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子 Playgroup
家長可藉親子遊戲參與其中，與孩子締造溫馨和諧的親子關係。
課程環繞幼兒生活經驗而設計，活動內容包括：
律動、唱遊、故事、大小肌肉訓練、角色扮演、手工及小組活動
等。
對象：1 歲半 - 學前兒童

1 歲半至 3 歲
學前 Playgroup
課程特色：
‧讓兒童能建立常規，提升自理能力，語言理解和表達能力
‧在群體生活中，學習與人相處、分享和溝通，建立良好的社交能力
‧使兒童能輕鬆、愉快地迎接校園生活。
師生比例：1：7 (此課程不需家長陪同)
上課時間：每月逢星期二、三、四、五
上午班：9:00 - 11:30

下午班：1:00 - 3:30

星期日：下午 1:30-2:30
學費：每月$2,900 (包 括 圖 工 物 料 、 工 作 紙 、 茶 點 費 )
學費：$820 (4 堂)
備註： 開課前一星期，請為學生帶備大碼短袖 T-Shirt(圖工用)、相片四張、
一套後備衫褲襪及外套、濕紙巾(大片裝)，留中心備用。
注意事項：

每天上課，請在書包內放置 貼上姓名的水壺、濕毛巾連盒、乾毛巾、

‧每位幼兒只限一位家長陪同上課。

兒童口罩兩個、內褲或學行尿片褲(如有需要)、體溫紙。

‧參加課堂之家長和幼兒須穿上襪子。
‧上課期間，課堂嚴禁拍攝或錄影，多謝合作。

* 參加學前 playgroup 課程滿 6 個月以上，可申請證書，每張證書為港幣 100 元。
* 參加學前 playgroup 課程滿 6 個月以上，可申請學習評估報告，每份為港幣 150 元。

* 參加親子 Playgroup 課程滿 6 個月以上，可申請證書，每張證書為港幣 100 元。

* 參加學前 playgroup，可申請購買校園生活光碟，每半年申請一次，每隻光碟為港幣 250 元。
(以上各項，家長可自行申請)

數學速算班

(適合就讀或準備升讀之幼童)

學齡前階段的兒童應建構什麼樣的數學能力和數學概念？
兒童仍在學齡前階段，若能就孩子的認知發展能力，給予適當的引
導和啟發，讓孩子把數學融合於生活情境中，多接觸數學、喜歡數
學、養成主動思考的習慣，孩子的腦筋就會愈來愈靈活。
對象：幼稚園 / 小學
課程特色：

初班 / K1

星期六
11:15-12:15

星期日

學費

10:00-11:00

$900(四堂)

11:00-12:00

$910(四堂)

11:00-12:00

$930(四堂)

P2

12:15-1:15

$950(四堂)

P3 / P4

11:00-12:00

$970(四堂)

P5 / P6

10:30-11:30

$1000(四堂)

K3
P1

11:15-12:15
3:45-4:45
9:00-10:00
3:45-4:45
5:00-6:00

遊戲等......，讓兒童學習合作、溝通、語言表達，從而提

對象：2 歲-學前

$890(四堂)

K2

習不同的概念認知，通過製作食物、嘗試小食、創意小手工、

下，得到全面的發展。

3:30-4:30

3:45-4:45

本課程以搜索為主題教育，讓兒童透過搜索刺激感官，學

升專注、主動學習和社交禮儀，讓兒童在愉快的學習環境

‧提升主動思考、與人溝通能力
‧循序漸進增強推理及判斷能力
‧提升計算能力和速度
‧鍛鍊專注集中力
對象

學前社交遊戲小組

逢 星期日：下午 2:30-3:30

學費: $1000 (共 4 堂)

全腦讀語文系列

英文會話班

(適合就讀或準備升讀之幼童)

要鍛煉兒童右腦，不被填鴨式教育逼使兒童唸書，我們幫到你！
學習語文可透過速讀記憶法鍛煉及刺激兒童的右腦，當右腦得以發
達後，同時也能連帶地提升左腦的機能，使『全腦』得到全面的均
衡發展，並高效地提升聽、說、讀、寫的語文能力。
把握鍛煉右腦的黃金機會，讓兒童發揮大腦充滿無限的可能性!

本課程讓兒童在輕鬆的環境下，以聽故事的形式，學習更多英文
用語和詞彙，有幫提高兒童運用英語的聽、說、讀和寫的能力。
課程特色：
 學童能輕鬆接觸英文語法及認識更多詞彙
 導師在適當的時候會加插拼讀和發音練習

對象：幼稚園 / 小學
對象
初班 / K1
K2
K3
P1
P2
P3 / P4
P5 / P6

星期六
10:00-11:00
5:00-6:00

星期日

11:00-12:00

5:00-6:00

2:30-3:30

2:45-3:45
3:45-4:45
5:00-6:00
3:15-4:15
5:00-6:00
3:00-4:15
4:45-6:00

 學習多項文法，配以練習，鞏固所學
 提升學生英語會話及聆聽能力

2:30-3:30

10:00-11:00
10:00-11:00

學費
$890(四堂)
$900(四堂)

10:00-11:00

$910(四堂)

10:00-11:00

$930(四堂)

1:15-2:15

$950(四堂)

9:00-10:00

$970(四堂)

9:00-10:15

$1000(四堂)

 靈巧自然運用所學的詞語和句式

 矯正學生在聽、講、讀、寫的常犯錯誤

對象： 初-K1 / K2 - K3 / Primary
初-K1
星期六

學費

12:15-1:15
2:45-3:45
$960 (4 堂)

K2-K3
12:15-1:15
1:30-2:30
2:45-3:45
$980 (4 堂)

Primary
3:30-4:30
4:00-5:00
$1000 (4 堂)

課程報名辦法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六 10:00am - 6:00pm
星期日 9:00am-2:00pm
地址
：旺角通菜街 252 號昌好大廈 1/F
聯絡電話 ：2988 8562
傳真號碼 ：2988 8563
電郵
：kids@wgiggle.com
網址
：www.wiggle-giggle.com
Facebook ：www.facebook.com/wgiggle

參加辦法
1. 請先以電話預約 2988 8562 及報名。
2. 每班名額有限，敬請以電話預約留位，額滿即止。

報名手續
1.

報名費$50 (只適用於初次報讀課程之學員，並不適用於試堂學生。)

2.

請家長於該月份第四課堂或之前繳交下月份學費，以便安排教材。

3.

請親臨本中心填妥報名表格，以現金繳費，或

4.

以劃線支票付款(不收期票)， 及抬頭寫上「WIGGLE GIGGLE」，或

5.

存款至本中心之香港滙豐銀行帳戶 (戶口號碼：168-528164-001)，
請在存款收據上寫上學生姓名、聯絡電話，並將存款收據及報名表
格以傳真或電郵方式至本中心。

颱風或暴雨上課安排
颱風安排 【只適用於星期六及星期日之學員】
懸掛 1 號風球
中心照常開放，所有課堂照常舉行。
懸掛 3 號風球
中心照常開放，所有課堂照常舉行。
懸掛 8 號風球
中心之所有課堂均會停課。
8 號風球在中午 12 時或之前除下，下午 2
時後的課堂將恢復上課。
8 號風球除下之安排
8 號風球在中午 12 時之後除下，當日中心
全日之課堂均會停課。
暴雨安排
黃色暴雨訊號
中心照常開放，所有課堂照常舉行。
紅色暴雨訊號
中心照常開放，所有課堂照常舉行。
黑色暴雨訊號
中心之所有課堂均會停課。
黑色暴雨在中午 12 時或之前除下，下午 2
黑色暴雨訊號
時後的課堂將恢復上課。
除下之安排
黑色暴雨在中午 12 時之後除下，當日中心
全日之課堂均會停課。
*備註 ﹕
1.
2.

3.
4.

3 號或以下颱風及紅色和黃色暴雨訊號，家長可視乎天氣情況決定是否
繼續上課。【將不獲補堂及退款】
如天文台預測將懸掛 8 號風球或黑色暴雨訊號，家長應自行決定是否繼
續上課 ; 當黑色暴雨或 8 號風球懸掛時，所有課堂均自動取消，各家
長應於安全情況下盡快帶同貴子弟回家。
所有受惡劣天氣影響的課堂均不獲補堂及退款。
本中心保留更改課程上課時間、收費及更換導師等任何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