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 3 月份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讀書樂
10:00 – 11:30

最新信息
由 3 月 2 日開始，逢星期六早上
華諮處-早教中心之活動會

星期六
2
*樂樂智多紛
9:30 – 10:55
*親親時間
11:05 – 12:30

於 2330 Midland Ave., 107 室舉行

小小畫家

詳情，請參閱本月份活動日曆
4
* Tot 仔排排坐
9:30 – 11:30

5
*親親時間
9:30 – 12:00

6
*音樂律動
9:30 – 11:30

7
*寶寶樂
10:00 – 12:00

*親子創藝坊
1:30 – 3:30

育苗教室
1:30 – 3:30

*語文小太陽
1:30 – 4:00

育苗教室
1:30 – 3:30

8
 嬰兒按摩研習班
10:00 – 11:30

9
*樂樂智多紛
9:30 – 10:55
*親親時間
11:05 – 12:30
小小畫家

11
* Tot 仔排排坐
9:30 – 11:30

12
*親親時間
9:30 – 12:00

13
*音樂律動
9:30 – 11:30

14
*寶寶樂
10:00 – 12:00

*親子創藝坊
1:30 – 3:30

育苗教室
1:30 – 3:30

*語文小太陽
1:30 – 4:00

育苗教室
1:30 – 3:30

15
 嬰兒按摩研習班
10:00 – 11:30

16
*樂樂智多紛
9:30 – 10:55
*親親時間
11:05 – 12:30
小小畫家

18
精明好家長 /
活潑好學生

19
精明好家長 /
活潑好學生

20
精明好家長 /
活潑好學生

21
精明好家長 /
活潑好學生

22
 嬰兒按摩研習班
10:00 – 11:30

* Tot 仔排排坐
9:30 – 11:30

*親親時間
9:30 – 12:00

*音樂律動
9:30 – 11:30

*寶寶樂
10:00 – 12:00

*親親時間
11:05 – 12:30

*親子創藝坊
1:30 – 3:30

育苗教室
1:30 – 3:30

*語文小太陽
1:30 – 4:00

育苗教室
1:30 – 3:30

小小畫家

25
精明好家長 /
活潑好學生

26
精明好家長 /
活潑好學生

27
精明好家長 /
活潑好學生

28
精明好家長 /
活潑好學生

* Tot 仔排排坐
9:30 – 11:30
*親子創藝坊
1:30 – 3:30
嬰兒聽覺測試服務
9:30 – 4:30

*親親時間
9:30 – 12:00

*音樂律動
9:30 – 11:30

*寶寶樂
10:00 – 12:00

29
 嬰兒按摩研習班
10:00 – 11:30

23
*樂樂智多紛
9:30 – 10:55

30
*樂樂智多紛
9:30 – 10:55
*親親時間
11:05 – 12:30
小小畫家

*語文小太陽
1:30 – 4:00

附有(*)符號之活動不需預先報名，名額有限，先到先得作準，額滿即止。
活動地點:
 CICS
移民資源中心 2330 Midland Ave. (Midland 夾 401)
 CICS 士嘉堡辦事處 3850 Finch Ave. E. 403 室(Finch 夾 Kennedy)
查詢: (416)293-4565 內線 104 /105 或 (416)292-7510 內線 124 / 139

健康及安全守則:
所有參加者必須自備室內鞋/
襪子，以便進入兒童活動
房間前更換。

www.cicscanada.com

Funded by:

學前兒童教育服務部
2019年3月份活動簡介
活動地點： 士嘉堡辦事處 –3850 Finch Ave. E. 403室
活動適合６歲或以下兒童及家長/祖父母/照顧者一同參加
*Tot仔排排坐 (12 - 36個月)
活動尊為小toddlers而設，幫助兒童發展智力、情緒
、語言表達、與人相處的技巧等。內容包括感官遊
戲、兒童短詩、故事、角色扮演和天才表演等。

* 親親時間 (0 - 72個月)
透過親子活動，幫助加強孩子智力發展、創作力及
大小肌肉之運用。內容包括手工創作、故事及兒歌
、和小組遊戲等。

*音樂律動 (12 - 36個月)
活動以音樂律動為主題，讓兒童發揮想像力與創造
力。通過不同的音樂律動遊戲，讓兒童在音樂與律
動中學習觀察、摸仿、及表達多種抽象概念。

* 親子創藝坊 (0 - 72個月)
透過輕鬆有趣的創意活動，培養兒童感官藝術的
發展，幫助提升兒童的創造力、聯想力和藝術表達
能力。內容包括環保創作、自制玩具、故事角色扮
演和創意舞動等。
育苗教室
適合3至4歲兒童及其家長/照顧者一起參加，寓學習
於實踐，讓兒童培養獨立能力，建立自信，發揮社
交能力，為兒童入學作好準備。

*語文小太陽 (30 - 72個月)
透過精心設計遊戲和活動，幫助孩子建立講、寫、
讀的學習能力，培養他們對閱讀及文字的興趣，並
強化兒童語言表達能力的發展。內容包括語文相關
活動、手工和親子運動等。
 嬰兒按摩研習班(英語)
適合0至12個月嬰兒及其家長或照顧者一起參加。
嬰兒按摩能幫助促進親子關係，增強寶寶健康成長
，舒緩消化問題，及更優質的睡眠。(此活動由註冊

*寶寶樂(0 – 12個月)
透過多種類的感官和互動遊戲，幫助促進嬰兒身心
發展和強化親子關係。內容包括兒歌、音樂律動、
創意活動、故事及親子錦囊。
 嬰兒聽覺測試服務
專為剛出生至4個月之嬰兒提供聽覺測試，聽覺測試
非常安全簡單快捷，且不用安省醫療卡之服務。(預
約請致電416-338-8255)

按摩治療師和她的學生團隊帶領。)

活動地點：移民資源中心–2330 Midland Ave.
 精明好家長 (廣東話)
日期：2019 年3月18日- 4月29日(星期一至星期四， 上午 9:30– 11:30)
適合有3至6歲兒童之家長或照顧者參加，內容包括如何教導學齡前兒童，
認識安省學校制度幫助準備子女入學，管教方法與技巧，與子女溝通技巧，
情緒管理，經驗分享與交流。
*樂樂智多紛 (30 - 72個月)
透過多項益智遊戲，幫助兒童發展多方面的智能。內容包括閱讀活動、學前
寫字遊戲、數學概念和手工創作等。

 活潑好學生 (英語)
日期：2019 年3月18日- 4月29日(星期一至星期四， 上午 9:30– 11:30)
專為3至4歲兒童而設及其家長必須參加『精明好家長』課程，內容著重培育兒童全
人發展，包括社交、語言及學習能力等，讓兒童適應群體生活，為入學作好準備。

 小小畫家
日期：2019 年1月12日- 3月23日(逢星期六，共10節)
時間: Level 1:上午11:00 -12:15/ 1:30 -2:45 / 3:00 -4:15
Level 1: 會員: $60 / 非會員: $70
適合4至8歲兒童參加。每節根據不同的主題，學習基本構圖技巧和混色概念
等，培養兒童對美術的興趣，增強創作、專注、及聯想等方面的能力。

 小小畫家
日期：2019 年1月12日- 3月23日(逢星期六，共10節)
時間: Level 2:上午9:30 -10:50
Level 2: 會員: $75 / 非會員: $85
適合8至12歲兒童參加。學員會進一步提升繪畫技巧，如基本素描技巧、顏色運用等。

* 親親時間 (0 - 72個月)
透過親子活動，幫助加強孩子智力發展、創作力及大小肌肉之運用。內容包括手工
創作、故事及兒歌、和小組遊戲等。

查詢，請致電(416)292-7510 內線124/139

www.cicscanad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