終決定權  ●  在任何情況下，所繳學費，全數將不獲退還 / 轉讓 / 延期  ●  所有暑期課程，遲到或缺席的學員均不予補時或補堂  ●  如上課前
2 小時發出黑色暴雨警訊號/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所有課程將會安排補課或退款  ●  除學員/家長書面通知外，本校有權使用學員於上課，參與活動時的相片，錄像作本校宣傳用途。 

6月1日前報名, 85折 
6月15日前報名, 9折 

Ukulele Fun  
夏威夷小結他班 

學習閱譜, 樂理, 拍子, 彈奏和絃,掃

絃,使用撥片(PICK), 透過遊戲學習音

樂知識, 學習彈奏兒歌(約4首) 

      $990 (8課+送小結他) 

K-Pop Dance  
夏日韓流舞蹈班 

讓你的小朋友也走在韓流的尖端! 透過簡單

易學的動作, 快樂地做運動之餘, 10課便可

學會流行的K-POP舞蹈, 並參與表演!  

$1,500 (10課+表演+送表演錄像) 

Belly Dance 
兒童肚皮舞班 

肚皮舞講求肢體的律動, 從頸、肩膊、手

臂、腰、臀、腿, 都很強調律動時的美感

及動感, 小朋友跳肚皮舞可以藉由每個部

分的運動,徹底鍛練每一吋肌肉, 達到健康

的效果         $900 (6 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