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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你的 Y
法拉盛青年會
2016年秋季班

現在和你 
互動！ 
按此按鈕  
報名上課

138-46 Northern Blvd.
Flushing, NY 11354
718-551-9350
ymcanyc.org/flushing

@flushingy

facebook.com/flushingy

@flushin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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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  
為何在此
為了  開發每個兒童和青少年的潛能 

青少年  我們相信所有兒童都應有機會自我探索，有所成就。 因此，今天數百萬少年正透 

的發展 過YMCA樹立價值觀、培養技能並發展人際關係， 從而養成正面行為，改善健康和 

 學業成就。   

為了 增進社區的健康與福祉 
健康  在紐約市五個行政區的各個居民區，YMCA是宣導健康和福祉的首要機構。青年會 

生活 透過健身、運動、娛樂及共同的興趣愛好，增進家庭凝聚力， 強化健康，促進彼 
 此的聯繫。因此，青少年、成年人和家庭接受所需的支持、指導及資源，增進屬靈、 

 心智及身體的健康與福祉。 

為了 回報和支援睦鄰 
社會  160年來，YMCA一直在傾聽並回應紐約市最迫切的社會需要。無論是透過教育和

責任 培訓來發展技能或促進情感健康，透過全球服務來歡迎並聯繫多元文化群體，還 
 是透過與決策者合作來預防慢性病，建設更健康的社區，青年會始終促進關愛與 
 尊重， 而關愛和尊重是人人都需要並且應該得到的。 

我們在此是為揚善。 這句話，自2008年初以來，就一直是紐約市YMCA的座右銘，闡述了青年會致力於透過開
發每個兒童和青少年的潛能，建設並強化社區基礎，改善社區健康和安寧，提供各種機會回報和支援睦鄰。 

我們在此是為了你和你的家庭。我們在此是為了社區。我們在此是為揚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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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  
為何在此

法拉盛資訊
工作人員名單

Jen Silvers – Executive Director 
 jsilvers@ymcanyc.org

Josh Stabenfeldt 
Sr. Director, Membership & Healthy Lifestyles 
jstabenfeldt@ymcanyc.org

Sabrina Snyder– Sr. Director, Youth & Family 
718-551-9375, ssnyder@ymcanyc.org

Lois Rothstein– Early Childhood Director 
718-551-9356, lrothstein@ymcanyc.org 

Debbie Weick– Business Manager 
718-551-9354, dweick@ymcanyc.org

Loretta Glubiak- Office Manager 
718-551-9371, lglubiak@ymcanyc.org

Ed Plesnitzer - Property Director 
718-551-9360, eplesnitzer@ymcanyc.org

James Douglass - Healthy Lifestyles 
718-551-9357, jdouglass@ymcanyc.org

Michelle Lam - NAWC Director 
718-551-9352, mlam@ymcanyc.org

Carolyn Tynan - Aquatics Director 
718-551-9359, ctynan@ymcanyc.org

Jeanelle Bumb  - Aquatics Coordinator 
718-551-9359, jbumb@ymcanyc.org

Kristen Cure- Communications Specialist 
718-551-9355, kcure@ymcanyc.org

Jessenia Urgiles- Interim Membership Coordinator 
718-551-9367, jurgiles@ymcanyc.org

開放時間

成人班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5:30至晚上10:00
星期六： 上午7:00至晚上8:00
星期日： 上午8:00至晚上8:00

節假日時間

勞動節 
9月5日星期一      上午7:00至晚上8:00

感恩節 
11月24日星期四    上午7:00至下午3:00

耶誕節前夕 
12月24日星期六    上午7:00至下午3:00

耶誕節 
12月25日星期日    閉館

新年除夕 
12月31日星期六    上午7:00至下午3:00

新年元旦 
1月1日星期日    上午8:00

備註：所有收費班遇節假日或其他閉館日將按
比例收費。

2016秋季班及報名日期

秋季班第一期報名日期
會員：  2016年8月13日
社區：  2016年8月20日

開課日期：
2016年9月6日 - 2016年10月30日

秋季班第二期報名日期
會員：  2016年10月15日
社區：  2016年10月22日

開課日期：
2016年10月31日 - 2016年12月23日

聯絡我們    

電話: 718-551-9350  |  電子郵件: flushing@ymcanyc.org  |  網站: ymcanyc.org/flushing

  @flushingy |    facebook.com/flushingy  |    @flushin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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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福利包括：
• 最新心肺適能中心
• 肌力訓練及自由重量室
• 游泳池
• 蒸汽室和桑拿室
• 免費毛巾服務
•  Y-Fit Start（青年會健身入門班）：為期12週的免費個

人健身課專為新老健身學員設計
• 免費代看孩子
• 網上課程報名優先
• 免費WIFI
• 每年每戶6張免費來賓單日票

市級會員可以使用全市各區任何其他YMCA的場館，每個
區的YMCA都提供優質設施和課程以及游泳池。

照管孩子
你在健身時，需要別人幫你照管孩子（2歲到7歲）嗎？
我們在此為你服務！你可以帶孩子參加YMCA兒童照管計
劃（每天以兩小時為限）。孩子們將由認真負責的YMCA
工作人員照顧，在有趣而安全的環境中享受創造性遊戲
所帶來的歡樂。此項服務免費提供給成人會員和家庭會員
使用。 

義工機會
當你在青年會做義工時，你就是在發揮積極作用，給自己
的居民區帶來意義深遠而持久的變化。身為計劃義工、理
事會成員或年度活動勸募人，你可以為我們的青年會和整
個社區帶來改觀。

工作機會
請瀏覽ymcanyc.org/careers，查找YMCA或遍佈五個區的
100多個分會以及紐約北部YMCA營地的空缺職位。  

加入青年會
參加全面健身鍛煉

加入青年會，昇華人生。無論是為了增進健康，保持健美，結識朋友或僅僅為了減壓和休整，
青年會都適合你。

  收費
會員類型 法拉盛YMCA 新會員收費 全區 全市 新會員收費

少年（不超過11歲）* $185/年  - 不適用 不適用  -

青少年（12 - 17歲） $254/年  - 不適用 不適用  -

學生** $48/每月 $100 $54/每月 $79 $125

成年人（18 - 64歲） $61/每月 $100 $67/每月 $98 $125

老年人（65歲以上） $48/每月 $100 $54/每月 $79 $125

家庭 I*** $77/每月 $100 $93/每月 $116 $125

家庭 II **** $99/每月 $100 $120/每月 $174 $125

*12歲以下兒童必須在成年人陪伴下使用設施

**任何年齡、全日制、12+ 學分，必須帶上成績單副本

***1名成年人和18歲以下兒童住在同一所房子裡 

****2名成年人和18歲以下兒童住在同一所房子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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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運動 
增進健康 
團體健身班
多數成人健身班都對YMCA會員免費開放！非會員可以買單日票參加團體健身班。如需團體健身班的完整列表，請瀏覽我們

的線上時間表。

心肺適能班

Spin （單車班） 
踩著勁爆音樂節奏，騎模擬腳踏車的劇烈心肺健身班。

Insanity® （魔鬼健身班） 
以極限間歇訓練為基礎的劇烈心肺運動。與運動/增強式訓
練配套，結合肌力、力量、阻力與核心訓練。不使用器材
或重物。

Step Class （踏板操）
這包括高低衝擊及舞蹈動作，保持心臟跳動，鍛煉肌肉。

Zumba® （尊巴健美操）
此健身班融合拉丁與各國的音樂，舞蹈旋律動感十足，令
人興奮，效果明顯。常規的健身內容是有氧間歇訓練，快
慢節奏結合，鍛煉身體肌肉，塑身美體。

Boot Camp （團體修身班）
一項高效的循環訓練健身項目，能挑戰全身，利用徒手體
操，比如俯臥撐、開合跳、仰臥卷腹及其他體重訓練。

Punk Rope （朋克繩操）
這是一個運動劇烈而妙趣橫生的健身班，結合跳繩與各種
創意健身訓練。

Bollywood （寶萊塢）
以印度韻律和音樂為背景的趣味舞蹈班。

健身訓練

核心訓練 
核心訓練班注重腹部、背部與核心肌肉的訓練及穩定性，
改善人體的總體機能力量。 

TRX® （懸掛訓練） 
懸掛訓練運動同步發展肌力、平衡、柔韌性及核心穩定
性。TRX懸掛訓練工具是一套表現工具，充分發揮重力和使

用者體重的作用，完成各種訓練。 

Barre Class （橫槓健身班）
結合芭蕾舞以及瑜伽和普拉提等其他領域的動作。橫槓用
作健身時的平衡支撐物。重點是等長肌力訓練，結合高度
重複的小幅度關節活動。

Kettlebell （壺鈴）
以擺蕩、抓舉以及高翻和挺舉等動作調動全身肌肉。使用
壺鈴能賦予參與者肌力和柔韌度。

Total Body Conditioning （全身運動）
這是一項旨在用手持重物增強並調節上身和下身的全身訓練。

Silver Sneakers （銀色運動鞋）  
包括各種運動，旨在強化肌力、動作幅度及增強日常生活
能力的活動。使用手持重物，提供帶手柄的彈力繩和球來
增強阻力；用椅子做支撐。

心智 | 身體

Gentle Yoga （溫和瑜伽） 
旨在教授基本的瑜伽動作，增強柔韌性、肌力和平衡，促
進身心放鬆。

Tai Chi （太極）
一種古老的訓練心智身體的方式，以冥想練習形式，使用
有目的的慢動作，達到放鬆、健身和防身的目的。

舞蹈

Belly Dance （肚皮舞）
以核心肌肉為重點的舞蹈運動班，強調肌肉孤立訓練。踩
著中東音樂節拍跳舞，同時學習傳統動作和組合動作。 

Adult Ballet （成年人芭蕾舞）
強調和關注身體挺拔和姿態的技巧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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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
保健 
成人保健班
你如何定義保健？無論你的目標是什麼，青年會都能支持你走向增進健康的旅途。會員服務台

和網上備有時間表。請在開始訓練課前，與你的醫生諮詢。 

迎新會  
剛加入青年會？我們安排一名工作人員為所有新會員舉行
免費健身迎新會，介紹心肺及肌力訓練器材。請聯絡James 
Douglass，瞭解每月的迎新會，電話號碼：718-551-9357。

量血壓  
下午1時至2時
每個星期三，健康生活方式部提供血壓測量服務，幫助會
員評估心血管疾病風險。

設施
25碼大泳池  
20碼小泳池
心肺中心和肌力訓練中心
心肺器材有網路虛擬課程
伸展區
籃球場
壁球場
乒乓室
工作室I - 室內單車室 /團體健身
工作室II - 瑜伽/普拉提
TRX工作室及個人訓練室
桑拿室
蒸汽室
5個衣帽間 - 家庭間、女童間、男童間、男士間和女士間
會員WiFi休息區

上課區開放時間
*上課區比閉館時間早15分鐘：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5:30至晚上9:45                                                                                                                
星期六                             上午7:00至晚上7:45                                                                                                    
星期日                           上午8:00至晚上7:45  

個人訓練  
尋找新的挑戰，需要一點其他動力？有全國認證資格的法
拉盛YMCA私人教練可能正符合你的需要。我們的教練將
評估你的健康史及生活方式，針對你的具體需求設計訓練
項目，幫助你達成自己的目標。所有個人訓練課均持續一
(1)小時。備有禮品卡。如要節省費用，可以與朋友一起
健身，購買兩人或兩人以上的半私密訓練課。如需更多資
訊，請聯絡James Douglass，電話號碼：718-551-9357。

個人訓練價目表：              會員         社區
銅套餐（1節課）              $   55 $       75
銀套餐（6節課）              $300 $    420
金套餐（12節課）              $540 $    780
白金套餐（24節課）              $960 $1,440

*個人訓練班取消及政策 
客戶可提前24小時直接聯絡教練取消上課，而不致於罰款。
如果未能在24小時內發出通知，客戶將被收取該堂課的費
用。所有課程自購買之日起一年有效。只有YMCA訓練人員准
許在設施內上個人訓練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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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 
一起玩 
家庭/學齡前兒童班
法拉盛青年會為每位家庭成員營造有意義的體驗。家庭會員參加所有少年課程和活動可享受更
低費率，並可參加免費特別活動。人人享受天倫之樂！ 

免費全天通用幼前班（4歲） 2012年出生的兒童（2016 - 
2017學年）  所有紐約市居民均可免費參加，名額有限，
先到先得。通用幼前班，教學品質高，每週上課五天，開
放給青年會的會員和非會員。我們以兒童的發展為重點，
提供一個安全、滋養的環境，兒童在參與豐富多彩和充
滿趣味的活動過程中，促進其心智、社交和身體。孩子們
將接觸到高質素的教師和工作人員。本課程結合學習中心
與基於主題的學習方法，鼓勵兒童試驗、探索並追求自己
的興趣。每間教室配備聽力器材、積木、數學/科學、圖
書館、電腦、戲劇表演、藝術和沙與水中心。通用幼前班
與紐約市教育局合作，由紐約市健康與心理衛生局頒發執
照。通用幼前班週一至週五上午8:30至下午2:50上課。免
費提供早餐、午餐和下午茶點心。

親子班 報名 

費用 1 堂課

個人訓練價目表： $85

會員 $140

一週內在同一個班上兩堂課可享受折扣。  
兩個不同的班不能合併享受折扣。

小小廚師（4歲）  
介紹健康好吃的菜譜，孩子們每週都按照一份有趣的菜譜
烹飪。兒童將在學習測量、計算、分享等知識的過程中，
準備並享用不同的食物。課程結束時會發給一本菜譜。 

音樂與運動（4歲） 
結構化課程旨在激發學員的協調、聆聽能力、平衡、音樂
理解、創意動作及動作的發展。課程將以介紹鍵盤音樂增
進效果。

小畫家（4歲） 
孩子們將在混合各種顏料和使用不同媒介中度過歡樂時光，
同時瞭解各種畫家，學習基本的繪畫技巧。將用不同材料
和技巧創作各種項目。

閱讀預備班（4歲） 
這是閱讀預備班，孩子們將接觸常見字、字母發音並讀出
單詞。這些技能旨在奠定孩子的閱讀基礎。

科學預備班（4歲）  
本課程每週交替學習數學和科學。兒童將透過操控式數學
遊戲和創造性項目探索數字和概念。主題科學探索活動便
於孩子們實驗和探索週圍世界。 

小腳尖芭蕾（4歲）  
兒童將透過身體動作和創造力，學習芭蕾基本知識。在參
與練習和舞蹈片段的同時，學員將學習協調能力，同時探
索各種程度的動作，發展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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茁壯
成長 
少年課程
法拉盛青年會為3到18歲的青少年提供課後學習班、日班和週末班。青少年和家庭部提供各種
課程，開辦多種充滿趣味、激發心智的學習班，幫助培養健康的心智、身體和心靈。 

館外課後活動場所： 報名

每週天數 5 4 3

月費 $240 $200 $165

*可提供財務援助。如需更多資訊，請聯絡現場協調人Sun Hee 
Choi。

PS 209青年會課後學習班                
16-10 Utopia Parkway, Whitestone NY 11357
法拉盛青年會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2:15至晚上6:00，在位於
Whitestone Queens的PS 209為K-5年級的學生提供課後服務。
該課後班包括家庭作業輔導、創意藝術、動手做項目、健康與
健身活動等。本課對PS 209學生和本地鄰近小學的學生開放。
如果從其他學校過來，家長必須自己安排往返PS 209的交通
接送。

SunHee Choi，現場協調員 
電話號碼：917-675-2059，或電子郵件： 
shchoi@ymcanyc.org

PS 209假日營 
假日營在特定學校放假期間舉行，時間為上午8:00至下午6:00。
營員將參加體育、遊戲、科學活動、藝術項目、舞蹈/音樂和
動作等。此外，營員可能還有機會去博物館、動物園、園林或
公園作校外教學，並在YMCA場館的游泳池游泳。所有游泳活
動都有人指導，並且輔導員和訓練有素的YMCA救生員會在水
中督導營員。

2016年價格：
已註冊的課後班學員：$40/天
非課後班學員：$55/天

BEACON 189 報名

144-80 Barclay Ave, 127 A室 • Flushing, NY 11355              
電話：718-961-6014 • 傳真 718-961-6030

免費的青年會課後班和假日營將持續進行到2016年6月。
週一至週五下午2:30至6:00對5至8年級學生開放。2016年
7月和8月為5至9年級學生舉行免費夏令營。

其他在平時和週六為6-17歲兒童舉行的免費課程有武術、尊
巴健身舞、SAT複習班、SHSAT Prep by Princeton Review™、
籃球診所、Girls Talk、男青年輔導、領袖俱樂部/小領袖俱樂
部、少年參政議政、青少年與政府、少年議會、遊戲室及法拉
盛國際中學青年會學者計劃等。

Joseph Vereen , Beacon 主任 
E: jvereen@ymcanyc.org

BEACON 194
154-60 17 Ave, B7室 • Whitestone, NY 11357 
電話：718-747-3644 • 傳真 718-747-3647

免費青年會課後班和假日營將持續進行到2016年6月。週一至
週五下午2:30至6:00對5至8年級學生開放。 

2016年7月和8月為5至8年級學生舉行免費夏令營。平時和週
六開放給6 -17歲兒童的其他免費課程有武術、青少年籃球、
領導俱樂部/小領導俱樂部、青少年參政議政、少年與政府、
運動訓練及技能等。

免費成人課程有防身術、尊巴健身舞、瑜伽、排球和籃球。

Rodrick Norman, 副主任 
E: rnorman@ymcany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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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
英才 
青少年課程
法拉盛YMCA為年輕人提供一個安全的場所，供其進行社交活動、尋求支持，並參與可助其培
養自尊的各種活動，由此為高等教育和成年時期奠定成功的基礎。透過各種課程和研討班，我
們旨在培養年輕人的能力，鼓舞並教導他們成為領導。作為少年和家庭部的組成部分，青少年
中心致力於為青少年過渡到成人積累發展資本。 

青少年健身
（12-17歲）
在平時和週末，青少年可以使用健身中心，而無需成年人
陪伴左右。使用健身中心器材前，青少年必須參加健身迎
新會。請隨時在會員服務台報名參加迎新會。12歲及以上
的青少年在此期間也可使用籃球場和健身中心。請注意，
你必須自帶籃球，並把物品鎖在衣帽間！

 

Y MVP 
（12 - 17歲）  
Y-MVP八週健身挑戰令青少年走上健身之路，吸引他們參
加妙趣橫生的體育活動，教他們按照自己的需要制定日常
健身計劃的技能。Y-MVP學員在學校不上課的時間，每週
上課一次，每次60分鐘，共計八週，預計在課與課之間
另外完成一次60分鐘的「健身任務」。如需更多資訊，
請聯絡健康生活方式協調員James Douglass。 
電話號碼：718-551-9357，或電子郵件：  
jdouglass@ymcanyc.org

星期六下午  3:00 - 4:30
Studio 1

對所有青少年免費！| 必須出示有效的學生證

如需更多資訊，請聯絡： 
James Douglass,
健康生活方式協調員
電話號碼：718-551-9357，或電子郵件： 
jdouglass@ymcanyc.org. 

新聞寫作採訪  - Beacon 189
「Y-Teen Magazine」（青年會青少年雜誌）是青少年學
習編輯、寫作、採訪及雜誌製作流程的高強度計劃。青
少年將自選主題，與指導老師密切配合，提升自己的作
品，尋找採訪對象，並做好採訪準備。他們還將與該部
門共事，製作插圖和照片，給文章配圖。一旦完成寫作
過程，他們的作品就被收集起來，製成一期雜誌，刊發
青少年和成年人都喜聞樂見的好玩內容。 
Joseph Vereen , Beacon Director 
E: jvereen@ymcany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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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來         
玩遊戲 
體育計劃
青年會相信，少年體育計劃重視家庭參與、健康競技而非對抗，著重參與而非取勝，重視團隊
建設以及個人發展、正面的自我形象和公平競爭感以及互相尊重，從而鼓勵和促進兒童與家庭
的健康成長。 

會員資格包含的  
課程

Capoeira Kids （兒童巴西武術）
此巴西武術班促進個人成長和社交能力的發展。兒童將學
習體操、武術和音樂。 適合5-12歲的男孩和女孩。

Zumba Kids （兒童尊巴舞健身班） 
專門為少年設計。Zumba kids（兒童尊巴舞健身班）是搖
滾型高強度健身班，採用特別設計的舞蹈動作，適合兒童
練習，所有音樂也都是兒童喜聞樂見的，比如hop-hop、
雷鬼動、滾比亞。適合5-12歲的男孩和女孩。 

青少年體育運動 

籃球訓練
這項為期8週的課程將為年輕的運動員提供運動操練，使
他們成為更好的運動員。健身訓練、肌力、速度及遊戲均
有涉及。

費用 8週

會員價 $125

課程學員 $185

少年街舞
本課程為期8週，從初學步法到上搖擺動作再到更時尚的
快速動作，比如倒立和定格動作。

費用 8週

會員價 $25

課程學員 $45

芭蕾基礎班
芭蕾舞是所有舞蹈的基礎。老師懷著耐心和愛心介紹基礎
知識和其他內容，妙趣橫生！適合3-5歲的男孩和女孩。 

芭蕾舞
芭蕾舞是所有舞蹈的基礎。老師懷著耐心和愛心介紹基礎
知識和其他內容，妙趣橫生！適合6-12歲的男孩和女孩。

籃球
學習和掌握傳球、運球和投球的基本動作。還在妙趣橫生
的爭球過程中訓練你的攻擊和防守能力。適合5-12歲的男
孩和女孩。 

足球
透過引人入勝的熱身運動、活動和遊戲，玩轉足球，發展
並改進球技，樂趣無窮。適合5-12歲的男孩和女孩。 

空手道
學習基本的打、擊、擋、踢，同時強化專注、肌力和協調
能力。青年會空手道課追求團隊協作、尊重和耐心，而非
格鬥或自衛。適合4 -15歲的女童、男童和青少年。制服可
向教師購買，價格為$50-$75，因尺寸而異。

上述課程的費用

會員價 $ 90

課程學員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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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
保健
成人保健班
你如何定義保健？無論你的目標是什麼，青年會都能支持你走向增進健康的旅途。會員服務台
和網上備有時間表。請在開始訓練課前，與你的醫生諮詢。 

迎新會
剛加入青年會？我們安排一名工作人員為所有新會員舉行
免費健身迎新會，介紹心肺及肌力訓練器材。請聯絡James 
Douglass，瞭解每月的迎新會，電話號碼：718-551-9357。

量血壓
下午1時至2時
每個星期三，健康生活方式部提供血壓測量服務，幫助會
員評估心血管疾病風險。

設施
25碼大泳池  
20碼小泳池
心肺中心和肌力訓練中心
心肺器材有網路虛擬課程
伸展區
籃球場
壁球場
乒乓室
工作室I - 室內單車室 /團體健身
工作室II - 瑜伽/普拉提
TRX工作室及個人訓練室
桑拿室
蒸汽室
5個衣帽間 - 家庭間、女童間、男童間、男士間和女士間
會員WiFi休息區

上課區開放時間
*上課區比閉館時間早15分鐘：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5:30至晚上9:45                                                                                                                
星期六                             上午7:00至晚上7:45                                                                                                    
星期日                           上午8:00至晚上7:45          

個人訓練  
尋找新的挑戰，需要一點其他動力？有全國認證資格的法
拉盛YMCA私人教練可能正符合你的需要。我們的教練將
評估你的健康史及生活方式，針對你的具體需求設計訓練
項目，幫助你達成自己的目標。所有個人訓練課均持續一
(1)小時。備有禮品卡。如要節省費用，可以與朋友一起
健身，購買兩人或兩人以上的半私密訓練課。如需更多資
訊，請聯絡James Douglass，電話號碼：718-551-9357。

個人訓練價目表：           會員    社區
銅套餐（1節課）            $   55 $       75
銀套餐（6節課）             $300 $    420
金套餐（12節課）              $540 $    780
白金套餐（24節課）            $960 $1,440

*個人訓練班取消及政策 
客戶可提前24小時直接聯絡教練取消上課，而不致於罰款。
如果未能在24小時內發出通知，客戶將被收取該堂課的費
用。所有課程自購買之日起一年有效。只有YMCA訓練人員准
許在設施內上個人訓練課。  



12   |  FLUSHING FALL 2016

戲水
納涼 
少年游泳班
紐約市YMCA教人游泳已有150多年，我們致力於為個人下水游泳提供一個安全而充滿樂趣的環境。游泳是發展心靈、心
智和體能的最有效工具之一！ 

少年游泳班 報名

（所有班級針對6 - 12歲兒童）  

少年游泳課收費

個人訓練價目表： $115

會員 $195

蝌蚪班     
讓孩子們熟悉泳池以及俯浮和仰浮。本階段結束時，他們
將學會前划、側划和後划。              師生比例 1:7

孔雀魚班    
繼續練習並培養基本技能，在沒有漂浮器材的協助下，學會更
多技巧。學習爬泳和仰泳、側泳、蛙泳和背泳等姿勢的基礎 
划法。        
*先修課程：蝌蚪班                               師生比例 1:8

米諾魚班   
初始中級技能。進一步改善基礎划水動作，技巧逐漸接近游泳
中正常使用的姿勢。 
*先修課程：孔雀魚班      師生比例 1:10

魚班     
在此階段，學生練習爬泳、初級背泳、仰泳姿勢和側泳轉身姿
勢。此班將介紹蝶泳。           
*先修課程：米諾魚班      師生比例 1:10

飛魚班 
在進階班，學生努力改進姿勢，提高耐力。
*先修課程：魚班      師生比例 1:10

鯊魚班
在此階段，學生繼續改進划法，練習出發和轉身動作，開始接
觸反蛙泳、自由式游泳和單臂出水側泳。提供進一步學習同步
游泳、水球和裸潛的機會。          
*先修課程：飛魚班    師生比例 1:10

鼠海豚班 
在此最後階段，學生透過課堂和俱樂部形式，接觸大量游泳體
驗。在課堂上，這些進階游泳選手學習新的划法和救生技能，
並發展義工技能和領導才能。透過俱樂部，他們嘗試各種水上
運動和比賽，俱樂部會員組成小型團體，探索各種水上運動。   
*先修課程：鯊魚班    師生比例 1:10

*時間表可能有變動；開班需達到最低學員人數。因班級而異

私人授課收費 一人 五人 十人

會員 $45 $200 $340

社區 $80
* 私人授課每次30分鐘

私人游泳課
私人游泳課為學生提供一對一從師青年會游泳教師的機會。教
師設計課程時著眼學生的技能，滿足學生的個人需求。所有私
人游泳課自購買之日起一年內有效。備有套餐，每次授課3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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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課  報名

學齡前游泳課收費

個人訓練價目表： $  80

會員 $150
讓兒童和家長在親子關係早期彼此親近。
家長接受指導，學習如何發展子女的能力，以及在水中、
水上和水邊如何保護子女不受傷害。兒童有機會探索新環
境，培養技能，增進自信。這種體驗讓父母和子女一起在
水中學習，享受天倫，雙方都能從中受益。
親子學齡前游泳中心所教的技能圍繞五個主要部分：
• 人身安全: 利用各種活動幫助提高兒童和家庭的人身安

全意識，包括划船安全
• 個人成長: 利用各種活動幫助兒童和家庭發展心靈、心

智和體魄，包括品格的發展
• 划法的發展: 利用各種活動幫助發展游泳能力，使學員

能在水中安全活動
• 水上運動和遊戲: 利用各種活動幫助發展可持續終身的

水上運動鑒賞能力，包括與年齡相稱的遊戲和歌曲
• 救生: 利用各種活動建立如何在水下緊急情況下幫助其

他人的意識

親子課                       師生比例 1:12 
這是給家長和嬰兒介紹水上運動環境的課程。鼓勵家長對孩
子在水中的表現抱有適當的期望。他們學習基本的水上安全
知識，與孩子一起經歷正面積極的體驗，有助於雙方親近。 

 小蝦
（6 - 8個月） 這是給家長和他們的嬰兒介紹水上運動環境
的課程。鼓勵家長對孩子在水中的表現抱有適當的期望。 
他們學習基本的水上安全知識，與孩子一起經歷正面積極
的體驗，有助於雙方親近。

醃魚
（9-12個月）這一階段繼續為家長和嬰兒提供正面積極的
水上體驗。嬰兒學習基本的水上技能，用玩具和漂浮用具
玩耍。家長複習並學習有關基本水上安全的更多知識。 

河豚
（13-18歲）兒童在家長的幫助下，更加獨立地探索水上環
境。家長再次複習和學習有關水上安全的更多資訊。本課
程為親子團隊提供彼此社交的機會。

鱸魚
（19-36個月）兒童在家長的指導下，更加獨立地穿行水
中。家長學習有關水上運動和划船的安全知識，兒童也開
始學習這些主題。在此階段，教師開始幫助孩子們做好直
接跟從教師學習的準備。

學齡前游泳班   報名

（所有班級均為3-5歲兒童）

學齡前游泳課收費

個人訓練價目表： $77

會員 $131

狗魚       師生比例 1:6
孩子們開始自己參與課程而無家長陪同。幫助孩子們養成
安全的泳池習慣，適應水性，並在水中發展獨立活動 
能力。

鱔魚  
鞏固初學者的進階技能。適合能適應水性的兒童。學習如
何淺打水、漂浮並進行漸進式打水動作。到本階段結束
時，兒童能在無人協助的情況下游過泳池。
*先修課程：狗魚

鰩魚  
兒童透過自由泳和仰泳，複習游泳技能，改進划水技能，
強化耐力，並學習如何踩水。到這個階段結束時，兒童能
在無人協助的情況下，用自由泳和仰泳姿勢，游過泳池。
*先修課程：鱔魚

海星   
複習技巧、改進自由式和仰泳划法以及漂浮技巧，開始學習水
下游泳技巧、淺打水和手臂划水動作。此階段教你在無人協助
的情況下仰泳25碼。
*先修課程：鰩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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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 
游泳 
青少年和成人水上課程
YMCA幫助成年人發展寶貴的技能和對水上運動的終身熱愛，同時灌輸責任感和安全意識。所教技巧圍繞
五個主要部分：安全、個人成長、划法發展、水上遊戲和救援。

青少年游泳班報名  報名

（12 - 17歲）  

青少年游泳班收費

個人訓練價目表： $115

會員 $195

初級      師生比例 1:10
最適合在水中無法感到遊刃有餘或從未參加過游泳課的青少
年。不會游泳的學員學習基本的游泳技能和水上安全知識。

中級  
針對在水中應付裕如、想要發展游泳技巧和耐力的青少
年。學習改進有限的游泳技能。

成年人游泳班   報名

（18 - 17歲）  

成年人游泳班收費

個人訓練價目表： $115

會員 $195

初級    師生比例 1: 10
最適合在水中無法感到自在或從未參加過游泳課的成年人。
不會游泳的學員學習基本的游泳技能和水上安全知識。

中級
一旦你在水中應付裕如後，參加中級班改進技巧；發展游
泳技巧和耐力。

進階
一旦掌握了自由泳、仰泳和蛙泳這三個基本姿勢後，就可
以開始練習延長游泳距離。

游泳館 – 專業課程

Stroke Clinics （划法診所）
針對少年、成年人和競技游泳選手。這個班訓練耐力，更
好地掌握這四種競技划法：自由泳、仰泳、蛙泳和蝶泳。
我們提供練習和操練，由教師在甲板上指導。泳道因游泳
者的能力和速度而異。Stroke Clinic並非「學游泳」的課
程，但我們的確提供機會讓所有人獲得有關技巧的指導。

Stroke Clinics（划法診所，8週）
針對更高程度的競技游泳選手。（魚或更高程度）每班最
多10名學生 

每堂課50分鐘

會員 $160

非會員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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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關全人

為了癌症倖存者的健康和福祉

青年會與LIVESTRONG聯手在YMCA創辦LIVESTRONG運動與保健計
劃，旨在幫助成年癌症患者達成其整體健康目標。這項基於研究的計
劃向癌症患者提供一個安全扶持環境，以便參與以強化全人為重點的
運動和社交活動。

參與者與受過支持性癌症護理訓練的青年會工作人員一起，努力達成
其目標，例如肌塊和肌力；提高柔韌度和耐力；並提高信心和自尊。
除了有形的益處外，YMCA的LIVESTRONG計劃以倖存者及其家人的情
緒健康為重點，提供一個扶持環境，使受癌症影響的人們能在治療期
間及之後保持聯絡。

如需更多資訊，請聯絡： 
Caitlin Moonesar，電話號碼：212-630-9705，或  
電子郵件：cdee@ymcanyc.org

REG生日派對 
和特別活動
你有特別活動或生日派對嗎？讓我們
的家成為你的家，在法拉盛YMCA舉
行慶祝活動吧。

 

與我們 
一起慶祝

派對/會議 
如需更多資訊，請聯絡：
James Douglass，健康生活方式協調員， 
電話號碼：718-551-9357，或電子郵件：  
jdouglass@ymcanyc.org.

YMCA的LIVESTRONG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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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幫助青年會，你就是在
營造一個人人互相幫
助的社區。每當你改變
一個人的生活時，就會激勵
他們也去改變他人的生活。」 
Cindy Chu，皇后區

當你出手相助時，就是在改變生命。
你向紐約市YMCA的年度活動捐獻的每一件
物品，都會給一位兒童或一個家庭成長的機
會。不會有人被拒之門外。

你的善意可能會給紐約市最有需要的人一個

ymcanyc.org/give
今天就慷慨捐贈

你可以幫助一個人發揮
自己的潛能。  

ynyc15_AC_progbkad_final.indd   2 9:39   15/19/1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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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ymcanewamericans.org

YMCA美國新移民歡迎 
中心 
我們的多語言資源及轉介中心向移民家庭和社區成員提
供廣泛的指導、求職、康樂支援、家庭支援以及社會服
務，包括：

• 英語作為第二語言

• 文化介紹

• 入籍準備

• 就業準備

• 電腦掃盲

• 成人掃盲

• 中學同等學歷考試（前稱GED）準備 

如需報名/考前測驗或上課時間表，請瀏覽

瑜伽褲

籃球半袖T恤
半袖T恤

女士盥洗包

給青年會推薦會員
能為你贏得酷酷的青年會裝備！

如果有新會員告訴我們，
他們加入青年會，是因為
你提到青年會的種種好處，
我們會送你一件免費禮物，

以示謝意。
 

y

拉鍊連帽衫

運動胸衣

單肩包

ymcany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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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目標是幫助你達
成自己的目標。

青年會健身
起步班
一對一初級健身輔導班。

青年會健身起步班對會員免費！

如要預約，請向會員服務台的服務人員諮詢。

你為什麼應該報名？
• 用超酷的應用程式追蹤記錄你的健身情況
• 瞭解如何改善身材、肌力和耐力。
• 健美身材。 結交朋友。

今天就報名！
到前臺領一張申請表，或發送電子郵件至 
ymvp@ymcanyc.org。 
如需有關Y-MVP的更多資訊，請瀏覽 
ymcanyc.org/ymvp

青少年！
準備好迎接
Y-MVP健身挑戰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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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150 心肺、肌力、x 訓練和柔韌度活動，制定健身清單

•
 

確立個人目標，追蹤自己所花的時間，並記錄健身清單。

• 所有活動都包括螢幕上的說明和各種強度與持續時間

•
 

以青年會健身教練創建的清單挑戰自己

• 贏取數碼徽章，以認可自己的努力

準備起步了嗎？

Moderate to Vigorous Physical 

健身盡在掌中

下載請瀏覽 ymcanyc.org/ymvp

Y-MVP應用程式匯集各種免費而充滿樂趣的健身挑戰，幫助你
更好地獲益於                       （中等到劇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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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
禮儀

1. 出席迎新會。不知道如何使用器材，或應該做什麼？所有
會員都可以免費參加迎新會！

2. 問問題。我們隨時會幫助你！

3. 如果器材或設施有問題，請告訴工作人員。如果有意外或
事故，請立即聯絡穿制服的工作人員。 

4. 注意安全。穿得體的衣服和鞋履。（不允許穿露趾鞋、過
於緊身的衣服或街頭著裝。）讓訓練夥伴幫助你做自由重
量訓練。健身前做熱身運動，健身後做整理運動。健身前
務必吃飽喝足，以免頭暈目眩。如果你在任何時候感到頭
暈、疼痛或異常不適，請停止運動，向工作人員求助。

5. 幫助我們保持青年會場地清潔。每次使用器材後要擦乾
淨。器材使用後請全部歸還。隨身帶著個人物品。做完舉
重後，從舉重桿上取下槓鈴片。不要把食物、打開的容器
或咖啡杯帶進中心。

6. 輪流使用。器材是給大家用的。如果其他人在等待，請尊
重心肺器材限使用30分鐘的規定，並遵守任何公告的 
程序。

7. 保管自己的財物。你在青年會期間，可以把個人物品放在
日常衣帽間。只有在租用的衣帽間裡東西可以存放過夜。
如需有關衣帽間每月租金的更多資訊，請諮詢會員服務 
代表。

8. 歡迎青少年光臨，必須先聽完介紹會，提交簽過字的家長
同意書（12-17歲）。

9. 獲得私人服務。我們有私人教練。請向工作人員索取更多
資訊。

10. 關掉手機。為了你的安全，考慮到其他人，請在健身設施

期間不要使用手機。

紐約的YMCA是一個社區服務組織，透過各種課程促進正面積極的的價值觀念， 

強健心靈、心智和體魄，歡迎所有人士參加，尤其歡迎青少年。

在你改善生活的同時，也同時幫助其他人成長。 

我們要求你遵守青年會行為守則，當你在青年會時，表現出關愛、誠實、尊重和負責的價值
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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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的YMCA是一個社區服務組織，透過各種課程促進正面積極的的價值觀念， 

強健心靈、心智和體魄，歡迎所有人士參加，尤其歡迎青少年。

在YMCA，營造安全溫馨的環境是一項團隊工作。 

我們要求每個人—工作人員、會員和客人—都遵守我們的行為守則。該守則基於關愛、誠實、
尊重和責任等核心價值理念。

工作人員、會員及來賓互相配合，是讓所有

人感受到YMCA溫馨的一個重要因素。違反

本行為守則可導致YMCA會員資格或雇傭關

係的暫停或終止。

我們的
社區

大紐約的YMCA是一個社區服務組織，透過各種課程促進正面積極的的價值觀念， 
強健心靈、心智和體魄，歡迎所有人士參加，尤其歡迎青少年。

1. 言談有禮；不要使用粗俗或鄙俗的語言；並且
著裝得體。

2. 以禮貌、誠實和關愛的方式解決衝突；絕不訴
諸身體接觸或恐嚇動作。

3. 不要公開表現出親密舉動，尊重他人；避免性
性質的接觸。

4. 尊重他人的財產；絕不行竊或破壞財物。

5. 營造一個安全關愛的環境；絕不攜帶非法武器
或設備。

6. 參與青年會課程，造就健康的心靈、心智和體
魄；絕不在YMCA場所參與非法藥品或毒品的
使用、銷售、分發或擁有，或擅自喝酒。遵守
YMCA行為守則和條例至為關鍵。



22   |  FLUSHING FALL 2016

安全 
游泳

1. 不可穿鞋登上池畔甲板

2. 入池的所有人都必須戴泳帽

3. 八歲及以下的兒童在泳池中時，家長/成年監護
人必須始終陪伴左右

4. 九到十一歲的兒童在池畔甲板或觀看區時，必須
始終由家長/成年監護人在場

5. 所有不會游泳的人都必須留在淺水區

6. 穿戴漂浮裝備的兒童必須留在淺水區。我們向不
會游泳的人提供氣泡背包及救生衣

7. 尚未完全學會如廁的嬰兒和兒童必須穿游泳尿褲

8. 進行任何水中活動時不允許屏氣，否則可導致
昏厥

9.  不可使用充氣圈、充氣球、充氣棒或其他大型泳
池玩具 

10. 游泳教學輔助工具（踢水板/杠鈴/夾腿板/充氣
棒）僅供課堂使用

11. 關於游泳館政策/程序的所有問題應向游泳館主
任查詢

每個人的安全對我們都很重要，兒童的安全更是如此。

我們要求所有人都遵守我們的泳池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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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年會
會員資訊
使命
大紐約的YMCA是一個社區服務組織，透過各種課程促進正面
的價值理念，鞏固心靈、心智和體魄，歡迎所有人士參加，尤
其歡迎青少年。

不歧視政策
所有人都可以參加YMCA，而不論種族、宗教、性別、年齡、婚
姻狀況、性取向、性別身份、祖籍、殘障或財務狀況。YMCA歡
迎年齡各異、收入層次不同以及身體狀況各異的家庭和個人，
重在培養責任和自我增長。

取消會員資格
取消會員資格需在每月匯票日前提前十五(15)天發出通知

會員資格轉讓
會員資格和課程權益無法相互轉讓。

會員保障  
YMCA的會員資格是得到充分保障的。凡是對加入YMCA不
完全滿意的會員都有權要求退還未用完的會費。

會員卡
進入YMCA設施時，必須出示並掃描分會的會員卡。

上課證  上課的會員將收到一張卡，以便進入YMCA上課。必
須出示並掃描該卡，方能進入YMCA設施和/或參加特定的 
課程。

卡片遺失  如果卡片遺失或失竊，請告訴我們。卡片換發
每張收費10.00美元。

暫停會員資格
會員在任何一年中可以暫停會員資格1至3個月。暫停會員
資格需在每月匯票日前，提前十五(15)天發出書面通知。屆
時會收取每月暫停費。會員資格暫停期間，會員權益亦將
取消。

付款選項和資料
• 必須及時繳付會員費，方能繼續使用設施。
•  會員費可以全部用現金、個人支票、MasterCard、Visa、 

American Express和Discover卡支付。
•  每月付款只能用信用卡或銀行匯票支付。每月付款沒有現

金選項。
•  每筆退回的自動付款將在支付金額上增加15.00美元的服

務費。 

訪客和單日票
歡迎分會會員參觀紐約市其他YMCA會所，每年可免費參觀
十次。YMCA網站有免費單日票，用來向朋友和同事介紹青
年會。單日票有售。必須有合法的政府核發證件。

攝影政策
為了保護所有人—特別是兒童和青少年的隱私和安全，未經執
行總監核准，請勿拍照或錄影。

衣帽間
• 設有衣帽間供日常使用。使用設施時，請自備鎖具，鎖好

個人財物。
• 我們的家庭衣帽間適合那些希望陪同其五歲以上異性子女

的家長。

YMCA「AWAY」政策
AWAY（Always Welcome at the YMCA的縮寫，YMCA始終
歡迎你）身為YMCA會員，你可以光臨國內和世界各地的
YMCA。你必須出示有效的YMCA證件，方有資格使用AWAY
權益。請事先打電話瞭解各分會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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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哈頓分會
Chinatown YMCA
273 Bowery
New York, NY 10002
212.912.2460

Harlem YMCA
180 West 135th Street
New York, NY 10030
212.912.2100

McBurney YMCA
125 West 14th Street
New York, NY 10011
212.912.2300

Vanderbilt YMCA
224 East 47th Street
New York, NY 10017
212.912.2500

West Side YMCA
5 West 63rd Street
New York, NY 10023
212.875.4100

布朗士區分會
Bronx YMCA
2 Castle Hill Avenue
Bronx, NY 10473
718.792.9736

布祿侖分會
Bedford-Stuyvesant YMCA
1121 Bedford Avenue
Brooklyn, NY 11216
718.789.1497

Coney Island YMCA
2980 West 29th Street
Brooklyn, NY 11224
718-215-6900

Dodge YMCA
225 Atlantic Avenue
Brooklyn, NY 11201
718.625.3136

Flatbush YMCA
1401 Flatbush Avenue
Brooklyn, NY 11201
718.469.8100

Greenpoint YMCA
99 Meserole Avenue
New York, NY 11222
718.389.3700

North Brooklyn YMCA
570 Jamaica Avenue
Brooklyn, NY 11208
718.277.1600

Prospect Park YMCA
357 Ninth Street
New York, NY 11215
718.768.7100

Park Slope Armory YMCA
361 15th Street
Brooklyn, NY 11215
212.912.2580

皇后區分會
Cross Island YMCA
238-10 Hillside Avenue
Bellerose, NY 11426
718.479.0505

Flushing YMCA
138-46 Northern Blvd.
Flushing, NY 11354
718.961.6880

Jamaica YMCA
89-25 Parsons Blvd.
New York, NY 11423
718.739.6600

Long Island City YMCA
32-23 Queens Blvd.
Long Island City, NY 11101
718.392.7932

Ridgewood YMCA
69-02 64th Street
Ridgewood, NY 11385
212.912.2180

Rockaway YMCA at  
Arverne by the Sea
207 Beach 73rd Street 
Arverne, NY 11692 
718.215.6950

史坦頓島分會
Broadway YMCA
651 Broadway
Staten Island, NY 10310
718.981.4933

South Shore YMCA
3939 Richmond Avenue
Staten Island, NY 10312
718.227.3200

YMCA Counseling Service/
South Shore Center
3911 Richmond Avenue
Staten Island, NY 10312
718.948.3232

YMCA Counseling Service/
North Shore Center
285 Vanderbilt Avenue
Staten Island, NY 10304
718.981.4382

HUGUENOT, NY
New York YMCA Camp
Big Pond Road
Huguenot, NY 12746
845.858.2200

協會辦公室
5 West 63rd Street
New York, NY 10023
212.630.9600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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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46 Northern Blvd.,
Flushing, NY 11354

718-551-9350
ymcanyc.org/flushing

  @flushingy

  facebook.com/flushingy

  @flushin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