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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樂奇蹟—全港新開設⼩小結他班總表
地區

上環

班別名稱

⽇日期

⽇日期

費⽤用

速成班 （星期六）

8/7、15/7（逢星期六）

下午3:30-4:30

免費

速成班 （星期⽇日）

23/7、30/7（逢星期⽇日）

下午2:30-3:30

Beginner Course

2/7、 9/7、 16/7、 23/7
（Sunday）

2:15 – 3:15pm

Free of Charge

English
Speakers

Room 101-103、
Miss Chan 2429
1st Floor、 Hua Fu 3401
Commercial
Building、 Queen’s
Rd West、 Hong
Kong

速成班 1

2/7、9/7、16/7、23/7（星
期⽇日）

下午3:00-4:00

免費

各類類⼈人⼠士

速成班 2

4/7、11/7 （星期⼆二）

晚上8:00-9:00

筲箕灣南安街83號 李先⽣生91410081
海海安商業中⼼心12樓C
室

鑽⽯石年年華基礎班/初班

5/7，12/7，19/7，26/7，
2/8，9/8，16/8
(逢星期三)

下午1:30-2:45

會員$100/位
非會員$200/位

成⼈人、長者

⽜牛頭⾓角定安街25號
2A/2B

敖樹⽣生 6015 0502

成⼈人長者速成班

22/7，29/7，5/8，12/8 (逢
星期六)

早上10:30-11:30

免費

成⼈人、長者

⽜牛頭⾓角定安街25號
2A

敖樹⽣生 6015 0502

成⼈人長者特快速成班

9/7，16/7 (逢星期⽇日)

中午12:00-下午
1:30

週⽇日愛樂樂樂樂⼩小結他班

9/7，16/7，23/7，30/7，
6/8，20/8 (逢星期⽇日)

下午2:30 – 3:30

學⽣生速成班

7⽉月2、 9、 16、 23、 30
⽇日、8⽉月6⽇日（逢星期⽇日）

下午3:00-4:00

親⼦子 、 學⽣生

⽜牛頭⾓角定安街25號
2E室

曾⼩小姐 9858 9447
邱⼩小姐 9604 4683

初班 / 延續班 /
親⼦子班 / 職⻘青班 / 速
成班

16/7-6/8 （逢星期⽇日）

中午12:00-下午
12:30

家長 / ⼩小童 / 職
⻘青

⽜牛頭⾓角定安街25號

葉葉⼩小姐2318 0632

學⽣生延續班

7⽉月2、 9、 16、 23、30
⽇日、8⽉月6⽇日（逢星期⽇日）

下午3:00-4:00

親⼦子 、 學⽣生

⽜牛頭⾓角定安街25號
2E室

曾⼩小姐 9858 9447
邱⼩小姐 9604 4683

⾼高中學⽣生初班

9/7 、23/7

下午2:30-3:00

中學⽣生、成⼈人

觀塘創業街15號萬
泰利利廣場16/F B2室

Fanny 61812719

⼩小結他進深班

2/7、 16/7、 23/7、
30/7、 6/8 (逢星期⽇日)

下午3:00-4:00

⼩小結他初班

2/7、 16/7、 23/7、
30/7、 6/8 (逢星期⽇日)

⼩小結他入⾨門班

2/7、 16/7、 23/7、
30/7、 6/8 (逢星期⽇日)

夏威夷⼩小結他班

22/7-26/8 (逢星期六）

親⼦子⼩小結他班

22/7-26/8 (逢星期六）

夏威夷⼩小結他班

16/7-27/8 (逢星期⽇日，13/8
除外）

中午12:00-下午
3:30

延續班

(隔星期⼆二)

中學⽣生夏威夷⼩小結他
班

筲箕灣

⽜牛頭⾓角

觀塘

地點
香港上環皇后⼤大道
⻄西111號華富商業⼤大
廈3樓

查詢聯聯絡
陳先⽣生 24293401
何先⽣生 5188 4924
吳⼩小姐 9859 6380

⽜牛頭⾓角定安街25號
3C

免費

各類類⼈人⼠士

俊匯中⼼心20/F

倫倫⼩小姐 9467 5628

觀塘創業街15號萬
泰利利廣場16/F

下午2:30 – 4:30

$50

升P5-升F2

$100 (親⼦子⼆二⼈人)

升P1-升P4

免費

升P2-升F1

俊匯中⼼心

早上11:00-12:00

家庭

觀塘創業街15號萬
泰利利廣場17樓

吳⽂文儀 9129 8787

16/7, 23/7, 30/7, 6/8 (逢星
期⽇日)

下午4:00 – 5:00

中學⽣生

俊匯中⼼心22樓

Jessica Ng 9019
7077

職⻘青班

4/7、18/7、25/7（逢星期
⼆二）

晚上8:00-9:15

職⻘青

觀塘創業街15號萬
泰利利廣場17樓

蔡⽉月香 6287 3997

延續班

9/7 ⾄至 6/8（逢星期⽇日）

下午2:30 – 4:00

成⼈人、長者

尹⼩小姐 6108 3105

初班

逢星期三 (公眾假期除外)

下午1:00-2:30

⼤大圍村南道77-81號
麗星樓1樓A及B室

⼤大圍積信街9號瑞豐
⼤大樓1樓

唐⼩小姐 93002122

免費

長者

中/⾼高班

⼤大圍

對象

觀塘創業街15號萬
泰利利廣場16/F

周⼩小姐 2191 3963

成⼈人/少婦

親⼦子班

4/6、 11/6、 18/6、2/7、
9/7、 16/7、23/7、30/7 &
6/8 （逢星期⽇日）

速成班

2/7、 9/7、 16/7、23/7、
30/7 & 6/8 （逢星期⽇日）

初班

2/7、9/7、16/7、23/7、
30/7、6/8（逢星期⽇日）

下午2:30 – 3:45

下午3:00-4:00

10元影印筆記

⼩小朋友、職⻘青和
家庭

免費

各類類⼈人⼠士

吳先⽣生 2429 3401
⼤大埔廣福道33號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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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班別名稱

⼤大埔

上⽔水

屯⾨門

⽇日期

對象

地點

下午2:30-3:30

親⼦子

⼤大埔廣福道33號美
德⼤大廈2樓E1及F室

成⼈人長者班

下午3:00-4:00

成⼈人長者

學⽣生班

下午3:00-4:00

P.4⾄至⼤大專

太和鄰⾥里里社區中⼼心
2/F

親⼦子班

⽇日期
30/7、6/8（逢星期⽇日）

費⽤用

Ukukele同樂樂樂樂坊

7⽉月6、 13、 20⽇日、 8⽉月3、
10⽇日（逢星期四）

晚上8:00-9:30

上班族及各類類⼈人
⼠士

⼤大埔廣福道33號美
德⼤大廈2樓F室

愛鄰舍⼩小結他嘉年年華

7⽉月16⽇日（星期⽇日）

下午3:30-5:00

各類類⼈人⼠士

⼤大埔社區中⼼心會堂

⼀一⽇日速成班及評核

7⽉月23、30⽇日
（逢星期⽇日）

下午3:00-4:00

⼤大埔廣福道33號美
德⼤大廈2樓E1及F
室 / ⼤大埔社區中⼼心
會堂

愛樂樂樂樂奇蹟⼩小結他慶祝
會

8⽉月20⽇日（星期四）

下午3:30-5:00

⼤大埔社區中⼼心會堂

初班/ 上班族班 / 成
⼈人長者班 / 學⽣生班/
親⼦子班

9⽉月3、10、17⽇日（逢星期
⽇日）

下午3:00-4:00

⼤大埔廣福道33號美
德⼤大廈2樓E1及F室

愛樂樂樂樂奇蹟⼩小結他嘉年年
華

9⽉月24⽇日（星期⽇日）

下午3:30-5:00

運頭塘鄰⾥里里社區中
⼼心

初班

2、16、30/7 及6/8（逢星
期⽇日）

下午2:30 – 3:30

親⼦子班

2、16、30/7 及6/8（逢星
期⽇日）

⼩小⼀一或以上

成⼈人長者班

2、16、30/7 及6/8（逢星
期⽇日）

成⼈人及長者

⼀一⽇日速成班

16/7 （星期⽇日）

⼀一⽇日速成班（⼆二）

30/7 （星期⽇日）

S2 親⼦子⼩小結他班

8/7-26/8（六） 及
20/7-24/8（四） 共14堂

S8 夏威夷⼩小結他低和
⾼高班

免費

各類類⼈人⼠士

查詢聯聯絡

上⽔水符興街43⾄至45
號1樓及2樓

⿈黃⼩小姐 94866431

屯⾨門海海榮路路22號屯
⾨門中央廣場25樓

星期⼆二⾄至四 2618
2920 / 星期五
2944 0895 （⿈黃⼩小
姐）
Whatsapp報名
6764 4971
網站報名: https://
goo.gi/087GzC

各類類⼈人⼠士
下午2:30-4:30

$100 (親⼦子⼆二⼈人)

升⼩小⼀一或以上

8/7-26/8（六） 及
20/7-24/8（四） 共14堂

$50 (每⼈人)

升⼩小三或以上

S13 ⾄至醒家長Club

15/7、 22/7、 27/7、
3/8（逢星期六）共 14 堂

(部份內容收取材料料
費)

家長

U1 – Ukulele 興趣班

23/7、6/8 （星期⽇日）

下午2:30-3:30

免費

家庭

6764 4971

U2 – Ukulele 興趣班

30/7、6/8 （星期⽇日）

下午3:30-4:30

⻘青少年年

6185 6303

U3 – Ukulele 興趣班

23/7、6/8 （星期⽇日）

下午3:15-4:15

學⽣生

6185 6303

學⽣生⼩小結他延續班

7/5、 21/5、 4/6、 18/6、
2/7、 23/7、 6/8（星期
⽇日）

學⽣生⼩小結他速成班

2/7、23/7、6/8（星期⽇日）

成⼈人長者班（逢星期
六）

1/7、 8/7、 15/7 、
22/7、 29/7、5/8、
12/8（逢星期六）

成⼈人長者班（逢星期
⽇日）

2/7、 9/7、 16/7、 23/7、
30/7、6/8 （逢星期⽇日）

成⼈人長者班（逢星期
⼆二）

7/6、 14/6、 21/6、
28/6、 4/7、11/7、
18/7、 25/7、 1/8、 8/8
（逢星期⼆二）

成⼈人班

鄭善業 9229 4339
黃家豪 6017 0191

下午1:00-2:00

成⼈人長者

吳綺華 96256605

2/7、9/7、6/8 （星期⽇日）

下午2:30-3:30

成⼈人

洪家運 9558 8080

成⼈人

5/7、12/7、19/7

晚上8:00-9:00

陳⼀一鋒 6136 8506

成⼈人

逢星期⽇日

下午2:30 – 3:30

洪家運 9558 8080

親⼦子A班

18/6，2，23/7，6/8 （逢
星期⽇日）

親⼦子B班

幼稚園

冼妙君 9417 2667

⼩小學⽣生

葵妹 9727 0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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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日期

⽇日期

P5-P6 初班

2/7、23/7 （星期⽇日）

下午3:15-4:15

⼩小結他屯⾨門學習班 C2

4/7、11/7、25/7 (星期⼆二)

晚上 8:00-9:00

⼩小結他屯⾨門學習班 C3

5/7、12/7、19/7 (星期三)

⼩小結他屯⾨門學習班 C4

6/7、13/7、20/7 (星期四)

晚上 8:30-9:30

初班

2/7、16/7、30/7（星期
⽇日）

下午2:30 – 4:30

班別名稱

費⽤用

對象
⼩小學⽣生

地點

查詢聯聯絡

親⼦子C班

學習班

陳⼀一峰 6836 8506
盧永健 9668 5665
免費

下午2:30 – 4:00

2/7、9/7、16/7、23/7、
30/7、6/9（逢星期⽇日）

延續班2

2/7、16/7、30/7（星期
⽇日）

成⼈人班

2/7、9/7、6/8（逢星期
⽇日）

速成班

2/7 – 30/7（逢星期⽇日）共
五堂

下午3:00 – 4:00

學習班（A6）

20/7、 27/7、 5/8 （星期
四）

晚上7:30-8:30

初班/延續班

2/7、 9/7、
16/7（Sunday）

下午2:30-4:30

在職⼈人⼠士 & 親⼦子班

2/7、9/7、 23/7,、30/7
(星期⽇日)

夏威夷⼩小結他初班(由
光愛樂樂樂樂教育中⼼心(元朗)
主辦)

8/7-19/8(星期六)

下午2:30-4:30

學習班(B3a)

19/7, 26/7, 2/8(星期三)

上午10:30-11:30

學習班(B3p)

19/7, 26/7, 2/8 (星期三)

下午2:30-3:30

學習班(B6)

22/7, 29/7, 5/8 (星期六)

下午5:00-6:00

學習班(B4）

1/7、 8/7、 15/7 （星期
六）

Ukulele童樂樂樂樂班

2/7、23/7、6/8逢星期⽇日）

UkuFun

9/7、30/7、6/8（逢星期
⽇日）

中學或以上

親⼦子班

2/7、9/7、16/7、23/7、
30/7（逢星期⽇日）

⼩小學⽣生及家長

家庭⼈人⼠士

2/7、9/7、16/7、23/7、
30/7、6/8 （逢星期⽇日）

下午2:30 – 3:30

下午2:45 – 3:45

4/7，11/7，18/7，25/7，
1/8，8/8 （逢星期⼆二）

下午2:15-3:30

各類類⼈人⼠士 2

5/7，12/7，19/7，26/7，
2/8，9/8 （逢星期三）

下午3:15 – 3:45

各類類⼈人⼠士 4
⼩小結他初班
⼩小結他延續班

鄧⼩小姐 6705 6225
陳⼩小姐 9182 2604

陳先⽣生 6738 6847
成⼈人, 長者及各
類類⼈人⼠士

⻩黄好儀 6778 2939
林林振幫 6030 1265

職⻘青

鄧⼩小姐 6028 2929
（whatsapp）

各類類⼈人⼠士

周⼩小姐 2191 3963
鄧⼩小姐 94678512

在職及家庭⼈人⼠士

陳⼩小姐 91338373

$140(已包材料料費，
惟需⾃自備樂樂樂樂器)

升⼩小⼀一⾄至中三

朱⼩小姐 6176 7653

免費

各類類⼈人⼠士

周⼩小姐 2191 3963

免費

⼩小學⽣生

免費

天⽔水圍屏湖花園23
座1樓及2樓

程⼩小姐 64855895

兒童⾄至在職⼈人⼠士

葵芳信芳街38號豪
勝閣1樓⼤大堂

陳⼩小姐 24223576

兒童⾄至在職⼈人⼠士

葵芳信芳街16號⽉月
波樓1樓

成⼈人、長者

葵芳信芳街41號悅
⿓龍樓1樓

各類類⼈人⼠士

葵芳信芳街38號豪
勝閣1樓D、E室

晚上7:30-8:15
晚上8:15-9:15

4/6、11/6、18/6、2/7、
9/7、16/7（逢星期⽇日）

下午2:30 – 3:45

快樂樂樂樂成⼈人長者班
速成班

鄭先⽣生 6338 5535

葉葉⼩小姐 9660 3613

下午2:30 – 3:30

各類類⼈人⼠士 1

各類類⼈人⼠士 3

元朗鳳攸北街2⾄至6
號永富閣1樓

學⽣生

成⼈人、長者

荔灣

學⽣生
家庭

兒童⾄至在職⼈人⼠士

葵芳

Leung Hiu Fung
91051736
潘俊威 9832 6544

延續班

元朗

天⽔水圍

⼩小五、⼩小六

15/7-19/8 (逢星期六）共六
堂

下午3:00 – 4:00

全期$100（舊⽣生半
價）

歡迎親⼦子學習
對彈奏⼩小結他有
基本認識的⼈人
⼠士、歡迎親⼦子學
習

全期 $20

成⼈人及長者

免費

⼩小學⽣生為主

美孚荔景⼭山路路272號 陳⼩小姐 9625 9256
荔灣花園地下上層7
號（惠康附近）

鄧⼩小姐 6028 2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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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班別名稱

⽇日期

⽇日期

⼩小結他破紀錄速成班

23/7、30/7、6/8（逢星期
⽇日）

下午2:30 – 3:45

成⼈人長者破紀錄速成
班

費⽤用

對象

全期 $20

家長、學⽣生及在
職⼈人⼠士
成⼈人及長者

地點

查詢聯聯絡
陳⼩小姐 9625 92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