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話：2383 3833 

傳真：2383 3535 

電郵：parioarts@hkcs.org 

網址：www.parioarts.com.hk 

地址：九龍旺角洗衣街 229號永光花園一樓 

 

 親子藝術啟蒙班 

2 至 3 歲的孩子，開始對外在的環境產生好奇感，在日常生

活中，各種不同肌理的生活物料均能成為孩子們體驗藝術的

工具。透過親子藝術創作，家長能更了解和貼近孩子的心，

幫助孩子認識自己、宣洩情緒與壓力，亦可以增進親職效

能、減輕親職壓力與焦慮，進而增進親子關係。本課程締造

觸覺和視覺方面等多重感官經驗，引發孩子的好奇心，讓小

朋友愛上創作。 

 讓孩子接觸不同的生活素材，誘發孩子欣賞和探索的能力，更可藉

此激發日後的創作力。 

 樂於表現自我和與人分享創作的成果，並建立其自信。 

 精選蘊含藝術元素的故事書及藝術作品，讓孩子愉快地享受文學 

與藝術的趣味。 

 專題包括： 色彩魅力  觸感奇趣  奇形怪狀  

  點線追蹤  塗鴉創意 

 對    象： 2-3 歲幼兒及其家長/照顧者(1 位)   

 費    用： $2120 (8堂) (每堂 1 小時)  

 地    點： 太子中心 - 九龍旺角洗衣街 229號永光花園一樓 

 

 

舉行地點 課程編號 舉行日期 舉行時間 專題 

 

Pario Arts 

(太子 

中心) 

pia-01-0919p 

 
21/9 – 9/11/2019 

(星期六) 

21/9, 28/9, 5/10, 

12/10, 19/10, 26/10, 

2/11, 9/11 

(8 堂) 

10:00-11:00 點線

追蹤 11:30-12:30 

2:00-3:00 

3:30-4:30 

pia-02-0919p 22/9 – 10/11/2019  

(星期日) 

22/9, 29/9, 6/10, 

13/10, 20/10, 27/10, 

3/11, 10/11 

(8 堂) 

10:00-11:00 

11:30-12:30 

 

 

 

 

 藝術啟蒙班 

孩子到了 3至 4 歲，是在充滿幻想與感覺的世界裡，他們喜

愛探索新的事物，對任何的事與物都充滿著好奇心，亦正是

培育孩子創意思維的良機。視覺藝術雖是高深的學問，但你

的孩子卻可從「點、線、面」和專業的藝術素材中認識基本

的視覺藝術元素，體驗當中的趣味。 

 鼓勵孩子在學習的過程中探索和體驗新事物。 

 讓孩子從創作中自我學習，從經驗中引導他們認識藝術。  

 透過接觸不同繪畫素材，從不同繪畫方式中體驗繪畫的樂

趣，藉此激發孩子潛藏的創造思考能力。  

 培養對色彩的審美眼光，啟發生活智慧，進而建立良好的

處事態度。 

 從創作中建立孩子自信心，培養樂於與人分享的態度。 

 專題包括： 幻變的色彩  觸感藝術  造型與聯想  

  點線面  塗鴉創作  故事部落 視覺韻律 

 對    象： 3-4 歲兒童   

 費    用： $1720 (8堂) (每堂 1 小時) 

 地    點： 太子中心 - 九龍旺角洗衣街 229號永光花園一樓 

     觀塘中心 - 九龍觀塘翠屏道 17號觀塘社區中心 2樓 

 

舉行地點 課程編號 舉行日期 舉行時間 專題 

 

Pario Arts 

(太子中心) 

cia-01-0919p 
 

21/9 – 9/11/2019 

(星期六) 

21/9, 28/9, 5/10, 

12/10, 19/10, 26/10, 

2/11, 9/11 

(8 堂) 

10:00-11:00 觸感

藝術 11:30-12:30 

2:00-3:00 

3:30-4:30 

cia-02-0919p 22/9 – 10/11/2019  

(星期日) 

22/9, 29/9, 6/10, 

13/10, 20/10, 27/10, 

3/11, 10/11 

(8 堂) 

11:30-12:30 

2:00-3:00 

Pario Arts 

(觀塘中心) 

cia-01-0919k 25/9 – 20/11/2019  

 (星期三) 
25/9, 9/10, 16/10, 
23/10, 30/10, 6/11, 

13/11, 20/11 
(8 堂) 

4:45-5:45 

 

 

http://office.hkcs.org/horde/imp/message.php?index=6002


藝術初探-自然生活創作班 

4-6歲兒童對周遭環境充滿好奇心，也能隨心所欲地表達內

心的情感。這階段的孩子已能充分協調視覺與手部動作，並

喜歡從生活經驗中發掘事物作為創作的主題。 

 

 本課程藉著分享不同範疇的生活題材，激發兒童觀察力和創造力。 

 透過混合不同物料及探索其材質特性，使他們將豐富的想像力透過

繪畫和立體的創作形式表達出來。 

 提升兒童審美觸覺，令他們意識到身邊所有事物都有其存在價值及

有著不同的美感。 

 專題包括： 

〔生活彩繪日記〕   〔自然素材小創作〕 

〔大自然的色彩〕   〔環保生活創作〕 

〔大自然的小故事〕 〔變幻的大自然〕 

〔動物和昆蟲〕     〔感官刺激〕 

 對    象： 4-6 歲兒童 

 費    用： $1720 (8堂) (每堂 1 小時) 

 地    點： 太子中心 - 九龍旺角洗衣街 229號永光花園一樓 

觀塘中心 - 九龍觀塘翠屏道 17號觀塘社區中心 2樓 

 

舉行地點 課程編號 舉行日期 舉行時間 專題 

Pario Arts 

(太子中心) 

ans-01-0919p 

 

21/9 – 9/11/2019 

(星期六) 

21/9, 28/9, 5/10, 

12/10, 19/10, 26/10, 

2/11, 9/11 

(8 堂) 

10:00-11:00 自然
素材
小創

作 

11:30-12:30 

12:50-1:50 

2:00-3:00 

3:30-4:30 

ans-02-0919p 22/9 – 10/11/2019  

(星期日) 

22/9, 29/9, 6/10, 

13/10, 20/10, 27/10, 

3/11, 10/11 

(8 堂) 

10:00-11:00 

3:30-4:30 

Pario Arts 

(觀塘中心) 

ans-01-0919k 24/9 – 19/11/2019  

 (星期二) 
24/9, 8/10, 15/10, 
22/10, 29/10, 5/11, 

12/11, 19/11  
(8 堂) 

4:45-5:45 

     

藝術進階 - 藝術家的世界 

本課程藉著欣賞不同藝術家的作品，體味作品的思想感情，

認識不同的藝術表達風格，讓兒童進一步累積美學、色彩

學、素材運用等知識和經驗。 

 

 訂立不同種類的創作主題及創作媒介，協助兒童從創作中學習以

個人方式來展現自己的內心世界。  

 擴闊視野，建立兒童的創作態度。 

 

 對    象： 7-9 歲兒童 

 費    用： $1720 (8堂) (每堂 1 小時) 

 地    點： 太子中心 - 九龍旺角洗衣街 229號永光花園一樓 

 

舉行地點 課程編號 舉行日期 舉行時間 

Pario Arts 

(太子中心) 

atw-01-0919p 

 

 

21/9 – 9/11/2019 

(星期六) 

21/9, 28/9, 5/10, 

12/10, 19/10, 26/10, 

2/11, 9/11 

(8 堂) 

10:00-11:00 

2:00-3:00 

3:30-4:30 

    

 

 

新學員須購買「Pario Arts專用兒童圍裙及畫袋」 

以供課堂之用。(新學員優惠價:HK$150)。 

 

藝術課程資訊 (9/2019-11/2019課程) 

現巳開始接受報名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報名從速) 

**家長可到各中心辦理報名手續** 

*完成課程均可獲頒發証書* 

*4 人或以上可自定上課時間* 

 

 九龍旺角洗衣街 229號永光花園一樓(港鐵旺角站 A出口-花墟)  
 2383 3833   2383 3535    
 www.parioarts.com.hk   parioarts@hkcs.org 

藝術進階 - 藝術企劃 

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均有其獨特的創作意念。本課程藉

著進深學習各類藝術創作技法，為兒童帶來嶄新的視覺刺

激，開拓創作的新元素、新方向。 

 

 以兒童意念為主軸，讓兒童自訂主題及設計個人的「藝術企劃」。 

 通過互動交流和個別指導，協助兒童實踐個人創作計劃。 

 

 對    象： 9-12 歲兒童 

 費    用： $1920 (8堂) (每堂 1 小時) 

 地    點： 太子中心 - 九龍旺角洗衣街 229號永光花園一樓 

 

舉行地點 課程編號 舉行日期 舉行時間 

Pario Arts 

(太子中心) 

cpj-01-0919p 

 

 

21/9 – 9/11/2019 

(星期六) 

21/9, 28/9, 5/10, 

12/10, 19/10, 

26/10, 2/11, 9/11 

(8 堂) 

12:30-1:30 

    

 

 

 

 

 

 

 

 

 

 

 

 

 (截止報名：舉行前一星期) 

http://www.parioarts.com.hk/
mailto:parioarts@hkcs.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