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ckie Rd 邻里中心主入口 

36-42 Mackie Rd, Mulgrave 3170 

您可在 Wellington Reserve 

社区中心内找到我们 

(在游戏场后方) 

电话: 9548 3311 电邮: info@mackierdnh.org.au 
ABN: 15192371415 

 2021 第二学期 
4 月 19 日- 6月 25日 

*6 月 14 日学期一无课 

本课表还有意大利、希腊语翻译，可在网上查阅   

 
 

www.mackierdnh.org.au 

 

办公时间 
 

办公室与电子阅览室在中小学学期期间（除公众假日）开放时间如下： 
 

周一: 上午 9:30 – 下午 4:00 

周二: 上午 9:30 – 下午 4:00 

周三: 上午 9:30 – 下午 4:00 

周四: 上午 9:30 – 下午 4:00 

周五: 上午 9:30 – 下午 2:30  
 

太平绅士服务每周三提供文件认证服务，须提前预约。 

 

您可以选择下列方式报名参加课程或活动以及缴付学费： 

1. 您可在办公时间内亲至前台或通过电话报名缴费。我们接受现金或

信用卡/借记卡刷卡。 

2. 在线支付： http://www.mackierdnh.org.au/classes-and-

courses/ 
 

报名表格可从办公室领取或直接从我们的网站下载。 
  

报名条款与细则 

 学费需在报名时开学前全额付清以确保名额。 

 享受学费减免得在报名时出示优惠卡 Concession cards(仅限于养

老金/残疾补助优惠卡 Pensioner Card,或社保卡 Health Care 

Cards)。有些课程没有学费减免优惠。 

 本中心不接受逐周或逐日缴费。 

 学员因故缺席不退款。如有特殊情况可与负责人商讨。因特殊原因

准予退款一年中限于一个学期。 

 学员停止出席不退款，开学这一周取消注册不退款。 

 最迟在开课 7天前取消报名可退费(酌收$10 以内手续费)。 

 如本中心因人数不足等原因取消课程则全额退费。 

 
 

 

 

报名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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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与支援团体 

 

儿童项目（续） 
 

 

儿童艺术班         
本课程启发孩童独特的创造力，促使孩童探索接触各种媒体与技巧。学员将在一系列的习作中

探索使用彩笔（软性/油性），涂料（水彩/压克力）及铅笔。这些课程能为孩子提供在友善和

互助的环境中发展绘图技巧的机会。. 

日期 时间 全费 优惠价** 

4月 19日 - 6月 21日 

*6月 14日无课 

周一 下午 4:00-5:00 (5-7岁) 

周一 下午 5:00-6:00 (7+岁) 

$105 $95 

4月 21日 - 6月 23日 

 

周三 下午 4:00-5:00 (5-7岁) 

周三 下午 5:00-6:00 (7+岁) 

$115 $105 

4月 22日 - 6月 24日 

 

周四 下午 4:00-5:00 (5-7岁) 

周四 下午 5:00-6:00 (7+岁) 

$115 $105 

 

*初次参加的学生需在首次开课前购买画具包，该设备可持续使用数学期。费用:$35.00 
 

邻里中心游戏小组  
我们的游戏小组为儿童提供安全的环境，让他们通过游戏和社交互动来学习。每次课程都包

括充满乐趣和活力的音乐和舞蹈时间，以及很多自主游戏时间。（音乐活动在上午大约十点

左右开始）  

*遵从政府有关疫情的规定，游戏小组分为两段进行 

日期 时间 全费 优惠价** 

4月 23日 - 6月 25日 

* 分两个时间段进行 

周五 上午 9:30-11:00 

          11:15-12:45 

$60 
一个家庭 

$55 
一个家庭 

 

幼童舞蹈（新）  
本活动让您的小孩子在有趣的爵士乐中律动，舞蹈，使用道具，锻炼、消耗体能！ 

  *最小三岁才能参加 

日期 时间 全费 优惠价** 
4月 22日 - 6月 24日 
  

周四 下午 9:30-10:00 一个家庭$60 

 

一个家庭$55 

 
 

幼童健身（新）  
本活动训练您的小孩子肢体协调动作，保持平衡，增强体能。使用多种器具包括豆子袋、 

呼啦圈、平衡木等。 

  *最小三岁才能参加。 

日期 时间 全费 优惠价** 

4月 22日 - 6月 24日 
  

周四 上午 10:15-10:45 一个家庭$60 

 

一个家庭$55 

 
   *同时报名参加幼童舞蹈和幼童健身仅收费 $100,优惠价为 $90！ 

 

Mackie Rd邻里中心是许多社交支援团体的活动地点。 

         赶快来体验一下吧... 我们竭诚期待各位的到来！ 

 社区早茶 
每周二（学期期间）上午 10:30 举办社区早茶，欢迎各位参与。在享用茶点的同时，您可

以与邻居和邻里中心的工作人员交流互动。                免费 
 

健走社团 
我们的团体健走定于每周一（学期期间）上午 10:00-11:00. 全程约一小时。每周行走路

线都不同，更多关于出发地点等详细信息请向办公室咨询。           免费 
 

婴儿推车健走团 
欢迎您来参加我们在 Mulgrave 地区新创办的这项活动，时间是周二上午 9:30-10:30，起

始地点为 Mackie Rd Neighbourhood House 邻里中心，在 Wellington Reserve 

Community Centre。欢迎所有带婴儿推车的家长。                免费 
 

梭织加闲聊  

该社团每月的第一个周一上午 10:00-12:00 活动，在闲话家常中编织作品。欢迎您带着

正在制作的梭织作品前来，享受与友好的伙伴一同创作的乐趣。随时欢迎新成员加入。

聚会时间: 5 月 3日，6月 7日         费用: $3/次 
 

亚美尼亚游戏小组 

该小组每周四（学期期间）上午 10:00-12:00 聚会，结交新朋友，共享欢乐！随时欢迎

新成员加入（以亚美尼亚为母语的人士）。           免费 
 

蒙纳士游戏小组 
结交新朋友，分享您在墨尔本的经历体验，共度欢乐时光。我们这里有足量的空间与玩

具，大人小孩都可以得到娱乐！时间为每周二（学期期间）上午 10:00-12:00        

               免费 

老年社交小组 
这是为老年寡居人士设置的社交活动。您可以在这里与其他人士见面，闲聊，互相支持。

该活动每两周一次。欢迎新朋友加盟。时间为每周二上午 10:00-12:00。  免费 
 

身心健康项目 
老年轻度锻炼 
这是个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活动，帮助增强平衡能力、体能和灵活性以及整体健康

水平。适合所有程度的健康状况及行动能力的人士。必要时可以坐着做锻炼。 

日期 时间 全费 优惠价** 

4月 22日 - 6月 24日 
  

周二上午 10:00-11:00 $120 $110 

 



 
 
 
 
 
 
 
 
 
 
 
 
 

 
  

大众意大利语 
一直想学习意大利语？计划去意大利旅行或学习意大利文化？如果是这样，我们的意 

大利语课程非常适合您！导师 Luciano Pirrottina 在意大利出生长大，他将教授 

地道的、现代化的日常用语，您可以马上在商店，餐馆和市场中使用，也可以用来 

与朋友和熟人交流。 

日期 时间 全费 优惠价** 

4月 21日 - 6月 23日 

4月 22日 - 6月 24日 

 

周三 下午 6:30-8:30 

周四 上午 10:30-12:30 

$170 
 $170 

 $155   
$155                    

*教科书: ‘Ci Siamo’ (需另行购买). 
 

初级法语 
一直想学法语？计划前往法国旅行或学习法国文化？如果是这样，我们的法语课程非常适合您！导

师 Isabelle在法国出生长大，能够教会您自信地用法语进行日常会话的技能。 

*请注意本班不适合完全没基础的初学者 

日期 时间 全费 优惠价** 

4月 21日 - 6月 23日 周三 上午 11:00-1:00 $170 
 
     

 $155                      
 

 

生活写作 
我们的持证导师将带领您踏上愉快的写作之旅，在纸上讲诉您（或您所爱的人）的故事。 本课程的

主题包括如何激活记忆、简单的写作技巧以及如何使故事叙述流畅。  

日期 时间 全费 优惠价** 

5月 5日 - 6月 23日 
 

周三 上午 10:00-11:30 $110 
 
     

 $100                      
 

回忆录编辑 
该课程将带您进入生活写作的下一步。授课人是专业作家，会提供循序渐进的指导， 

把回忆录片段打造成一个连贯的整体。该课程最适合学习过生活写作课程或已有 

一些作品的人士。 

日期 时间 全费 优惠价** 
5月 19日 - 6月 23日 

 
周三 下午 12:00-1:30 $90 

 
     

 $80                      
 

 

儿童项目 
家庭作业俱乐部  
您是否在寻找一个友善而无干扰（如游戏器具）的环境，让您上小学的孩子在家庭教师的辅导

下完成学校作业？我们的家庭作业俱乐部提供健康的课后点心，督导孩子使用图书馆和电脑，

帮助孩子养成积极完成家庭作业的习惯。家长/监护人必须帮学生签到/退。 

  *家庭作业俱乐部在本学期中将会持续运行 8周。 

日期 时间 全费 优惠价** 
4月 27日 - 6月 22日 周二 下午 4:00-5:30 $75 

一个家庭 
$70 

一个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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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健康项目（续） 
尼雅舞 
充满灵性的音乐、容易跟随的舞步，加上相互支持的氛围，鼓励学员持续融入，舞出个 

人特点，在获得乐趣的同时达到自我疗愈的效果。 

日期 时间 全费 优惠价** 

4月 19日 - 6月 21日 

*6月 14日无课 
周一 上午 11:45-12:45   $115 

     
   $105                      

 

瑜伽  
您想提升您的身心健康吗？加入我们的瑜伽班，减低压力，增强灵活性和平衡能力，全面改善 

健康状况。  
日期 时间 全费 优惠价** 

4月 20日 - 6月 22日 

  
 

周二 上午 9:30-10:30 
  

$125 
  

$115 
   

普拉提 (初级/中级)  
这个低负荷健身活动的目标为提高柔软度，强健肌力，增进对身体的控制力及耐力。该项目同时 

注重呼吸，强健核心肌肉并提升平衡能力。内容包括站立及软垫运动，程度适合初/中级习者。 

自带软垫，或使用本中心提供的软垫。 

日期 时间 全费 优惠价** 

4月 19日 - 6月 21日 

4月 19日 - 6月 21日 

*6月 14日无课 

周一 下午 5:30 - 6:30 

周一 下午 6:30 - 7:30 

 

  $110 

  $110 

 

     

   $100   

$100 

 

     

                                         

 

力量训练 
本活动锻炼并增进肌肉强度及平衡能力，促进身心健康，适合各年龄段及活动能力的男士 

与女士。 

日期 时间 全费 优惠价** 

4月 20日 - 6月 22日 

4月 23日 - 6月 25日 

 
 

周二 上午 9:00-10:00 

周五 上午 11:00-12:00 

  $120  
 $120     

   $110   
$110                                        

太极 
本课程着重于心解、呼吸和行功，招式显浅易懂。欢迎前来在我们注册导师的指导下进行练习，

在这项古老的运动中增进身心健康。*需要有一定基础。如果您是初学者，请参加以下初习班。 
 

日期 时间 全费 优惠价** 

4月 19日 - 6月 21日  
* 6月 14日无课 

周一 上午 10:30-11:30 
  

$115 
  

$105 
  

 

初级太极 
本课程着重于心解、呼吸、协调动作及移动。我们的注册导师在传授这项古老运动时将着重 

引导初学者入门。 

日期 时间 全费 优惠价** 

4月 19日 - 6月 21日  
* 6月 14日无课 

周一 下午 1:15-2:30  
  

$120 
  

$110 
  

 
 

 
 特别兴趣小组 （续） 



 
 
 
 
 
 

Special Interest Courses 

 

工作用微软文件处理 （新） 
本课程提供办公或学习所用微软文件处理深度知识技能。已经具备一些基本电脑常识技能的 

学员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提升应用微软文件处理的知识技能，为进一步学习或就业做好

准备。 

日期 时间 全费 优惠价* 

5月 4日 - 6月 22日 
 

周二  上午 9:30-12:00 

 

$120 
 

$50 
 

工作所需数码常识（新） 
本课程提供在办公室或其他工作场所任职所需技能，也帮助准备学证照课程诸如 Cert III or  

IV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ontent 的学员提升自信心与工作能力。课程着重教授如何 

操作办公室常用设备，如电脑、打印机、复印机及 EFTPOS 等设备。 

日期 时间 全费 优惠价* 

5月 5日 - 6月 23日 
 

周三 上午 9:30-12:00 

 

$120 
 

$50 
 

特别兴趣小组 
汉语入门 

 
日期 时间 全费 优惠价* 

4月 22日 - 6月 24日 

 
周四 上午 11:30-1:30 $170 

 
     

 $155                     

 

安卓数码手机入门（新）   
这个为初学者开办的班教授如何使用三星、华为、OPPO等手机。您可以来学一学如何用短

信发照片，如何拍照、上传，如何视频对话，以及应用一些常见的 APP，例如谷歌、油管、

地图与瓦茨爱普(Whatsapp).还会学到如何上网寻找最佳手机计划。每节课一小时，课后半

小时答疑。解答您的问题。 

日期 时间 全费 优惠价* 
5月 21日 - 6月 25日 
 

周五上午 11.30-1:00 $70 $60 

*您的手机应该是不足三年新的型号。如有疑问请预先与本中心联络确认。  
 

苹果数码手机入门（新）   
这个为初学者开办的班教授如何使用苹果手机。所学内容包括如何用短信发照片，如何拍

照、上传，如何视频对话，以及应用一些常见的 APP，例如谷歌、油管、地图与 Facetime.

还会学到如何上网寻找最佳手机计划。每节课一小时，课后半小时答疑。解答您的问题。 

日期 时间 全费 优惠价* 
5月 21日 - 6月 25日 
 

周五上午 9.30-11:00 $70 $60 

*您的手机必须是苹果 6或更新。苹果公司已停止支持旧的型号。 

 
 
 
 

 欢迎参加为期五周的汉语初学班。该课程专为有兴趣但毫无华语基础的人士设

计，我们的华人导师将引领学员入门这个拥有最多使用者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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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教育 (证照课程先修班) 续 
 

成人教育 (证照课程先修班) 

 
 Special Interest Courses Cont’d 

简历与应试技巧 （新） 
本课程专为学员提供在澳大利亚求职就业的申请、面试等知识技能。适合社区中各种背景 

人士，包括长期离开职场打算重返的男女人士，也适合从未在澳大利亚工作过的人士。 

日期 时间 全费 减免价* 

5月 18日 - 6月 24日 周二&周四 6：00 – 8：00 $120 $50 

 

EAL 1 级 - 英语为第二语言   
本课程专为仅具有限英语基础的人士设计，旨在帮助学员提升使用英文的能力与信心，从

而为进一步学习或就业做好准备。课程着重讲解基础英语语法、打招呼、日常用语、问问

题，并培养基本的阅读与书写能力。 
日期 时间 全费 减免价* 

4月 27日– 6月 22日 

* 6月 14日无课 

周一&周二 9：30 – 12：30 $180 $80 

 
EAL 2 级 - 英语为第二语言  （新） 
本课程为具有一定或相当好的英语基础的人士设计，旨在帮助学员进一步提升使用英文的

能力与信心，从而为进一步学习或就业做好准备。课程旨在加深学员对英语语法、时态的

理解，学习日常用语、问答较复杂的问题，并学习写简历与为面试做准备。 

日期 时间 全费 减免价* 

5月 5日 - 6月 25日 周四&周五上午  9.30-12.30 $180 $80 

 

英语会话 
本课程为具有一定或相当好的英语基础的人士设计，旨在通过会话帮助学员进一步提升使

用英文的能力与信心，从而为进一步学习或就业做好准备。课上应用各种方式，包括看视

频并分析讨论，小组或大组练习，模拟面试等。  

日期 时间 全费 减免价* 

5月 5日 - 6月 23日 周三上午  9.30-12.30 $120               $50 

 
工作用微软电子表格 （新） 
本课程提供办公或学习所用微软电子表格深度知识技能。适合已经具备一些基本电脑常识

技能的学员。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提升应用微软电子表格的技能，为进一步学习或就

业做好准备。 
日期 时间 全费 减免价* 

5月 6日 - 6月 24日 周三上午  9.30-12.30 $120 $50 

* 澳大利亚公民或永居成人可以享受减免。减免仅限于一门课程一次，即如果下学期再注册同样课程

需缴付全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