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注册  

在网上用 SOCIAL PLANET 或 

上网站 - www.mackierdnh.org.au 

 
亲来中心 注册 -  刷卡或现金支付都可以  

 
扫描 -  扫一扫左面的二维码今天就 

可以注册! 

 
请注意事先阅读有关细则，包括退款条款等。请点击此处here.  
或上网站查看：  
 www.mackierdnh.org.au/terms-and-conditions/ 

 
 
 

办公时间 

周一到周四: 9.30am - 4.00pm  

周五: 9.30am - 2.30pm 

*以上为学校开学期间 (公共假日除外) 

 
其他服务 

- 预约太平绅士 

- e-咖啡 于学校开学期间开放 

- 办公时间可免费使用电脑 

- 租用房间场地 

- 社区花园租用花坛 

- Chatty Café 闲聊咖啡 
 
 
 
 

 

 
        第四学期 

     2022年10月3日 – 12月16日  

@mackierdnh @mackierdhouse 

36-42 MACKIE RD, MULGRAVE 3170 

9548 3311 | info@mackierdnh.org.au | mackierdnh.org.au 

 
    现在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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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10月3日- 12月12日 

*10月31日不上课 

*星期二 

10月4日 – 12月13日 

*11月1日不上课 

 

     星期三 

     10月5日 – 12月14日 

 

  星期四 

    10月6日 – 12月15日 

 

星期五 

10月7日 – 12月16日 

 

 周  六 

  10月8日 – 12月17日 

课程表 2022 第 4学期  
 
 

 

 

 

 

 

 

FF = Full fee / C = Concession 

(Pensioner or Health care cards 

only) 

E = Eligible (Australian Citizens or 

Permanent Residents only 

 
*A materials kit needs to be 

purchased prior to your child 

attending their first class if they are 

new. The kit will last several terms. 

EAL - Level 1 & 2 

(10月17日开始) 

9.45am - 12.45pm 

全费$180减免$80 

 

梭织闲聊  

(11月7日-12月5) 

10am - 12pm 

$3 一次 

 

高级太极 

10.30am - 11.30am

全费$160; 优惠$150 

 

尼雅舞 

11.45am - 12.45pm 

全费$160; 优惠$150 

 

*初级太极 + 

1.15pm - 2.30pm 

全费$165; 优惠$155 

*新学员练习1.15pm-2pm 

请咨询前台  
 

Mackie 歌咏&戏剧 

2pm - 3pm 

全费$80; 优惠$70 

 

普拉提 

5.30pm - 6.30pm 

6.30pm - 7.30pm
全费$140;优惠$130 

力量训练 

9am - 10am 

全费$140; 减免$130 

 
EAL - Level 1 & 2 

(10月17日开始) 

9.45am - 12.45pm

全费$180减免$80 

 
电脑技术:  

微软文档   

(10月18日开始) 

10am - 12.30pm 
全费$120; 减免$50 

 

闲聊咖啡 

(10月11日开始) 

10.30am - 11.30am 

 

柔和锻炼 

10am - 11am 

全费$140; 优惠$130 

 

少年美术 

(10月11日开始) 

4pm - 6pm (12yrs+) 

全费$175; 优惠$165 

 

瑜伽 

6pm - 7pm 

7.15pm - 8.15pm
全费$160; 优惠$150 

瑜伽 

(10月12日开始) 

8.45am - 9.45am 
全费$160; 优惠$150 

 

英语会话 

(10月26日开始) 

9.45am - 12.45pm 
全费$120; 减免$50 

 

初级法语 + 
(10月12日开始)  
10am - 12pm  
全费 $195;  

优惠$185 

 

每日电脑技术 
(11月9日开始)  
10am - 2pm 
全费$120; 减免$50 
 

 

女士边织边聊 

(10月12日开始) 
12.30pm - 2pm 
$2 一次 

 

年轻美术家 
4pm - 5pm (幼稚班 – 2年级) 
全费$140; 优惠$130 
美术材料 $35* 

 

少儿美术班 
5pm - 6.30pm (9+yrs) 
全费$175; 优惠$165 
美术材料 $35* 

 电脑技术:  

  微软电子表格 

  (10月27日开始) 
  10am - 12.30pm 
  全费$120; 减免$50 

 
每日中文 
9.30am - 11.30am
全费$215;  
优惠$205 

初级西班牙语 
(11月24日结束) 

 10am - 12pm 
全费$155; 
优惠$145 
 
中级意大利语 

(12月8日结束) 
10.30am - 12.30pm 
全费$195; 优惠$185 

爵士 / 街舞 
4pm - 4.45pm (6-12岁) 
全费$110; 优惠$100 

儿童健身 
5pm - 6pm (6-12岁) 
全费$140; 优惠$130 

年轻美术家 
4pm - 5pm (幼稚班 – 2年级) 
5pm - 6pm (3年级- 6年级) 
全费$140; 优惠$130 
美术材料$35* 

电脑房 
4.30pm-6.30pm (10-16+岁)
这是一个专为有不同程度自闭症

的喜欢与电脑打交道的少儿及年

轻人设置的项目。 

详情请咨询前台。 

幼儿舞蹈 & 健身 
9.30am - 10am (起码3岁以上) 
10.15am - 10.45am (起码3岁以上) 
全费$70; 优惠$65 
*全费$130; 优惠$120 两个班都参加 

 
Mackie 游戏小组 
9.30am - 11.30am 
全费$85; 优惠$75 

 
数码手机入门 

(11月4日开始) 

10am - 11.30am 
全费$85; 优惠 $75 

 

力量训练 
11am - 12pm 
全费$150; 优惠$140 

 

 

 
初级萨尔萨舞 
(11月26日结束) 
9.30am - 10.30am
全费$120;  
优惠$110 

 
中级萨尔萨舞 
 (11月26日结束) 
10.45am - 11.45am 
全费 $120; 优惠$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