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

熊 兒 童 音 樂中 心

幼熊音樂班

BB熊遊戲
音樂班 (2-3歲)

小熊音樂班
大熊音樂班

( K.1 - 3 )

培養音樂興趣、大小肌肉訓
練、提升自理能力、啟迪想
象力、群體學習

基礎樂理、中英普兒歌、音
樂欣賞、即興舞蹈、合唱表
演，K3更加強歌唱、舞蹈
戲劇培訓，深化栽培，主演
大型音樂劇

( P.1 - 3 )
( P.4 - 6 )

聲樂、舞蹈、戲劇、司儀、專業
錄音培訓，參與多元化表演及主
演大型音樂劇

幼熊(K3)、小熊
及大熊班學員
均可參與大型音樂劇作年度
結業演出，幼熊(K1,2)則會
參與合唱演出。

˙ 師資：「熊熊」所有導師均持碩士、學士學位或文憑、
音樂演奏文憑或以上程度的資深音樂人，富教學經驗，
擁有對孩子的熱誠和專業操守。

馬鞍山教室   樂陶途琴行  幼熊
新界馬鞍山中心A91舖
(馬鞍山站A2出口) TEL：2633 8791

荔枝角總校 熊熊兒童音樂中心

沙田教室   Mindcrafters  幼熊

BB熊‧幼熊．小熊．大熊．巨熊
九龍青山道700號時運中心10字樓2室
(荔枝角站C出口) TEL：2771 8403

九

泓景匯教室 優贊薈  幼熊．小熊  
荔枝角泓景臺商場地下1B&1C舖
(荔枝角站D3出口) TEL：3428 5000

沙田萬怡酒店安平街1號 1/F Shop 2
(石門站C出口) TEL：2868 3370
whatsapp：5546 8753

大埔教室   樂兒教育中心  幼熊
大埔寶湖道3號寶湖花園商場2樓210號舖
TEL：2651 1116

龍

九龍灣教室 Qin Music  幼熊

粉嶺教室   樂藝坊  幼熊．小熊

九龍灣宏開道16號德福大廈1205室
TEL：2110 4166

粉嶺牽晴間商場地下G17室 TEL：2640 6005

佐敦教室 Affetto  幼熊

將軍澳銀澳路一號新寶城商場地下G23號舖
(坑口站B出口) TEL：3154 9001

坑口教室 Opus 1 arts music studio 幼熊．小熊

尖沙咀彌敦道180號寶華大廈11樓
(佐敦站D出口) TEL：2797 8100

半山壹號教室 Dr. I-Kids  幼熊
何文田半山壹號名薈1樓20A號舖
TEL：2177 0677

港
島

新

筲箕灣教室   樂藝教室  幼熊
筲箕灣愛東商場203號鋪
(筲箕灣站D2出口) TEL：2569 9230

西營盤教室   Mindcrafters  幼熊
香港西營盤高街81號地下
(西營盤站C出口) TEL：3485 3585

查詢熱線：2771 8403

傳真：2710 8754

界

將軍澳教室 樂陶途琴行 幼熊
將軍澳至善街19號天晉匯三期BG02舖
TEL：2177 0020

調景嶺教室   智趣小博士  幼熊
調景嶺維景灣畔三期商場低層地下2樓A3號舖
(調景嶺站B出口) TEL：2177 4788

屯門教室   小樂豆音樂藝術中心  幼熊．小熊
屯門栢麗廣場305室 TEL：2456 3100

元朗教室   音樂部落  幼熊
元朗青山公路129-131號朗輝中心1樓B室
TEL：2478 6822

荃灣教室   A’s Music Limited  幼熊
新界荃灣大河道99號99廣場19樓5室
TEL：3586 0867

網址：www.bear.com.hk

電郵：application@bear.com.hk

熊熊兒童音樂課程報名表

職員專用：
編號 _______________  入團日期 ______________

*請以正楷填寫本表格

小朋友姓名：(中)

(英)

性別：

出生日期：

學校：

年級：

父親姓名：

手機：

母親姓名：

手機：

監護人姓名：

（關係：               ）

手機：

住址：
住宅電話：

傳真：

電郵：
報讀課程：BB熊 / 幼熊 / 小熊 / 大熊
上課時間：

上課地點：

報名費用：
申請成為「熊熊兒童音樂教育基金會」會員
○ 願意      ○ 不願意
$ 90（年費）
支票抬頭：【熊熊兒童音樂教育基金會有限公司】    恆生入數：368-091542-001（Bear F O M E ASS LTD）
學費（每次繳交兩個月）BB熊
○ 會員 $2,000
○
學費（每次繳交兩個月）幼熊/小熊/大熊
○ 會員 $1,320
○
幼熊學生手冊
○
首次報名行政費
○
支票抬頭：【熊熊音樂有限公司】
恆生入數：293-357893-001（Bear Music Ltd.）

非會員 $2,200
非會員 $1,520
$30
$80

報讀細則
◎ 報名須出示出生証明/學生手冊正本或附上副本。
◎ 郵寄報名請連同填妥的報名表及*兩張支票寄往「熊熊音樂有限公司」，九龍青山道700號時運中心
10樓2室，信封面註明「熊熊課程」收。（*支票背面請寫小朋友姓名及報讀班別）
◎ 本團將不定期發送短訊或電郵，請確保資料清晰無誤。
◎ 「熊熊兒童音樂教育基金會」會員費$90/年。（基金會所得的會費，將用作發展兒童音樂教育、慈
善服務及推廣兒童音樂藝術發展項目之用。）

熊熊制服

◎ 申請成為「熊熊兒童音樂教育基金會」會員，可以會員優惠價報讀課程，並享有購物優惠及參加
「熊熊兒童音樂教育基金會」舉辦的活動。

夏天 - 熊熊短袖T恤、配自備
深藍色沒有花邊及圖案

◎ 凡於首次報名時須繳交$80行政費。

長牛仔褲及白色運動鞋

◎ 我們將以收妥支票/入數紙為準，並以收據作實；所繳交之學費已包括課程所需的教材及講義。
◎ 黑色暴雨警告、八號或以上風球懸掛後，所有課堂將取消，不另行補課。

冬天 - 熊熊風褸、配自備深藍
色沒有花邊及圖案長牛

◎ 上課日期以「上課時間表」為準，團員早退或請假，本中心不會另行補課。

仔褲及白色運動鞋

◎ 所有已繳交之費用，恕不退款或以任何方式退回。
◎ 上述資料只作本中心聯繫、活動課程宣傳或邀請及收集意見之用途。
◎ 本中心有權使用於上課及表演時所拍之照片或錄像作紀錄、發表或宣傳用途，如有不同意請報名時以書面通知。
◎ 本公司保留一切有關課程變動、修改細則及最終決定之權利。
◎ 一經報名即表示同意上述所有細則。

家長姓名：

家長簽署：

填表日期：
此表格於2017年12月修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