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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會及報名須知

2 循道衛理中心 - 暑期課程特刊 2019

會員申請辦法︰
1.	親臨本中心 3樓辦理

2.	郵寄方法：填妥申請表、會員費及$5行政費(支票抬頭:循道衛理中心)、回郵信封，

寄回本中心。

3.	Whatsapp	方法：填妥申請表，將表格及入數紙傳至 5224	5469	便可。

4.	會員收費	 a.	 B	證	 5 歲以下	 $40	

	 b.	 C	證	 6 至 14 歲	 $40	

	 c.	 Y	證	 15 至 24 歲	 $40

	 d.	 A	證	 25 歲或以上	 $60	

5.	會員証有效期為一年，由簽發當日起計算。一經繳交，不論任何情況，恕不退還。

報名指引及會員須知︰
1.	報讀任何課程或活動必須填寫報名表。

2.	報名後，須核對收據上之資料，以確保報讀之課程正確無誤，課程資料以收據為準。

3.	參加者如未能出席課堂或活動，恕不作任何補課，所繳的費用概不退還。

4.	所有課程	(	包括暑期及恆常課程 )，若遇黑色暴雨訊號、八號或以上颱風，將不設

補課或退款。

5.	本中心保留更改課程導師、上課時間、地點及開班的權利。

6.	課堂期間或會進行拍攝或錄影，以作日後本中心宣傳之用。如參加者不欲照片被刊

登，請於開課前通知本中心。

7.	 	根據個人資料 (	私隱 )	條例，會員所提交的個人資料，只用作處理報名、會員事
務及中心資訊發放，會員有權查詢及更改個人資料。

報名及付款方法︰

親臨本中心 3樓詢問處 郵寄報名
銀行入數	

（只適用於中心會員）

現金 開班前	
14 天付款，
享有 95折	
優惠

郵寄報名必須
包括︰
1.	報名表

2.	劃線支票		
( 課程費用 )

3.	回郵信封
	 寄回灣仔	
軒尼詩道	
22 號 3樓

	
*	郵寄報名	
不設 95折	
優惠

步驟 :
1.	於開課前 14 天致電中心預留
學位，留位期為 3天。留位時
請向職員確認課程總收費。
(開班前14天付款，享有95折	
優惠 )

2.	所須費用轉賬至本中心滙豐
銀行戶口︰ 162-2-003828，
入數後請把通知書Whatsapp	
52245469，以備查核。註明
會員編號及課程編號以確認。

3.	正式收據請於上課當天到詢問
處索取。

EPS

支票
(抬頭︰循道衛理中心)

不設
95折優惠

VISA	/	MASTER	
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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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班原則︰
1.	一經報讀的課程及活動，若轉換課程，須於 6月 22日前申請，轉班手續費按每個

課程計算，$200 或以下收取 $20，$200 以上收取 $50。

2.	若因中心行政問題或報名人數不足而取消課程或活動，將個別聯絡參加者，並安

排轉班。

2019 年 5 月 2 日 星期四兒童及青少年會員報名日

(	一 )	須知

•		當日不設新會員入會申請及續證。

•		報名以先到先得形式進行，必須到中心排隊輪候。

•		報讀須領籌號排隊輪候，每位輪候者最多可替 3	名會員報名	

（每 1	名會員 1	個籌號）。

•		5	月 8	日 ( 星期三）起接受電話留位。

(	二 )	當日流程

•		8:45am	開始派籌，然後到指定課室等候，填妥報名表格。

•		9:00am	開始接受報名。待職員叫籌號，先向職員遞交報名表，稍後

再到詢問處繳交費用。

•		預計 9:00am-1:00pm	處理	1-100	號籌，1:30pm	後處理 101	及以後

的籌號。

( 三 )	天雨安排

如於上午七時前懸掛黑色暴雨，報名日將順延至報名日翌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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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腦思維

看看孩子的天賦吧！  

究竟孩子係思考型還是創作型?
按那一方面能力培訓最好?

左腦理性
抽象腦   學術腦

右腦感性
藝術腦   創造腦

邏輯 圖畫

語言
音樂

數學 韻律

文字 情感

推理 想像

分析 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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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暑期託管套餐
負責人：李姑娘

查詢電話：2863	5677

目　　的：1.	讓兒童在暑假期間擴闊視野，增廣見聞。

　　　　　2.	讓兒童發展各方面的潛能，達至身心健康成長。

對　　象：升小一至升小六學童

日　　期：15/07/2019	-	23/08/2019	( 星期一至星期五；公眾假期休息 )

時　　間：8:30am	-	6:30pm

膳食安排：提供新鮮及營養豐富的早餐、午餐及茶點

升小一	

至	

升小三

學術班	 ：	中、英、數提昇班及功課輔導

興趣班	 ：	美味小廚師、創意藝術DIY、科學小達人、信仰大歷險及成長小組等

體能活動	：	游泳班 (8 堂逢二、四 )、體能競技大挑戰 (8 堂逢一、三下午 )

升小四	

至	

升小六

學術班	 ：	中、英、數提昇班及功課輔導

興趣班	 ：	＊ 3D 打印筆	或	魔術學院、美味小廚師、科學小達人	及成長小組等

體能活動	：	＊花式跳繩	或	躲避盤	或	匹克球	(8 堂逢一、三上午 )

											 	 ＊游泳班	或	乒乓球班	或	自衛術	(8 堂逢二、四下午 )

宿營活動：	保良局北潭涌渡假營兩日一夜宿營（8/8 至 9/8）
有＊之活動任擇其一，名額有限，先到先得。詳情請留意報名表（上網下載）。

戶外活動
逢星期五全日戶外活動，智樂萬像館、鐵路博物館、參觀影音使團廠房、香港教

育博物館、一對手農舍及日營等

其他事項：	1.	 服務時間為 8:30am	-	6:30pm，家長若於 6:30pm至 7:00pm才接回學童，

需另繳付 $25 加託費，按日計算。

	 2.	游泳班與史丹福游泳學校合辦。	

	 3.	所有體能活動於 17/07/2019	( 星期三 ) 開始。

	 4.	暑期託管家長介簡會訂於 5/07/2019	( 星期五 ) 晚上七時舉行。

	 5.	暑期託管結業禮訂於 23/08/2019	( 星期五 ) 舉行。

課程編號 組別（全日） 費用 課程編號 組別（全日） 費用

ACS19P1 小一

$9,300

ACS19P4 小四

$9,300ACS19P2 小二 ACS19P5 小五

ACS19P3 小三 ACS19P6 小六

報名方法：上網下載或以傳真索取報名表，填妥後連同出世紙或身份證副本、有效之會員

證，親臨本中心三樓詢問處。

繳費方法：	現金、VISA、EPS 或支票繳付 ( 支票抬頭「循道衛理中心」)

報名日期：	29/04/2019	( 星期一 )	10:00am 起

報名時間：	10:00am	-	9:00pm	( 星期一至五 )		10:00am	-	5:00pm	( 星期六 )

查詢電話：	2863	5677	( 星期一至五；10:00am	-	6:00pm)

備　　註：	1.	 此活動不設任何優惠。

	 2.	一經報讀，所有款項恕不退還。

	

公開報名日期：2019 年 4 月 29 日

3.	部份活動尚在申請中，有關內容請
於 4 月底瀏覽網頁 www.methodist-
centre.com/cf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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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心樂學坊 

Summer D.I.Y. (Junior)	
透過運用不同的創作原素，制作出一系列的夏日藝術。

16/07/2019 23/07/2019 30/07/2019 06/08/2019 13/08/2019 20/08/2019

Seashell	Painting 冰塊創意畫 水果飛碟 創意花盆 Bath	Bomb 雪糕杯

計劃特色	 •	執行技巧訓練				•	音樂治療				•	體能活動				•	美味小廚神				•	朋友圈社交

活	 	 動	 外出活動		(	地點：萬象館、假日農場、參觀影音使團廠房及日營等	)

	 日	 	 期	：	15/07/2019	-	23/08/2019		 	 	 	

	 時	 	 間	：	8:30am	-	6:30pm	(	家長若於 6:30am	-	7:00pm		

才接回學童，需另繳付	$25	加託費，按日計算	)		

	 對	 	 象	：	升小二至小六學生，曾接受特殊學習需要評估的學童優先

	 膳食安排	：	提供新鮮及營養豐富的早餐、午餐及茶點

	 費	 	 用	：	$14,800

	 名	 	 額	：	5-8	位	(	額滿即止	)	 	 	

	 報名方法	：	如有興趣，請先致電	2863	5683	/	Whatsapp	5399	1445 與	

鍾姑娘預約時間進行面試

	 備	 	 註	：	此活動不設任何優惠

**************** 	一經報讀，所有款項恕不退還	****************

特殊學習需要 (SEN) 學童為本       暑期託管服務       學習排除障礙，迎難而上

樂 藝 坊

日期：	16/07	-	20/08（二）
節數：	6 節

時間：	10:30	-	11:45am
費用：	$1100（費用包括材料費）

對象：	3	-	5 歲
名額：	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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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 藝 坊

Summer D.I.Y. (Senior)
透過運用不同的創作原素，制作出一系列的夏日藝術。

16/07/2019 23/07/2019 30/07/2019 06/08/2019 13/08/2019 20/08/2019

SUMMER 繞線畫 Bath	Bomb 夏日蠟燭 Seashell	painting

熱帶藝術
認識基本熱帶森林知識，創作有關的藝術作品。

17/07/2019 24/07/2019 31/07/2019 07/08/2019 14/08/2019 21/08/2019

微景觀植物 葉脈書籤 熱帶場景模型 葉子畫

	 	

日期：	16/07	-	20/08（二）

節數：	6 節

日期：	17/07	-	21/08（三）

節數：	6 節

時間：	12:00	-	01:15pm

費用：	$1200（費用包括材料費）

時間：	12:00	-	01:15pm

費用：	$1200（費用包括材料費）

對象：	6 歲以上

名額：	6 人

對象：	6 歲以上

名額：	6 人

對象：	3	-	5 歲
名額：	6 人

幼兒 STEM 小實驗 (Summer)
讓孩子參與簡單的小實驗，從小培養他們

的科技理工素養，幼兒可從中學習計劃、

觀察、理解科學原理，加強對 STEM 的興

趣，對日後的思維發展有莫大幫助。

日期：	19/07/2019（五）

節數：	6 堂

時間：	11:00	-	12:00pm

費用：	$1200

對象：	3	-	5 歲

名額：	6 人 

Music Camp
讓兒童接觸多種樂器（彈撥樂器、拉弦樂

器、吹管樂器、敲擊樂器等。），由導師

指導學習基本技巧，由老師觀察後建議出

合適學習的樂器。

日期：	19/07/2019（五）

節數：	6 堂

時間：	12:30	-	01:30pm

費用：	$1500	( 送一枝 FIFE)

對象：	4 歲以上

名額：	6 人

•

開
心
樂
學
坊
•

•

樂
藝
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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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牌司儀
說話清楚……	加分，互動對話……	加分，內
容引人入勝……	再加分，最重要 :	有勇氣站出
來……	攞滿分 !	

日期 星期一	 15/07-19/08

時間 10:00-11:00am	/	11:15-12:15pm

地點 循道衛理大廈 12樓 1201 室

名額 每組 4-10 人

對象 K3-P.3	/	P.4-P.6

費用 $720	/	6 節

一齊喜義
構思、籌劃、實踐義工活動，有 heart	之餘更要
有技巧，讓大家群策群力，齊做義工，把學習到
的東西，回饋社會，更可寓學於樂。

日期 星期二	 16/07-20/08

時間 10:00-11:00am	/	11:15-12:15pm

地點 待定

名額 每組 10-20 人

對象 K3-P.6	

費用 $500	/	6 節

小記者週記
走訪香港不同地方，尋幽探秘，到處查訪，擴闊
眼界，遊歷後再作深入報告。

走訪地方包括 :	國際十字路會、粒粒皆辛館、黑
暗中對話、騎術學校、漁民文化村等

日期 星期三	 17/07-21/08

時間 9:00am-1:00pm

地點 每星期不同，中心 3樓集合

名額 每組 10-20 人

對象 K3-P.6

費用 $1500	/	6 節

備註
費用已包括來回車費 ( 部份旅程會體驗
公共交通工具 )、入場費及導師費

6 個星期，30 個早上，技巧與實踐，善用暑假，豐富人生。

小領袖系列 Leader of Tomorrow

KOL今期流行
有好的材料，也要有好的渠道，電子媒體就能把
資料迅速傳播，讓我們帶給你市場學的技巧，如
何讓你的好材料廣傳世界。

日期 星期四	 18/07-22/08

時間 10:00-11:00am	/	11:15-12:15pm

地點 循道衛理大廈 12樓 1201 室

名額 每組 10-20 人

對象 K3-P.3	/	P.4-P.6

費用 $900	/	6 節

備註 最好自備平板電腦或手機

綜合運動體驗
想玩運動，你估人人都識玩運動！一次過不同
運動體驗，發掘內在潛能，以有好體魄成就	
大事。

體驗運動包括桌球、棒球、哥爾夫球及乒乓球

日期 星期五	 19/07-23/08

時間 10:00-11:30am

地點 循道衛理大廈 12樓 1201 室

名額 每組 10-20 人

對象 K3-P.3	/	P.4-P.6

費用 $780	/	6 節

備註
已包括 2次探訪時所需用品，及贈予服
務對象的禮物。

此系列課程可獨立報讀，報讀全系列，
可獲特別優惠 9 折。

上課地點	 循道衛理大廈12樓 1201室

	 循道衛理中心 2樓

樂 藝 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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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 藝 坊樂 藝 坊

Sport Camp

5 Half Day
22/7/2019 23/7/2019 24/7/2019 25/7/2019 26/7/2019
Mon Tue Wed Thu Fri

9:00am-9:30am 集合及乘車前往場地

9:30am-10:30am 網球	 籃球 網球	 籃球 網球	

10:30am-10:45am 小休

10:45am-11:30am 閃避球	/	足球

11:30am-12:30pm 保齡球 雪合戰 保齡球 雪合戰 保齡球

12:30-1:00pm 回程逢返中心

5 Full Day	
15/7/2019 16/7/2019 17/7/2019 18/7/2019 19/7/2019
Mon Tue Wed Thu Fri

9:00am-9:30am 集合及乘車前往場地

9:30am-10:45am 草地滾球 網球	 草地滾球 網球	 草地滾球

10:45am-11:00am 小休

11:00am-12:15pm 自衛術 閃避球 自衛術 閃避球 自衛術

12:15pm-1:30pm 午餐

1:30pm-2:45pm 三人羽毛球 保齡球 三人羽毛球 保齡球 三人羽毛球

2:45pm-3:00pm 茶點

3:00pm-4:00pm 乒乓球 VX球 乒乓球 VX球 總結及頒發証書

4:00pm-4:30pm 回程逢返中心

Sports	Camp 上課地點會安排在木球會、香港鄉村俱樂部或康文署場地。

好動就是孩子的本性，來吧 ! 各類運動等你來參與 ! 

我們提供一個愉快安全的環境，讓孩子寓學習於娛樂。

使每一位學童均可透過一連串個人、群體或團隊活動，培育運動技能並同時增強自信。

運動項目包括：3 人羽毛球、籃球、躲避球、匹克球、VX 球等

	 5 天全日營	 5天半日營	 3天全日營

日期 15/07/2019	-	19/07/2019 22/07/2019	-	26/07/2019
15/07/2019，17/07/2019，
19/07/2019

時間 9:00pm	-	4:30pm 9:00pm	-	1:00pm 9:00pm	-	4:30pm

費用
HK$2,000.00

包括車費、器材、午膳及茶點

HK$1,200.00		
包括車費、器材

HK$1,500.00	

包括車費、器材、午膳及茶點

名額 25 人 25 人 10 人

對象 K.3-P.3	/	P.4-P.6 K.3-P.3	/	P.4-P.6 K.3-P.3	/	P.4-P.6

•

樂
藝
坊
•



10 循道衛理中心 - 暑期課程特刊 2019

暑期兒童班 語文教室

「英語小王國」English Happyland
主題英語課程融合趣味樂園、創意美術、科學、美術、數學、故事和遊戲等，課堂營造一個開心和互動的環境，讓

孩子們在歡樂中多聽多講，增強他們的英語能力。

對象：3-5歲

主題：Pirates and Treasure Island（海盜與金銀島）（6日）

Day 1 Day 2 Day 3 Day 4 Day 5 Day 6

Welcome & 
Warm-up

Greetings and Attendance

Tent Play Tent and
Tunnel Play

Lego Time

Educational 
Toys

Tent and
Tunnel Play

Tent and
Tunnel Play

Tent and
Tunnel Play

Clean-up Time 

Circle Time

Parachute Fun Action Songs /
Weather Watch

Action Songs /
Days of the 
Week

Action Songs /
Weather Watch

Action Songs /
Days of the 
Week

Recall Time

Today’s Topic:
Let’s go Treasure 
Hunting

Today’s Topic:
Meeting the 
Pirates

Today’s Topic:
A Walk Through 
theForest

Today’s Topic:
A Cave Under 
theWaterfall 

Today’s Topic:
Unlock the
Treasure Chest

Action Songs Hula Hoops Fun Musical Pass 
the Ball

Freeze Dance Alphabet 
Hopscotch

Happyland 
Booklet

Pirates and Treasure IslandC
Storytelling and
Role-Playing

Creative 
Arts

My Adventure 
Outfit

Private Eye 
Patch

Compass Labyrinth Cave My Beautiful 
Treasure Chest

Munch Break 

Play Corner

Blocks Puzzles Shape Sorter Darts Stack&Nest 
Cube

Basketball

Hula Hoops Basketball Puzzles Blocks Darts Bowling

Darts Bowling Blocks Basketball Hula Hoops Hula Hoops

Science / 
Math

Equipment 
Matching

Shell Collection Magnifying Glass Mysterious 
Footprint

Treasure 
Classification

DIY Certificate

Music & 
Movement

Ten Little Pirates A Pirate You Shall 
Be

Bear Hunt I Caught a Fish 
Alive

1,2 Tie my shoe Bonfire Party

Fun Games
Musical Islands Follow the Pirate Walk the Line Treasure 

Hopscotch
Treasure Hunt 

Lesson Wrap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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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3-5歲

主題：At the Circus（夢幻馬戲團）（6日）

Day 1 Day 2 Day 3 Day 4 Day 5 Day 6

Welcome & 
Warm-up

Greetings and Attendance

Tent Play Tent and
Tunnel Play

Lego Time

Educational 
Toys

Tent and
Tunnel Play

Tent and
Tunnel Play

Tent and
Tunnel Play

Clean-up Time 

Circle Time

Parachute Fun Action Songs /
Weather Watch

Action Songs /
Days of the 
Week

Action Songs /
Weather Watch

Action Songs /
Days of the 
Week

Recall Time

Today’s Topic:
What’s at the 
Circus?

Today’s Topic:
Lion Tamer

Today’s Topic:
Funny Clown

Today’s Topic:
Acrobats

Today’s Topic:
Jugglers and
Magician

Action Songs Hula Hoops Fun Musical Pass 
the Clown

Acrobats
Freeze Dance

Magician 
Hopscotch

Happyland 
Booklet 

At the Circus
Storytelling and 
Role-Playing

Creative 
Arts

Cotton Candy Lion Puppet Circus Clown 
Face

Finger Print 
Painting

Circus Tent 

Munch Break

Play Corner

Blocks Puzzles Shape Sorter Darts Stack&Nest 
Cube

Basketball

Hula Hoops Basketball Puzzles Blocks Darts Bowling

Darts Bowling Blocks Basketball Hula Hoops Hula Hoops

Science / 
Math

Fizzing Rainbow How to Balance 
Anything

Sorting Mats Blowing
on Balloons

Count 
and Match

DIY Certificate

Music & 
Movement

When the Circus 
Comes to Town

5 Little Lions Elephant Steps 10 Little 
Elephant

Circus Clown Fun Under The 
Big Top

Fun Games
Balls Toss Lion London 

Bridge
Hula Hoops 
Hopscotch

Crab Walk Race What’s in the 
Magician Bag?

Lesson Wrap Up 

•

語
文
教
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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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3-5歲 

主題：My Pet Diary （我的寵物日記）（6日）

Day 1 Day 2 Day 3 Day 4 Day 5 Day 6

Welcome & 
Warm-up

Greetings and Attendance

Tent Play Tent and
Tunnel Play

Lego Time

Educational Toys

Tent and
Tunnel Play

Tent and
Tunnel Play

Tent and
Tunnel Play

Clean-up Time

Circle Time

Parachute Fun Action Songs /
Weather Watch

Action Songs /
Days of the 
Week

Action Songs /
Weather Watch

Action Songs /
Days of the 
Week

Recall Time

Today’s Topic:
What are Pets?

Today’s Topic:
My Pet and 

Today’s Topic:
Pet Food

Today’s Topic:
Pets and Friends

Today’s Topic:
My Favourite
Pet

Action Songs Guess the Pet 
Sound

Musical Pass the 
Dog

Pet Freeze 
Dance

Follow the Pet 
Owner

Happyland 
Booklet 

My Pet Dairy
Storytelling and 
Role-Playing

Creative Arts 
Paper Plate 
Rabbit

Plastic Bowl 
Turtle 

Dog Puppet Goldfish in Bowl Mosaic Fish

Munch Break

Play Corner

Blocks Puzzles Shape Sorter Darts Stack&Nest 
Cube

Basketball

Hula Hoops Basketball Puzzles Blocks Darts Bowling

Darts Bowling Blocks Basketball Hula Hoops Hula Hoops

Science / 
Math

Soap Bubbles Stuffed Animals 
Measuring

Doggie Biscuits Cat Whiskers What Weighs 
More

DIY Certificate

Music & 
Movement

Oh Where Has 
My Little Dog 
Gone?

I Had a Little 
Turtle

How Much Is 
That Doggy In 
the Window? 

Incy Wincy 
Spider

Mary Has a Little 
Lamb

Pet Lover’s Party

Fun Games
Where's the 
Bone

Crab Walk Race We Are Puppies Pet Treat Toss Obstacle Race

Lesson Wrap Up 

 導 師 由迦南創意教育派出外籍導師任教

 每主題費用 會員$2430 

  (費用已包括每主題材料及美味小點心 )

 對 象 3 - 5歲

 名 額 18人

 助教導師 8人以上 (多一位 ) 13人以上 (多二位 ) 

以粵語為母語的助教，課堂會以英語授課

 語 言 英語授課

 備 註 1. 每日課堂Munch Break提供小食給小朋

友一同分享 (小朋友如對食物有任何敏

感，可自行預備小食）

  2.  自備飲品

  3.  請帶備一件外套及長褲

Pirates and Treasure Island （海盜與金銀島）（6日）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0107A19 15/07-26/07 6
9:45am-
12:45pm

一三五

At the Circus（夢幻馬戲團）（6日）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0107B19 29/07-09/08 6
9:45am-
12:45pm

一三五

My Pet Diary （我的寵物日記）（6日）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0108C19 12/08-23/08 6
9:45am-
12:45pm

一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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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小王國
為兒童而設的主題普通話班，透過集體活動，融合創意美術、趣味樂園、科學、數學、故事和遊戲

等內容，激發小朋友的思維，普通話能力和學習的信心。

對象：3 - 5歲

主題：蟲蟲特攻隊（6日）

第 1天 第 2天 第 3天 第 4天 第 5天 第 6天

歡迎小朋友 

歡迎小朋友及點名 

帳篷  帳篷
過山洞

一起玩積木
益智小玩具

帳篷
過山洞

帳篷
過山洞

帳篷
過山洞

收拾玩具 

學習圈

接球降落傘 兒歌唱遊
天氣圖

兒歌唱遊
日曆表

兒歌唱遊
天氣圖

兒歌唱遊
日曆表

主題重溫

主題：
毛毛蟲與 
蝴蝶  

主題：
蜜蜂嗡嗡嗡
大風吹
(昆蟲 )

主題：
葉子裡的常客

音樂傳球

主題：
漆黑中的螢 
火蟲

世界停頓

主題：
翩翩起舞的 
蜻蜓

音樂椅

故事書製作   蟲蟲特攻隊 故事和角色 
扮演

創意美術 七彩蝴蝶 小蜜蜂 紙盤瓢蟲 螢火蟲 絨毛條蜻蜓

美味小點心

趣味樂園

積木

呼拉圈

打保齡

拼圖樂

籃球

打保齡

時光隧道

拼圖樂

積木

飛鏢

形狀配對

打保齡

連環罐

飛鏢

打保齡

積木

打保齡

呼拉圈

科學 /數學 蟲蟲多或少 放大鏡 昆蟲配配對 紙碟彈珠 骰子數數樂 製作小證書

昆蟲派對
兒歌詠唱 閃亮小星星 蜜蜂做工 歡樂頌 環保歌 快樂地向前走

輕鬆時刻 昆蟲跳房子 昆蟲卡片 我是誰？ 蚊子 蜻蜓說 

各位再見！

•

語
文
教
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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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3 - 5歲

主題：暢遊海陸空

第 1天 第 2天 第 3天 第 4天 第 5天 第 6天

歡迎小朋友 

歡迎小朋友及點名 

帳篷  帳篷

過山洞

一起玩積木

益智小玩具

帳篷

過山洞

帳篷

過山洞

帳篷

過山洞

收拾玩具 

學習圈

接球降落傘 兒歌唱遊
天氣圖

兒歌唱遊
日曆表

兒歌唱遊
天氣圖

兒歌唱遊
日曆表

主題重溫

主題：
萬里長城

唱唱跳跳

主題：
山光水色

顏色對對碰

主題：
潛入深海

跟領袖

主題：
漫遊太空

大風吹

主題：
快樂回家

找朋友

故事書製作   暢遊海陸空 故事和角色
扮演

創意美術 美麗的長城 小海豚 紙盤水族館 太空火箭 貝殼與海

美味小點心 

趣味樂園

積木

呼拉圈

打保齡

拼圖樂

籃球

打保齡

時光隧道

拼圖樂

積木

飛鏢

形狀配對

打保齡

連環罐

飛鏢

打保齡

積木

打保齡

呼拉圈

科學 /數學 氣球小車 花兒數數樂 手電筒彩虹 海陸空配配對 浮動的小船 製作小證書

派對
兒歌詠唱 小白豬去旅行 如果你是快樂 七色彩虹 小小宇航員 小飛船

輕鬆時刻 動不動救救你 音樂傳球 海洋跳房子 猜領袖 捉迷藏

各位再見！

 導 師 由迦南創意教育派出以普通話為母語及

有經驗之導師任教

 助教導師 8人以上 (多一位 ) 13人以上 (多二位 ) 
以粵語為母語的助教，課堂會以英語授課

 每主題費用 會員$1,800 

(費用已包括每主題材料及美味小點心 )

 對 象 3 - 5歲

 名 額 18人

 語 言 普通話授課

 備 註 1. 每日課堂Munch Break提供小食給小

朋友一同分享 (小朋友如對食物有任

何敏感，可自行預備小食）

  2.  自備飲品

  3.  請帶備一件外套及長褲

蟲蟲特攻隊（6日）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0207A19 16/07-1/08 6
9:45am-
12:45pm

二四

暢遊海陸空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0208B19 06/08-22/08 6
9:45am-
12:45pm

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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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橋英語預備班
以淺易的圖像和互動的教學方式教授學生基礎「辭彙」、聆
聽」、會話」，預備銜接劍橋小學英語Starters Level課程。
習作本設計精美，內容充實，與劍橋 l課本符合，全面提
升學生的英語能力和信心，為日後應考劍橋小學英語考試
打好基礎。

第一級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030719 16/07-22/08 12
9:40am-
10:40am

二四

導  師：由迦南創意教育派出外籍導師任教
費  用：會員$1,740
對  象：升K.2 - K.3學生
名  額： 12人
語  言：英語授課
備  註： 1. 提供學生手冊

2. 完成課程後，可延續報讀 (星期六 ) 
第2級及3級

劍橋小學英語 
針對全面提升學生的英語水平，學習辭彙、句子架構、互
動和學習進度上的安排，培訓學生的英語「閱讀與寫作」、
「聆聽」及「會話」的能力。習作本是為劍橋小學英語考試
而設計，內容充實、精美，確保學生完成預定課程後，不
但對劍橋小學英語考試有充分的準備，還能全面提升學生
的英語能力和信心。

第一級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040719 16/07-22/08 12
10:50am-
11:50am

二四

導　　師︰ 由迦南創意教育派出外籍導師任教
費　　用： 會員$1,740   
對　　象： 升P.1 - P.2學生 
書本費用： 1. $150 已包括第一級及第二級，(不設95折，於

報名時一併收取 )
 書本：Skills Builders for young learners, pub-

lished by Express
2. 暑期只教授書本的第一級課文

名　　額︰ 12人
語　　言： 英語授課    
備　　註： 1. 提供學生手冊

2.  完成課程後，可延續報讀 (星期六 ) 
第2級課程，無需再訂購課本

Junior STEM英語課程
本課程是一個結合科學（S)、科技（T）、工程（E）和數學（M)等元素的STEM課程，教授幼兒初級STEM原理，啟發他們
對STEM學科的學習興趣。外籍導師透過生動活潑、互動又具創意的教學方式，帶領學生動手參與各項有趣小實驗。除了
學到有關的英文詞彙外，亦激發幼兒對世界事物的好奇心，為銜接未來STEM課程打好穩固基礎。

Levels Topics
3-4歲 Balancing Bird Dinosaur Bones Stethoscope Electric Balloon A Telescope Climbing Monkey

5-6歲 Balancing Clown A Rain Shelter
Basketball 
Catapult 

A Magnetic Car
Play Dough Electrical 

Circuits
Wooden Raft

對象︰ 3-4歲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0507A19 16/07-20/08 6 12:00pm-1:00pm 二

對象︰ 5-6歲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0507B19 16/07-20/08 6 1:10pm-2:10pm 二

導　　師︰ 由迦南創意教育派出經驗外籍導師任教
費　　用： 會員$960  
名　　額： 12 人
語　　言： 英語授課

備　　註︰ 1. 課程提供學生手冊
 2. 費用已包括作品材料費 

(完成課堂3款作品帶
回家 )

活動興趣「英語寫作班」 「English Smartkids + Writing」
本課程是一個創新、環繞著主題的英語學習小組，透過互動對答、寫作、唱歌、講故事及各種遊戲等去訓練兒童的英語
聽、講能力，學習更多的辭彙。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070719 16/07-20/08 6 2:20pm-3:20pm 二

導　　師︰ 由迦南創意教育派出經驗外籍導師任教
費　　用： 會員$870
對　　象︰ 6 - 8歲

名　　額： 12人
語　　言： 英語授課
備　　註： 提供學生手冊

•

語
文
教
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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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生有禮 Good Manners Are for Life
本課程是由外籍導師用英語教授西方一些基本及常用的「禮儀」，教導小朋友在不同的場合和情況下，懂得運用適當的
「禮儀」去應對和溝通。課程將以互動形式和生動的方法教授，包括角色扮演、遊戲及手工等，讓小朋友可以在輕鬆氣氛
下同時學習「禮儀」和「英語」。

Topic

No back talking  No name calling
Wait for your turn to 

speak
Using a tissue Sharing

Clean up after 
yourself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080719 18/07-22/08 6 12:00pm-1:00pm 四

導　　師︰ 由迦南創意教育派出經驗外籍導師任教
費　　用︰ 會員$870
對　　象︰ 4 - 6歲

名　　額︰ 12人
語　　言： 英語授課
備　　註︰ 課程提供學生手冊

活動興趣英語班 English Smartkids
本課程目的是讓小孩子在輕鬆的氣氛下學習日常的英語。每堂課都有不同的主題，透過外籍英語導師與學生的互動對
答、講故事、唱遊及各種遊戲等，訓練他們的英語聽、講和溝通能力。

Topic

A Summer Vocation Playground Fun Delicious Dessert At the Cinema My Pet At the Carnival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090719 17/07-21/08 6 9:40am-10:40am 三

導　　師︰ 由迦南創意教育派出經驗外籍導師任教
費　　用： 會員$870
對　　象︰ 3 - 5歲

名　　額： 12人
備　　註︰ 課程提供學生手冊 

故事扮嘢學英語 English Storyland

透過精彩的英語故事，以不同道具讓小朋友扮演故事人物，啟發學生的想像力，讓他們有機會發揮表演天份及創意；在
這個互動開心及輕鬆的環境下，導師能有效地訓練小朋友的英語聽、講能カ及學習更多的英文辭彙。

Topic
Funny Fred Jack and the Beanstalk The Greedy Dog Oh Jack! Wombat Wins The Fox and the Crow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100719 17/07-21/08 6 10:50am-11:50am  三

導　　師︰ 由迦南創意教育派出經驗外籍導師任教
費　　用： 會員$870 
對　　象︰ 3 - 5歲 

名　　額： 12人
備　　註︰ 1. 課程提供學生手冊
 2. 按課堂需要會有臉部或手部彩繪環節

升小二/小三英文預備班
課程旨在教導學生理解英語文章意思，引導學生找到適合
答案，以便取得高分，提供相關英語文法練習，引導學生
用適當詞彙和掌握寫作的要訣，提升寫作技巧和表達能
力。提高其學習興趣，並增強阅續和寫作信心。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110719 18/07-22/08 6
12:00pm-
1:00pm

四

導  師 : Ms Belinda Wong（資深註冊英文科老師，曾於中
小學任教二十多年，豐富教學經驗）

費　　用：會員$700   
對   象：升P.2 - P.3學生   
名　　額： 12人
備　　註： 1.附有導師編訂筆記

2.自備文具

升小四/小五英文預備班
讓學生預早熟習未來一年新課程，以便解诀學生在學習英
語遇到的困難。導師教學生動易明，提供新課程教材，引
導學生理解文章及掌握答題技巧，教授相關英語文法及做
練習。教學生用適當詞彙和注意句子結構，令學生明瞭英
文寫作技巧，以便提升閱讀理解和寫作表達能力。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120719 18/07-22/08 6
10:50am-
11:50am

四

導  師： Ms Belinda Wong（資深註冊英文科老師，曾於中
小學任教二十多年，豐富教學經驗）

費　　用：會員$700   
對  象：升P.4 - P.5學生   
名　　額： 12人
備　　註： 1.附有導師編訂筆記

2.自備文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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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英語「認字閱讀班」
幫助學童認識常用的生字和詞彙，並提高其串字技巧，課
程目的是提升其英文閱讀和認字興趣及增強學習信心。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160719 17/07-21/08 6
10:50am-
11:50am

三

導  師：Ms Belinda Wong(資深註冊英文科老師，曾於中小
學任教二十多年，豐富教學經驗）

費　　用：會員$700   
對　　象：升K2 - P1學生   
名　　額： 12人
備　　註： 1.附有導師編訂筆記 

2.自備文具

Role Play小話劇學英語
本課程透過角色扮演讓幼兒學習有用的詞彙、句式、生活
英語及口語。導師將會提供不同的教材令幼兒投入到其課
程中，教材包括服飾、字卡、音樂、影片等，從而增強利
用英語溝通的技巧。

課程大綱主題：商店，職業，節日等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170719 24/07-21/08 5
1:30pm-
2:30pm

三

導　　師：Ms. Rachel Lok (修讀香港浸會大學幼兒教育系 ) 
費　　用：會員$500
對  象： 3 - 5 歲
名　　額： 10人
語　　言：英語授課

Ready To Read英語故事閱讀班
本課程採用彩色英語故事書，透過有趣的故事情節，吸引
小孩聽說英語故事，從而提升他們的英語聆聽和會話技
巧。配以其他教學活動，此課程還能透過故事培養幼兒閱
讀的興趣，訓練孩子的創意思維和社交能力，為將來的多
方面發展打好基礎。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180719 24/07-21/08 5
2:40pm-
3:40pm

三

導　　師：Ms. Rachel Lok (修讀香港浸會大學幼兒教育系 ) 
費　　用：會員$500
對  象： 3 - 5 歲
名　　額： 10人
語　　言：英語授課

幼兒趣味拼音班
幫助學童掌握一些基本英語拼音知識，辨認最基本母
音 ( Vowel) 及輔音 (consonant).利用Synthetic Phonics(原
音拼合法 )，用拼合 (Blending)，配合畫畫相關圖案，手
勢動作，高頻字應用寫作，創意默寫，bingo遊戲，令
學童有信心地拼出英文詞彙，並提高其認字串字及默寫 
能力。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130719 17/07-21/08 6
9:40am-
10:40am

三

導  師：Ms Belinda Wong(資深註冊英文科老師，曾於中小
學任教二十多年，豐富教學經驗）

費　　用： 會員$700   
對　　象： 升K2 - P1學生   
名　　額： 12人
語　　言： 英語授課
備　　註： 1.附有導師編訂筆記

2.自備文具

活學英語拼音班
幫助學生辦認較難的母音和輔音，consonant  blend ( 
bl,br,cl,cr,sp,sh,sk,sl)和 long vowel sound 的詞彙，配合多
元化活動，有趣故事範文，活動，bingo game,令學生提
高英文認字發音串字及默寫能力。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140719 18/07-22/08 6
1:10pm-
2:10pm

四

導  師：Ms Belinda Wong(資深註冊英文科老師，曾於中小
學任教二十多年，豐富教學經驗）

費　　用：會員$700   
對　　象：升P2 - P4學生   
名　　額： 12人
語　　言：英語授課
備　　註： 1.附有導師編訂筆記

2.自備文具

英語閱讀寫作超多Fun
課程用有趣互動教學，提升學生應付考試和課業為目
的，基本閱讀概念及技巧，提供stories, poem, narrative，
procedure, report等給學生，認識不同類型的文體，進一
步加深對文章的理解。另一方面，本班針對性地從結構上
教授寫作，引入英文寫作教學法，深入淺出地讓學生學習
建構文章。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150719 18/07-22/08 6
2:20pm-
3:20pm

四

導  師：Ms Belinda Wong(資深註冊英文科老師，曾於中小
學任教二十多年，豐富教學經驗）

費　　用：會員$700   
對  象：升P3 - P5學生   
名　　額： 12人
語　　言：英語授課
備　　註： 1.附有導師編訂筆記

2.自備文具

•

語
文
教
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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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 Skills (My Feelings)  
Communication Skills 溝通技巧

• 加強故事聆聽及理解能力發展
• 建立自信心及增強自我表達能力
• 練習談吐舉止和於學校面試經常出現的題目
• 通過角色扮演和活動增強社交技能
• 訓練解決問題和批判性思維的能力
• 增強溝通能力和同理心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190719 17/07-21/08 6
2:15pm-
3:15pm

三

導　　師︰由Scholars Academy 派出經驗豐富以英語為母語
的NET Teacher

費　　用︰會員$900
對　　象：升K1- K3學生
名　　額︰ 8人
語　　言：英語授課 
筆　　記：已包括Scholars Academy筆記及實驗材料    
備　　註： 自備文具及顏色筆

STEM Literacy ( Life Science) 
STEM Literacy 生命科學系列

• 點燃學習好奇心以探索日新月異的世界
• 學習題材新穎豐富，包括時事新知、地球生命探索及
社會科學常識等話題

• 透過時事、社會研究和科學技術的探索，靈活應用英
語，提高英語閱讀和寫作

• 訓練批判性思維及解難力，分析及解讀數據資料，提
出及評估論據，並作出自己的判斷

• 培養學生運用STEM領域的概念理解和解決各種問題
的能力。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200719 17/07-21/08 6
3:25pm-
4:25pm

三

導　　師：由Scholars Academy 派出經驗豐富以英語為母語
的NET Teacher

費　　用︰會員$900
對　　象：升P2 - P4學生
名　　額︰ 8人
語　　言：英語授課 
筆　　記：已包括Scholars Academy筆記及實驗材料
備　　註： 自備文具及顏色筆

升小一中文適應班
由幼稚園升至小一，除了要學童適應小一生活外，更要習
慣學科上的進度。其中中文尤其重要，此班老師會教授學
生不少中文的文法及答題技巧，讓學生先打好基礎，從而
令小一的學習生活更容量掌握。

課堂以互動、探討、活動等不同形式上課。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230719 17/07-21/08 6
9:40am-
10:40am

三

導　　師：林慧欣老師 (曾於中小學任教中文科十多年及中小
學教材編輯 )

費　　用：會員$630
對　　象：升P1學生
名　　額︰ 12人
備　　註︰自備文具

閱讀理解精進班
「升上小三小四」後，要面對TSA 及HKAT兩大公開測
試，很多學校閱讀理解的題種以此為藍本，故學生們需要
明白當中的答問技巧，才能取得較佳的成。此外平日學童
功課繁重，以及未有時間看書，可在此班連續性練習，為
開學作好準備。

「升上小五、小六」後，要面對呈分試，閱理在中文卷
中佔有頗吃重的比重，學校的閱讀理解題種多以TSA及
HKAT為藍本，故學生們需要熟習箇中的技巧，才能取得
優異的成。此外平日學童功課繁重，未有時間看書，或基
礎不足，可在此班連續性練習，為開學作好準備。

「升中一 /中二」後，閱讀理解為全新面貌。閱理在中文
卷中佔極重的比重，學生必需的閱讀理解題種多以TSA
及HKAT為藍本，故學生們必需要熟習每種不同文體、修
辭、寫作技巧，才能在測考中取得較佳的成績。此外中學
學生活動繁多，或語文基礎不足，可在此班連續性練習，
為開學作好準備。

升小三 /小四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2507A19 19/07-23/08 6
9:40am-
10:00am

五

升小五 /小六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2507B19 19/07-23/08 6
10:50am-
11:50am

五

升中一 /中二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2507C19 19/07-23/08 6
12:00pm-
1:00pm

五

導　　師︰林慧欣老師 (曾於中小學任教中文科十多年及中小
學教材編輯 )

費　　用：會員$660   
筆　　記：附有筆記、林老師親自教授、批改
名  額： 16人
備　　註︰自備文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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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實戰寫作速學班
大部學生報讀此班後成績大躍進，為自己的中文作文打
下穩健根基。以句、段、文循序漸進教導作文基本功，
每堂教授如何寫作不同題目，堂上解說及實戰，加上有小
測試，令學生明白自己的優劣。並教授各類文體 (如記敘
文、說明文、描寫文及議論文 )，並學習不同實用文的種
類、格式及基本文法，使學生掌握基礎作文技及輕鬆面對
考試技巧，對TSA及PS1有莫大的幫助。

*導師會親自批改，及給予評語，令學生得以提升技巧及
寫作能力 *

課堂以互動、探討、活動等不同形式上課。

對象：升P.1– P.2學生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2407A19 15/07-19/08 6
9:40am-
10:40am

一

對象：升P.3 – P.4學生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2407B19 15/07-19/08 6
10:50am-
11:50am

一

對象：升P.5 – P.6學生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2407C19 15/07-19/08 6
12:00pm-
1:00pm

一

導　　師︰林慧欣老師 (曾於中小學任教中文科十多年及中小
學教材編輯 )

費　　用：會員$660  
名　　額︰ 18人
備　　註︰自備文具

文言文閱理精讀班
時勢所趨，近年最受歡迎的班。升中面試、中學升中一編
班試及中一、二測考卷的中文閱讀理解皆以文言文閱讀理
解考核的部分。而文言閱理更是中學 (S1-S6)中文卷中主
要考核的部分，故此不容忽視。本班教授文言文閱讀理解
技巧、學習文言文文法，令學生在升中前做好準備，並為
升中打穩基礎，讓學生輕鬆面對中學中文測考。林老師會
用輕鬆手法教授文言文，令學生在歡笑聲中學習。

課堂以互動、探討、遊戲等不同形式上課。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260719 19/07-23/08 6
1:10pm-
2:10pm

五

導　　師︰林慧欣老師 (曾於中小學任教中文科十多年及中小
學教材編輯 )

費　　用：會員$660
對　　象：升P.5 - F.1學生
筆　　記：自設課堂筆記
名　　額︰ 16人
備　　註︰自備文具

中文考試備戰操卷班
去年此班學生完成後在呈分試中大躍進 !學生在學會考試
技巧後能融滙貫通，取得佳績。
中文卷貼近常規學校模式，給予學生充足的試練機會。45
分鐘做卷15分鐘講解，讓學生習慣考試模式，調節考試
心態，明白自己的優劣。而導師會教授做卷秘訣，令學生
更容易取得高分數。

課堂以互動、探討等不同形式上課。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270719 15/07-19/08 6
1:10pm-
2:10pm

一

導　　師︰林慧欣老師 (曾於中小學任教中文科十多年及中小
學教材編輯 )

費　　用：會員$690
對　　象：升P.5 - P.6學生
名　　額︰ 16人
備　　註︰自備文具

升中面試備戰班
為現正就讀小六報考預備升中一的學生。主要培訓小六學
生對時事通識的認識、不同學校的試題拆解、個人短講及
小組討論等技巧，以及面試禮儀，全面解構面試禁忌，加
上模擬面試作實戰，令學生的面試技巧更成熟，使他們能
突圍而出，考入心儀的中學。

1. 個人介紹：教授面試禮儀、協助批改講稿、改良技巧

2. 個人短講：各款不同試題練習、技巧訓練、試題分析

3. 小組討論：以不同學校的題種作練習，教授討論策略

4. 中文文法總滙：概括中文不同文法，分析不同修辭及
朗讀文章

5. 通識：透過不同時事題型、不同的問題、拆解不同的
問題

6. 模擬試：令學生明白自己的優劣與不足，在面試前做
好準備

課堂以互動、探討、遊戲、短講等不同形式上課。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280719 15/07-19/08 6
2:45pm-
4:15pm

一

導　　師︰林慧欣老師 (曾於中小學任教，二十多年豐富教學
經驗 )

費　　用：會員$1,370
對　　象：升P.5 - P.6學生
筆　　記：自設課堂筆記
名　　額︰ 12人
備　　註︰自備文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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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面試精讀班
課程以輕鬆的方法，讓學生於遊戲中體驗面試程序。除熟
習面試模式外，更重要是提升表達力，增強自信心，勇敢
地面對陌生環境。讓適齡面試的孩童於面試中表現出真
我、獨特的一面。

課程特色：

1. 非教授倒模式的答案，乃著重學生的獨特性，加以發
揮成為面試優勢

2. 除體驗各類型的面試題目外，更着重培育學生的思
維、溝通、表達等能力；並包涵自我認知、面試禮儀

3. 課程更會教導學生採用英語及普通話作答的技巧

4. 課程終結時提供完整的模擬面試，並進行即時回饋，
讓家長更了解孩童之強弱，加以栽培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330719 22/07-26/08 6
9:45am-
11:45am

一

導　　師︰由Sheep Yard Education派出黃愛兒老師 (具十多
年任教幼稚園 )

費　　用：會員$1,800
對　　象：升K.2 / K.3 或 

預備報讀小學之幼兒
名　　額： 10 人
備　　註： 1. 請自備文具、顏色筆

2. 其中一節由現職小學 
老師進行模擬面試

「小一適應班」小腳板‧大學校體驗班 
課程的目的為幫助學童體驗小學上課模式，使學童激發語
文、思維及創造能力，並建立正面的自我價值觀，使學童
能輕鬆、積極地迎接成長的新一頁。

課程特色：

1. 提供模擬小學環境，讓學童預習小一生活，增加面對
新環境的安全感

2. 重視學童個人發展，提升自理能力及英語能力
3. 以活動教學模式，提升社交及溝通能力

課程培訓重點：

1. 校園生活：上課模式、課堂常規、作息時間
2. 學習模式：教授英語、數學及常識等科目、功課自理
3. 個人自理：午膳自理、功課整理、個人物品管理
4. 個人發展：創造能力、專注能力、社交能力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340719 22/07-26/08 6
12:00pm-
2:00pm

一

導　　師︰由Sheep Yard Education派出黃愛兒老師 (具十多
年任教幼稚園 )

費　　用：會員$1,650 
對　　象：升 P.1 學生
名　　額： 10 人
備　　註：自備文具、顏色筆、水及少量健康小食

直映快速認字「普通話學中文」
右腦可以像照相機一樣把圖像記憶起來，我們稱這種能力
叫為「直映」。實驗證明，五歲至七歲的孩子這種直映能
力是最強的，而直映認字法能充分使用人的右腦進行學
習，把每個漢字變成了一幅幅「字圖」，見字如圖，加速學
習，音、形、義，熟記於心，為學習中文打好基礎。

教學目標：

1. 第一、二期每節課學習大約15個漢字，每期學會13篇
文章

2. 完成直映認字及閱讀 .第一、二期可以達到小學二年級
的閱讀水平

3. 直映認字教材又是數碼教材，配有廣東話及普通話語
音數碼筆點讀。(可向導師訂購 )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第一期
CS290719

16/07-22/08 12
2:30pm-
3:30pm

二四

導　　師：英才教育派出以普通話為母語的導師任教 (具多年
教學經驗 )

費　　用：會員$1,980      
書本費用： 1. (第一期配一套教材，每期書費用為$198元 (於

第一堂交導師

2. 每一期書包括識字書、字卡書、閱讀書三本
書，一張普通話CD及一張CD-ROM 
（電腦遊戲光碟供小朋友回家溫習）。

對　　象： 4 - 6歲    
名　　額： 10人
語　　言：普通話授課
備　　註： 1.提供學生手冊

2.自備文具

直映快速「拼音學普通話」
運用直映法學習漢語拼音，把聲母和韻母的發音和字形
都融入圖畫之中，每個聲母或韻母對應一幅「音圖」，
學生看到圖就能想到字母，看到字母就能想到圖，想
到圖就能發出音，是目前最快速和有效的普通話拼音 
課程。

教學目標：學習所有聲母、韻母、聲調，熟練掌握拼讀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300719 16/07-22/08 12
3:40pm-
4:40pm

二四

導　　師：由英才教育派出以普通話為母語及有經驗之導師
任教

費　　用： 會員$1,980     
書本費用：$78 （一本拼

音書和語音
CD）於第一
堂交給導師

對　　象： 5 - 7歲    
名　　額： 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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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兒童班 語文教室

升小一/小二數學班
由幼稚園進入小學階段，數學亦需進入更深層次階段，此
班讓學生明白基本數學概念，循序漸進地學習當中技巧，
為測驗及考試做好準備。課堂以互動、探討、遊戲等不同
形式上課。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360719 17/07-21/08 6
10:50am-
11:50am

三

導　　師︰林慧欣女士 (曾在小學主教授數學科十多年及中小
學教材編輯 )

費　　用：會員$660    
對　　象：升P.1 - P.2
筆　　記：分為小一 /小二中英對照 

(適合中文或英文小學學生報讀 )
語　　言：粵語教學
名　　額︰ 15人
備　　註︰自備文具

GAPSK幼兒普通話水平測試培訓班 
GAPSK幼兒普通話水平測試是國家語委認證的標準測
試，是幫助幼兒克服學習普通話的難點，糾正易犯的錯
誤，全面提高孩子的普通話水平，為將來升學打下良好的
語言基礎。

1. 測試模式涵蓋普通話朗讀、會話、聆聽等方面
2. 口試要求考生 “表達流暢，語調自然”為測試標準
3. 筆試試題包括看圖和聆聽錄音撰擇等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310719 16/07-22/08 12
9:40am-
10:40am

二四

導  師：楊老師 (多年教學經驗 )
費　　用：會員$1,300  
對　　象：升K.2 - K.3學生
名　　額： 10人
語　　言：普通話授課
筆　　記：每堂均有楊老師編訂的筆記
備　　註： 1. 參加考試同學，必須有普通話基礎程度

2. 不參加考試同學亦可報讀此報程，但無須有普
通話基礎程度 )

3. 完成課程後，家長可以瀏覽普通話水平測試的
官方GAPSK(http://www.gapsk.org)，了解公開
考試的資料詳情

普通話漢語拼音班 
課程以唱遊、互動形式授課，讓小朋友在毫無壓力之環
境氣氛中學習普通話，並享受學習的無限樂趣；為小朋
友學習漢語拼音打下基礎，以適應未來學業及個人發展的 
需要。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320719 16/07-20/08 6
10:50 am-
11:50am

二

導  師：楊老師 (多年教學經驗 )
費　　用：會員$510  
對　　象： 4 - 6歲
名　　額： 10人
語　　言：普通話授課
筆　　記：每堂均有楊老師編訂的筆記

邏輯謎蹤

升小三/小四數學認知預備班
暑期是一個準備的好時期，不用密集上課，在輕鬆的心情
下學習，事半功倍。

此課程會教授新學年的課題，並講解當中的難點及解決方
法。令學生在新學年打好基礎下，有信心地面對問題。課
堂以互動、探討、遊戲等不同形式上課。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370719 17/07-21/08 6
12:00pm-
1:00pm

三

導　　師︰林慧欣女士 (曾在小學主教授數學科十多年及中小
學教材編輯 )

費　　用：會員$660      
對　　象：升P.3 - P.4
筆　　記：分為小三 /小四中英對照 

(適合中文或英文小學學生報讀 )
語　　言：粵語教學
筆　　記：自設課堂筆記
名　　額： 15人
備　　註︰自備文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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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兒童班   邏輯謎蹤

升中一「英文數學」預備班
為中一做好準備，課程由中文數學轉為英文數，有大量詞
彙，公式學生需先作準備，並為新學年打穩基礎，從而順
利過度新挑戰。

本課程設計以中一課題藍本，授予運算技巧，讓同學適應
新學年。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390719 17/07-21/08 6
3:20pm-
4:20pm

三

導　　師︰林慧欣女士 (曾在小學主教授數學科十多年及中小
學教材編輯 )

費　　用：會員$660    
對　　象：升F.1學生
筆　　記：自設課堂筆記
名　　額︰ 15人
備　　註︰自備文具

升小五/小六 
「數學呈分備戰」技巧提升班

呈分試程式 :其他學生在向前衝之際，而你在原地踏步，
便已是後退中了。

數學是呈分試中的其中一科，故此必須為呈分試做好準
備，打穩數學基礎，導師會深入淺出，教授不同課題的技
巧，加強學生對數學的認知能力，考試要訣，從而令學生
奪取佳績。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380719 17/07-21/08 6
1:10pm-
2:10pm

三

導　　師︰林慧欣女士 (曾在小學主教授數學科十多年及中小
學教材編輯 )

費　　用：會員$750
對　　象：升P.5 - P.6學生
筆　　記：備有中英筆記 (適合中文或英文小學學生報讀 )
語　　言：粵語教學
名　　額︰ 15人
備　　註︰自備文具

趣味轉“ 數＂
本課程主要以遊戲方式，活動教學，目的為裁培小朋友對
數字的認識及興趣，啟發對數學的想像力，從而加強＂邏
輯思維＂及＂轉數＂，有助打穩升上小學的基礎。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400719 19/07-23/08 6
2:30am-
3:30pm

五

導　　師︰ Ms.Moon Leung(十多年教授數學經驗 )
費　　用：會員$620
對　　象： 4 - 6歲
名　　額： 10人
備　　註：自備文具

唱遊玩數概念  
數學概念本身就是一門很抽象的學問，要孩子學習並不是
一件易事，但透過唱歌、遊戲，可以鞏固他們的學習，讓
他們真正明白當中的意義，將數學變成一件有趣的事情。

內容包括：
顏色、數字、對比、形狀、方向等 (按小朋友的學習能力
作調整 )。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410719 17/07-21/08 6
2:30am-
3:30am

三

導　　師︰陳美琪女士 (持香港浸會大學幼兒工作高級文憑，
十多年幼兒教學資深導師 )

費　　用：會員$600
材料費用： $20於第一堂交導師 
對　　象： 3 - 5歲
名　　額： 12人

兒童珠心算  
透過此訓諫，幫助兒童學習一種打快速心算的技巧，同時
打開數學大門；鍛鍊思考，提昇學習專注力、記憶力及對
數學的興趣。

課程內容：

初班 (第一、二級 )
1. 算盤基本認識 (1位 /2位 ) 
2. 5補數、10補數口訣加減
3. 長口訣加減，乘法口訣
4. 心算 (空撥+手算 )

初班 (第一級 )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420719 16/07-20/08 11
9:40am-
10:40am 

二四

導　　師︰由奧林匹克學會派出經驗導師任教
費　　用︰會員$1120
材料費用： $30 (初班包括珠心算書本第一期及第二期書一

本、算盤 )，於第一堂交給導師
對　　象： 4 - 6歲
名　　額︰ 20人 (13人以上多1位助教協助 )
備　　註：自備文具

頒發證書：出席率達80%或以上之同學，於最後一堂獲奧林
匹克數學會頒發証書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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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兒童班   邏輯謎蹤

手指巧妙速算法
課程可擴闊兒童在數學上的知識領域，除了訓練他們手腦
巧算 (手指 + 右腦 + 口訣 + 技巧 )及加強計算理念，更學
會對數字進行整理及歸類，培養他們對數學的信心及興
趣。

初階班內容：
指法定位、5指組成、9數組成、多位數組成、巧妙口訣
練習、補數加減法、湊整加減法 、調換數位加減法、連
加法、多位數連減法

初班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430719 16/07-20/08 11
10:50am-
11:50am 

二四

導　　師︰由奧林匹克學會派出經驗導師任教
費　　用：會員$1,290  
對　　象： 4 - 6歲
名　　額︰ 20人 (13人以上多1位助教協助 )
備　　註：自備文具
證　　書：出席率達80%或以上之同學，於最後一堂獲奧林

匹克數學會頒發証書乙張

音樂小跳豆
課程以有趣的教學，增強視譜能力、加快讀譜速度，從而
提升音樂學習能力。全方位音樂能力訓練：聆聽、歌唱、
讀譜、樂理、創作，透過多元化的音樂活動、認知遊戲、
辨識遊戲，讓小朋友掌握視譜技巧，同時訓練音樂感、節
奏感、聆聽能力等重要音樂能力。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510719  18/07-15/08 5
9:40am-
10:40am

四

導　　師︰由Prism Art & Science Academy派出具經驗幼兒音
樂導師任教

費　　用︰會員$600
對　　象︰ 3 - 5歲
名　　額： 12人

樂韻天地

流行曲演唱體驗班
介紹歌唱基本概念，使小朋友發展出一把好聲音，學習氣
息控制，掌握不同呼吸方法、吐氣、換氣等技巧。訓練
低、中、高聲區的技巧，同時學習把握歌曲的風格與音
樂表現形式，挑選不同歌曲練習，嘗試演唱的基本表現 
狀態。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530719  18/07-15/08 5
12:00pm-
1:00pm

四

導　　師︰由Prism Art & Science Academy派出具經驗幼兒音
樂導師任教

費　　用︰會員$600
對　　象︰ 6 - 9歲
名　　額： 10人

奧林匹克數訓練班 
要使學生有良好的數學基礎，必須提高兒童的數學水平，
促進他們的智力開發，並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激發兒童
學習興趣，從易到難，逐步深入。
課程內容：
升K.2 - K.3
畫出路線、缺少哪部份、空間辯識練習、組合訓練、配對
游戲、誰的倒影、誰的倒影、找不同、考眼力、找謎宫、
找位置、綜合練習。
升P.1 - P.2
數長方形和正方形、益智趣題、算識謎題、找規律填數、
速算和巧算、推算判斷、趣味填數、 考考自己、應用題。

對象︰升K.2 - K.3學生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4407A19 16/07-20/08 11
12:00pm-
1:00pm 

二四

對象︰升P.1 - P.2學生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4407B19 16/07-20/08 11
1:10pm-
2:10pm

二四

導　　師︰由奧林匹克學會派出經驗導師任教
費　　用︰會員$1,130  
名　　額︰ 20人 (13人以上多1位助教協助 )
備　　註：自備文具
證書頒發：出席達80%或以上之同學，於最後一堂獲奧林匹

克數學會頒發証書乙張

 

•

樂
韻
天
地
•

•

邏
輯
謎
蹤
•



24 循道衛理中心 - 暑期課程特刊 2019

暑期兒童班   樂韻天地

迪士尼系列Ukulele小結他入門課程
內容主要會教授多首經典迪士尼系列歌曲如Let It Go、It ś 
a small world和Remember me 等等間奏或獨奏曲目，令學
員透過耳熟能詳的歌曲對音樂產生興趣，並先透過簡單而
又熟悉的Mary had a little lamb, Twinkle winkle little star等曲
目帶著學生學習基本的音樂知識如 : 讀譜、數拍子、左右
手運用及手持結他的姿勢，藉此帶著學生們走進迪士尼的
音樂世界，發揮音樂的潛能。

在每節課堂完結後，老師會為每個學生填寫報告，讓學生和家
長們清楚每節學習的重點和練習方法。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540719 16/07-20/08 6
9:40am-
10:40am

二

導　　師︰ Mr. Jacky Yip(英國倫敦聖三一音樂學院結他ATCL
演奏文憑（Distinction) 

費　　用︰會員$840     
對　　象︰ 4 - 6歲
名　　額： 10人
備　　註： 1. 每人提供一個小結他於課堂使用或學員可自備

上堂

2. 如需回家練習，可於第一堂向導師代為訂購，
費用約$220

「Ukulele小結他彈唱」入門班
課程由淺入深，先從和弦譜的看法、彈奏姿勢、不同的伴
奏方式和基本拍子的應用開始，再到學生能自彈自唱的
技巧。由於每個學生喜歡的音樂風格和歌曲也有不同。
此課程的歌曲範圍很廣泛，會由兒歌主題再到現今流行
歌曲，其中包括有經典主題曲How far I ĺl go，Beauty and 
the beast 和Remember me及韓國人氣偶像組合BTS、
TWICE，以及歐美人氣偶像Taylor Swift、Maroon 5、Alan 
Walker等等歌星的流行歌曲，在課程中，老師亦會因為學
生所喜歡的歌曲編寫和教授，令學員能提高學習的興趣
和學習不同的音樂風格，對日後學習流行音樂有很大的 
幫助。

在每節課堂完結後，老師會為每個學生填寫報告，讓學生
和家長們清楚每節學習的重點和練習方法。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550719 16/07-20/08 6
10:50am-
11:50am

二

導　　師︰ Mr. Jacky Yip(英國倫敦聖三一音樂學院結他ATCL
演奏文憑（Distinction)，

費　　用︰會員$840      
對　　象︰ 6 - 12歲
名　　額： 12人
備　　註： 1. 每人提供一個小結他 

於課堂使用或學員可 
自備上堂

2. 如需回家練習，可於 
第一堂向導師代為訂 
購，費用約$220

音樂亂打Show !
有別於過往以傳統樂器為主的音樂課程，學生跟隨老師
的指導，藉著敲擊日常接觸的用品，演繹一場「音樂亂打
Show」！富創意的敲擊樂訓練，有趣的節奏遊戲及團隊
合作表演，在輕鬆互動的學習環境下，學生能天馬行空地
發揮天賦的音樂創造力及提升學習音樂的興趣！

最後一節課，會安排學生進行一場精彩的亂打音樂會，並
提供飾物服裝作學生表演之用，歡迎家長一同觀賞，讓學
生和家長在暑假尾聲留下美好的回憶！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490719 17/07-21/08 6
9:45am-
11:15am

三

導　　師：由迦南創意教育派經驗之導師任教
費　　用：會員$1080      
對　　象：升K.1 - K.3學生
名　　額︰ 12人
備　　註： 1. 提供學生手冊

2. 最後一堂的5分鐘為孩子的表演 
時間，請家長預留時間欣賞

奧福兒童音樂班  
奧福音樂教育要融合音樂、舞蹈、肢體動作，節奏為音樂
之基本元素。讓孩子們在充滿音樂氣氛的環境中去感受音
樂、欣賞音樂、研習音樂。讓孩子在遊戲中學習，以生動
活潑的教學方法來引導孩子進入音樂的殿堂。

課堂內容：

1. 舞蹈與律動配合球、紗巾、彩帶、呼啦圈、氣球，隨著
音樂快樂的舞動，令音樂的元素成為看得見的舞蹈。

2. 樂器合奏：是探索音樂的主要方式，包括天然樂器、
自製樂器、身體樂器、奧福樂器（有調及無調敲奏 
樂器）。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590719 16/07-13/08 5
1:30pm-
2:30pm

二

導　　師︰由Sheep Yard Education派出黃愛兒老師任教 (具
十多年任教幼稚園 /奧福經驗 )

費　　用：會員$850
對　　象︰ 3 - 5歲
名　　額︰ 8人 (小班教學 )

身體發聲doremi
其實身體是一種特別的樂器，可以透過不同的方式發出聲
音，例如 :拍、敲、踏、吹、唱等，並配合製作不同的自製
樂器，讓幼兒享受音樂，更能提升大小肌肉的協調及運用。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500719 17/07-21/08 6
1:20pm-
2:20pm

三

導　　師︰陳美琪女士 (持香港浸會大學幼兒工作高級文憑，
十多年幼兒教學資深導師 )

費　　用：會員$640
材料費用： $20於第一堂交導師 
對　　象： 3 - 5歲
名　　額： 12人
備　　註：課程包括4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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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兒童班   樂韻天地

拇指琴入門班 
「音樂盒主題」拇指琴 (Kalimba)是一種源於非洲的樂器，
主要是用大拇指彈奏，是一種簡單而有趣的樂器，並在學
習過程中能啟發音樂的潛能。

拇指琴主要分成10鍵與17鍵兩種尺寸。由於拇指琴體積
很小，所以攜帶方便，而且聲音清脆和廣闊，像音樂盒裏
的音樂般優美並適合伴奏和合奏。

課程內容會教授同學們彈奏姿勢和閱讀KTabs譜和簡譜，
籍此讓學員能認識拍子。由於拇指琴的聲音像音樂盒，所
以歌曲會選自相關的曲目如天空之城、龍貓、Canon in D
和kiss the rain等多首間奏和獨奏曲目，並且會先透過簡單
的歌曲如Jingle bell、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等目曲和練
習來讓學員打好學習基礎。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560719 16/07-20/08 6
12:00pm-
1:00pm

二

導　　師︰ Mr. Jacky Yip(英國倫敦聖三一音樂學院結他ATCL
演奏文憑（Distinction)，多年教學經驗

費　　用：會員$780   
對　　象： 5 - 8歲
名　　額： 8人
備　　註： 1. 鍵拇指由導師提供於 

課堂學習或學員可自 
備上堂

2. 如需回家練習，可於 
第一堂向導師代為訂 
購「17鍵拇指$220

3. 課堂導師將會使用結 
他伴奏

陶笛入門班
陶笛是一種具有悠久歷史的吹管樂器，一般可分6孔和12
孔，小的聲音清脆嘹亮；大的聲音低沉婉轉；而且學習和
讀譜也很容易理解，體積細小，攜帶方便，所以深受大眾
歡迎。
本課程會先教授同學吹奏姿勢、閲讀簡譜和拍子，課程會
教授多首經典兒歌如Do Ri Me、小星星和Jingle Bell等曲
目，藉此培養學員學習音樂的興趣。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570719 17/07-21/08 6
9:40am-
10:40am 

三

導　　師︰ Mr. Jacky Yip(英國倫敦聖三一音樂學院結他ATCL
演奏文憑（Distinction)，多年教學經驗

費　　用：會員$730  
對　　象： 5 - 8歲
人　　數： 8人
備　　註：自備6孔笛或由導師代為購買，費用約$110(不設

95折 )於報名時一拼收取

非洲鼓音樂班

兒童A班 
導師以有趣的手法教授基本打鼓技巧，透過不同的節奏
訓練，建立小朋友的音樂感及節奏感，提升他們的專注
力和記憶力，訓練手腦靈活，增強與他人溝通，培養隊
合作精神。

對象：3-6歲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5207A19 18/07-22/08 6
11:00am-
12:00pm 

四

名　　額： 14人

兒童B班   
導師以有趣的手法教授基本打鼓技巧，透過不同的節奏
訓練，合唱非洲	謠，建立小 朋友的音樂感及節奏感，提
升他們的專注力和憶力，訓練手腦靈活，增強與他人溝
通，培養隊合作精神。

對象：6-12歲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5207B19 18/07-22/08 6
9:45am-
10:45am 

四

名　　額： 14人

導　　師︰由Zion Education派出專業導師 Ian哥哥任教
費　　用：會員$800  
備　　註： 1. 每人提供一個非洲鼓上課

2. 最後一堂的5分鐘為孩子的表演時間，並提供
服裝、飾物、請家長預留時間欣賞

DIY Ukulele由你創
教授學員組裝ukulele，包括拼合琴頸、裝上上下弦枕、換
線方法，籍此透過ukulele 組件製作加深對ukulele 各部分
的認識。讓每位同學也能製造一枝獨一無二的Ukulele！

課程會分三堂為組裝ukulele和上色，其餘三堂為教授學員
彈奏和調音。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580719 17/07-21/08 6
10:50am-
11:50am 

三

導　　師︰ Mr. Jacky Yip(英國倫敦聖三一音樂學院結他ATCL
演奏文憑（Distinction)，多年教學經驗

費　　用：會員$780  
材料費用：費用約$150(不設95折 )於報名時一拼收取
對　　象： 6 - 11歲 
人　　數： 6人

•

樂
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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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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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筆書法班
教授楷書為主，教授學生字體結構，學生透過課程學習漢
字歷史從而掌握到裝字要訣。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640719   19/07-23/08 6
2:30pm-
3:30pm 

五

導　　師︰陳浪曦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中國書法文憑 )
費　　用︰會員$540
材料費用： $20於第一堂交導師
對　　象︰ 6 - 12歲
名　　額： 10人

毛筆書法班
敎授執筆和基本筆法，以楷書為主。課堂會教授適齡學童
中國經典趣味小故事，加強學生中文能力及歷史知識。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650719   19/07-23/08 6
3:40pm-
4:40pm 

五

導　　師︰陳浪曦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中國書法文憑 )
費　　用︰會員$540 
材料費用： $60於第一堂交導師 (不包括毛筆 ) 

(堂上毛筆由老師提供 )，如需訂購可於堂上向導師
訂購

對　　象︰ 6 - 12歲
名　　額： 10人
備　　註：自備手袖及圍裙

黃老師畫室「視覺藝術班」
課程旨在令小朋友能輕鬆面對視藝科的呈分，以生活有趣
人物和事物為題材，啟發小朋友對繪畫的興趣。老師利用
生動有趣的講解和示範，教授進一步繪畫技巧基礎，透過
每堂不同的主題，讓小朋友更加掌握用油粉彩和廣告彩的
技巧，從而增進在校視覺藝術科的成績。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660719 16/07-20/08 6
2:45pm-
4:15pm 

二

導　　師︰由Sheep Yard Education派出具十多年任教幼稚園
黃愛兒老師任教

費　　用：會員$1050
材料費用：約$50，於第一堂交導師
對　　象︰升 P1 - P4 學生
名　　額︰ 8 人 (小班教學 )
備　　註：自備圍裙、手袖及濕毛巾

黃老師畫室「3D 創作藝術班」
課程採用不同種類型的顏料和物料，包括粉彩、蠟筆、塑
膠彩和輕黏土等，畫出色彩漸變及深淺層次效果，製作除
了可發揮個人的創意之外，更可以培養耐性、專注力和觀
察力，同時可提升腦、眼、手的協調能力。

對象︰ 3-5歲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6707A19 18/07-22/08 6
1:30pm-
2:30pm 

四

對象︰ 5-9歲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6707B19 18/07-22/08 6
2:45pm-
3:45pm 

四

導　　師︰由Sheep Yard Education派出具 
十多年任教幼稚園黃愛兒老師任教

費　　用：會員$900 
材料費用：約$150 於第一堂交導師
名　　額︰ 8人 (小班教學 )
備　　註： 1. 自備圍裙、手袖及濕毛巾

2. 作品包括 3 幅 (30cmx40cm)3D 立體油畫板

立體粘貼手工美勞
創意加益智，發揮想像力，用色彩繽紛的貼紙做出立體功
能性的美勞作品。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680719 18/07-22/08 6
9:40am-
10:40am 

四

導　　師： Ms Charlotte(現於學校及社區中心任教，多年教學
經驗 )

費　　用：會員$600
材料費用：約$100於第一堂 

交給導師 
對　　象： 4 - 7歲
名　　額： 12人
語　　言：英語授課
備　　註：自備圍裙、手袖及 

濕毛巾

英語迪士尼 
「卡通開心畫」&「卡通手工」

每堂小朋友可選擇自己心愛的迪士尼卡通公仔，用畫和手
工形式表達出來。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690719 18/07-22/08 6
10:50am-
11:50am

四

導　　師： Ms Charlotte(現於學校及社區中心任教，多年教學
經驗 )

費　　用：會員$600
材料費用：約$100於第一堂交給導師
對　　象： 3.5 - 7歲 
名　　額： 12人
語　　言：英語授課
備　　註：自備圍裙、手袖及濕毛巾

暑期兒童班   視覺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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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兒童班   視覺藝術

3D打印筆立體畫
用3D打印筆畫出平面或者立體的畫作，充分發揮想像力
以及腦和手腳協調，以及促進思考力。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700719 18/07-22/08 6
12:00pm-
1:00pm

四

導　　師： Ms Charlotte(現於學校及社區中心任教，多年教學
經驗 )

費　　用：會員$600
材料費用：約$150於第一堂交給導師 

(3D打印筆課堂完結後會送贈小朋友 )
對　　象： 6 - 10歲
名　　額： 12人
語　　言：英語授課
備　　註：自備圍裙、手袖及 

濕毛巾

英語樂高積木創意班
讓兒童一邊學習英語，一邊利用樂高方塊和樂高周邊物
品，創做出他們喜愛的物品，啟發創意想空間。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710719 18/07-22/08 6
1:10pm-
2:10pm

四

導　　師： Ms Charlotte(現於學校及社區中心任教，多年教學
經驗 )

費　　用：  會員$600
材料費用：約$150於第一堂交給導師
對　　象： 4 - 9歲
名　　額： 12人
語　　言：英語授課
備　　註：全期有6個作品

Marvel 英雄手工勞作
用色彩繽紛的黏土做出不同形態種類嘅Marvel英雄。
小朋友可選擇自己想做出之P英雄嘅類型 ,好玩且趣味 
性高。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720719 18/07-22/08 6
2:30pm-
3:30pm

四

導　　師： Ms Charlotte(現於學校及社區中心任教，多年教學
經驗 )

費　　用：會員$600
材料費用：約$100於第一堂交給導師 
對　　象： 5 - 9歲
名　　額： 12人
語　　言：英語授課
備　　註：自備圍裙、手袖及濕毛巾

創意彩繪素描班
拋棄枯燥的黑白鉛筆素描，直接帶領大家進入彩色的世界。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730719 18/07-22/08 6
3:40pm-
4:40pm

四

導　　師：  Ms Charlotte(現於學校及社區中心任教，多年教
學經驗 )

費　　用：會員$600
對　　象： 6 - 11歲
名　　額： 10人
備　　註：自備A3畫薄 (顏色筆由導師提供 )

嘩!哈!「Q版四格漫畫」創作班
本課程主要為教授繪畫四格漫畫之基本技巧。透過導師創
作性的指導，通過每堂不同的漫畫主題來創作簡單故事，
啟發小朋 友天馬行空的無限創作，同時提升審美能力。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740719 16/07-20/08 6
1:10pm-
2:10pm 

二

導  師︰ DICKY哥哥 (任教十多年專業漫畫及創作劇導師 )
費  用︰會員$560
對  象︰ 4 - 9歲
名  額︰ 15人
備  註：自備木顏色、臘筆、畫簿

卡通人物綜合藝術班
課程教授各卡通人物的造型 ,運用不同媒介、如油粉彩、
塑膠彩、黏土、拼貼、學習繪畫卡通人物的方法。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750719 17/07-21/08 6
9:45am-
10:45am 

三

導　　師： T T姐姐 (資深美術導師 )
費　　用：會員$570     非會員
材料費用：約$70於第一堂交給導師
對　　象： 4 - 8歲
名　　額： 12人
備　　註：自備圍裙、手袖、濕毛巾

英語綜合藝術畫班
課程教授不同媒介的運用，如水彩、油粉彩、塑膠彩、木
顏色、小手工、黏土 ,讓小朋友多方面認識藝術世界。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760719 17/07-21/08 6
11:00am-
12:00pm 

三

導　　師： T T姐姐 (資深美術導師 )
費　　用：會員$580
材料費用：約$70於第一堂交給導師
對　　象： 3 - 6歲
名　　額： 12人
語　　言：英語授課
備　　註 ：自備圍裙、手袖、濕毛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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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體公主人物黏土班
課程會教授受小朋友歡迎的公主人物，以黏土及特別配件
制作。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800819 07/08-21/08 3
3:30pm-
3:45pm 

三

導　　師： T T姐姐 (資深美術導師 )
費　　用：會員$300 
材料費用：約$60於第一堂 

交給導師
對　　象： 3 - 6歲
名　　額： 8人
備　　註 ： 1. 自備圍裙、 

手袖、濕毛巾

2. 完成3件作品

奶油黏土興趣班
「奶油土」黏土，是透過擠花嘴工具擠出想要的形狀，再搭
配其他黏土，組合於不同的材質上，美觀又實用。

課堂作品：

1.卡通相架 2.生果雪糕杯 3.版小豬嘜飾物盒
4.意公仔文具盒 5.人魚音樂盒 6.日蛋糕Memo夾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810719 19/07-23/08 6
9:40am-
10:40am

五

導　　師：李少嫺女士 (資深美術導師 ) 
費　　用：會員$500  
材料費用： $120於第一堂 

交給導師
對　　象： 5 - 8歲
名　　額： 12人
備　　註：自備手袖、圍裙、 

濕紙巾、膠盒子

創意「雪花泥泡泡土」黏土班
本課程教授孩子，運用雪花泥泡泡土，配合其他不同黏
土，訓練孩子透過搓揉、捏塑技巧，提高手、眼協調及專
注力，增加與孩子們的互動，一起發揮創造力。

課堂作品：

1.房子錢箱 2.貓咪紙巾盒 3.通公仔筆筒
4.幻水晶球 5.內植物盆景 6.寶盒1.小房子錢箱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820719 19/07-23/08 6
10:50am-
11:50am

五

導　　師：  李少嫺女士 (資深美術導師 ) 
費　　用：會員$550  
材料費用： $120於第一堂 

交給導師
對　　象： 6 - 11歲
名　　額： 12人
備　　註：自備手袖、圍裙、 

濕紙巾、膠盒子

兒童塑膠彩班
課程教授塑膠彩的特性，不同類型畫筆應用，學習構圖比
例，上色配色效果。課程以不同專題活動方式引導 ,激發
創意 ,享受塑膠彩的樂趣。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770719 17/07-21/08 6
12:15pm-
1:30pm 

三

導　　師： T T姐姐 (資深美術導師 )
費　　用：會員$600
材料費用：約$100 

(4幅油畫布框 ) 
於第一堂交給導師

對　　象： 6 - 12歲
名　　額： 12人
備　　註 ：自備圍裙、手袖、 

濕毛巾

創意彩墨畫  
課程教授水墨畫的基本技巧，如毛筆運用，水墨控制，色
彩配搭，透過日常所見的動植物 ,大自然 ,生活用品等情
景，引導小朋友觀察及思考，培養藝術文化。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780719 17/07-21/08 6
2:15pm-
3:15pm 

三

導　　師： T T姐姐 (資深美術導師 )
費　　用：會員$570
材料費用： $35(包一把紙傘 ) 

於第一堂交導師
對　　象： 5 - 10歲
名　　額： 12人
備　　註 : 自備圍裙、手袖、濕毛巾 

立體模型建構班
課程運用積木，硬卡紙，黏土等的素材 ,拼砌組裝一件又
一件的立體模型。學習立體形狀，結構，訓練耐性，多思
考，完成可玩樂的模型。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790719 17/07-31/07 3
3:30pm-
4:45pm

三

導　　師： T T姐姐 (資深美術導師 )
費　　用：會員$300 
材料費用：約$60於第一堂交給導師
對　　象： 6 - 12歲
名　　額： 8人
備　　註 : 1. 自備圍裙、 

手袖、濕毛巾

2. 完成3件作品

暑期兒童班   視覺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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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兒童班   視覺藝術

日本UV水晶滴膠飾品班
UV 水晶膠是日本手工藝，又稱為 UV 滴膠。 UV 膠是透過
紫外線 (UV) 照射後硬化，配合不同材質及模具使用，製作
成不同形態的千變萬化配飾。 

課堂作品：

1.吊咀連頸鍊 2.手鍊 3.鏤空匙扣
4.髮飾 5.小鏡子 6.心口針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830719 19/07-23/08 6
12:00pm-
1:00pm

五

導　　師：李少嫺女士 (資深美術導師 )
費　　用：會員$550
材料費用： $120於第一堂 

交給導師
對　　象： 6 - 12歲
名　　額： 12人
備　　註：自備手袖、圍裙、 

濕紙巾

碟古巴特餐紙藝術拼貼班
Decoupage Art — 蝶古巴特拼貼藝術 , 源自於法文動詞，
其意思是將美麗圖型剪下，拼貼裝飾於木器、玻璃、布藝
或家俱上，利用不同圖案拼貼出作品，展現出創意設計的
裝飾藝術，自製獨一無二的精品！

課堂作品：

1. 藝術玻璃碟 2. 掛畫 3. 環保布袋
4. 錢箱 5. 雜物架 6. 散子包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840719 19/07-23/08 6
1:15pm-
2:15pm

五

導　　師：李少嫺女士 (資深美術導師 ) 
費　　用：會員$550 
材料費用： $140於第一堂 

交給導師
對　　象： 7 - 11歲
名　　額： 12人
備　　註：自備手袖、圍裙、 

濕紙巾

仿真黏土麵包屋
麵粉黏土塑造性甚高，發揮自由度較大以及容易掌握，兒
童透過麵粉黏土製作出立體造型並配合創意，作品有蛋
撻 ,腸仔包 ,波羅包 ,法包等約十多種麵包 . 組合成一座 .濶
22CM 高15CM 深15CM麵包屋，送禮或作擺設均可。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850719 15/07-19/08 6
9:40pm-
10:40pm 

一

導　　師：盧雁明女士 (資深手工藝導師 )
費　　用：會員$480  
材料費用：約$120於第一堂 

交給導師
對　　象： 6歲半以上
名　　額： 12人
備　　註：請自備膠盒

搓搓繽紛黏土樂 
黏土塑造性甚高及容易掌握，如製作精美兔仔蛋糕、睛空
青蛙、Welcome 熊仔、海洋鯨魚、美味早餐、Tea set 漢
宝包等，再加上色彩繽粉之顏料，做出美麗可愛的小玩
意，從而發揮其創作潛能，啟發兒童無限創意。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860719 15/07-19/08 6
10:50am-
11:50am 

一

導　　師：盧雁明女士 (資深手工藝導師 )
費　　用：會員$480
材料費用：約$120於 

第一堂交給 
導師

對　　象： 4 - 6歲 
名　　額： 12人
備　　註：請自備膠盒

創意手製皮革飾物班
利用多種類的皮革 ,運用不同技巧以製作 , 運用針線進行巳
打孔的皮革穿線縫合 ,並利用皮革エ具壓花及刻字製作 鎖
匙扣 , 零錢包 , 心形書簽 , 手帶等 ,同時可以培養小朋友專
注力 .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870719 15/07-19/08 6
12:00pm-
1:00pm 

一

導　　師：盧雁明女士 (資深手工藝導師 )
費　　用：會員$580
材料費用：約$160於第一堂交給導師
對　　象： 7歲以上
名　　額： 8人
備　　註： 1. 請自備膠盒 

2. 完成課堂約有4個作品

•

視
覺
藝
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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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兒童班   視覺藝術

「企鵝畫室」講講故事畫畫畫
以圖書講故事形式引領小朋友的思維，透過發問來啟發創
意，提升自信及語言表達能力，再利用圖像來補充文字的
記憶，增加小朋友對故事的印象和了解，從而培養小朋友
閱讀和學習的興趣。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880719 15/07-19/08 6
1:20pm-
2:20pm

一

導　　師：由企鵝畫室派出Tiffany 姐姐任教（幼稚園繪畫導
師，經驗豐富）

費　　用：會員$660
對　　象： 3 - 6歲
名　　額： 12人
備　　註： 1.  自備圍裙、手袖、濕毛巾

2. 費用已包括材料費及所有課堂素材由導師 
提供

「企鵝畫室」童心童創繪本班
結合豐富的想像力和創意製作童話繪本；從簡單的故事出
發，經歷故事內容，描繪心中所想，從中了解小朋友是如
何看世界。課程完結的作品將會是小朋友一本原創的繪本
故事書。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890719 15/07-19/08 6
2:30pm-
3:30pm

一

導　　師：由企鵝畫室派出Tiffany 姐姐任教（幼稚園繪畫導
師，經驗豐富）

費　　用：會員$660
對　　象： 4 - 7歲
名　　額： 12人
備　　註： 1. 學員需自備圍裙、手袖、濕毛巾

2. 費用已包括材料費及所有 
課堂素材由導師提供

「企鵝畫室」成語繪畫廊
搜羅一些中國的成語或成語故事作背景及主題，用不同的
方式解說和小朋友分享。通過這些傳統故事，加強小朋友
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興趣，鼓勵更深入探索，有助於將來對
詞彙的運用。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900719 15/07-19/08 6
3:40pm-
4:40pm

一

導　　師：由企鵝畫室派出Tiffany 姐姐任教（幼稚園繪畫導
師，經驗豐富）

費  用：會員$660
對  象︰ 5 - 8歲
名　    額： 12人
備　　註： 1. 自備圍裙、手袖、濕毛巾

2. 費用已包括材料費及所有 
課堂素材由導師提供

機靈巧手小木匠
利用大型木塊和螺絲組裝飛機、大炮和風車等最少五款玩
意，學習螺絲批、錘子及把手用途外，在不同難度製作中
訓練對形狀、顏色和手眼協調。賣點是讓小朋友親手拼砌
可真正坐下來的椅子。

作品內容：

1. 貨車 2. 大炮 3. 飛機 4. 風車 5. 椅子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920719 22/07-19/08 5
2:30pm-
3:30pm

一

導　　師：由勤正教育派出導師任教
費　　用：會員$600(費用已包括材料費 )
對　　象： 3 - 5歲
名　　額： 8人

DIY創意手作樂
課程透過繪畫、摺紙、剪紙、黏貼等等技巧，製作不同手
工，訓練幼兒手、腦、眼協調，幫助全腦發展，讓孩子通
過動手發展智力，訓練兒童專注力及組織能力。

對象： 4-6歲
課堂內容

小兔子 
之家

創意 
馬賽克畫

皇冠 
生日帽diy

DIY 
創意風鈴

手工風車diy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9107A19 25/07-22/08 5
2:15pm-
3:15pm 

四

對象： 6-11歲 
課堂內容

手縫昆蟲 
香包

布藝 
收納袋

手縫 
制作包包

創意 
手工花盆

手縫拖鞋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9107B19 25/07-22/08 5
3:30pm-
4:30pm

四

導　　師： Rachel姐姐任教
費　　用： 會員$420
材料費用： 約$75於第一堂交給導師 
名　　額： 10人
備  註： 自備圍裙、手袖、濕紙巾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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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空間暑期兒童班   

做個小小科學家
透過和小朋友一起動手做科學實驗和制作，並應用生活化的例子，讓小朋友明白箇中的科學原理。 
課程將滿足小孩對生活科學的好奇，刺激其小宇宙發揮！

對象： 4-6歲
課堂主題  課堂內容

單元一 科學ＤＩＹ DIY天平稱 自製望遠鏡 自製折射鏡 自製手工香皂 DIY投籃器 創意吸塵器

單元二 探索自然科學 小熊跳舞機 國旗升降台 手搖發電機 電磁鞦韆 日月地模型 電動蹺蹺板

單元三 物理小實驗 點水成冰 滅火小實驗 溶解與過濾 水中花園小制作 恐龍化石考古挖掘

單元四 交通總動員 風力三輪車 滑行小飛機 越野風力車 空氣動力車 雙螺旋槳車

(單元一 ) 科學DIY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9707A19 22/07-26/08 6
9:45am-
10:45am

一

(單元二 ) 探索自然科學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9707B19 22/07-26/08 6
11:00am-
12:00pm

一

(單元三 ) 物理小實驗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9707C19 26/07-23/08 5
12:15pm-
1:15pm

五

(單元四 ) 交通總動員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9707D19 26/07-23/08 5
1:30pm-
2:30pm

五

對象： 6-11歲  
課堂主題 課堂內容

單元一 汽車總動員 電動自行車 電動小坦克 空氣動力車 風力越野車 F1電動賽車 太陽能小車

單元二 生活科學室 手搖發電機 手搖閘門桿 液壓機械手 電動飛天鞦韆 幸福摩天輪 手搖泡泡機

單元三 科學用處多 電動懸浮球 DIY驗鈔機 自製電動機 自動繪圖儀機 液壓挖掘機 機械密碼箱

單元四 科學機械人 健身機器人 爬行小壁虎 騎車機器人
振動多足 
爬行機器人

爬蟲機械人 電動招財貓

單元五 飛機與小船 拉線小船 電動滑翔機 空氣動力快艇 太陽能直升機 雙翼滑行飛機

單元六 科學真奇妙 自製萬花筒
月亮地球太陽 
三球儀

紅外綫警報器
VR手機 
3D眼鏡

手動取水器

單元七 科學實驗室 自制溫度計 空氣大炮 火山爆發 神奇造紙術 指紋鑑定

(單元一 ) 汽車總動員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9807A19 22/07-26/08 6
12:15pm-
1:15pm

一

(單元二 ) 生活科學室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9807B19 22/07-26/08 6
1:30pm-
2:30pm

一

(單元三 ) 科學用處多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9807C19 22/07-26/08 6
2:45pm-
3:45pm

一

(單元四 ) 科學機械人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9807D19 22/07-26/08 6
4:00pm-
5:00pm

一

 (單元五 ) 飛機與小船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9807E19 26/07-23/08 5
9:45am-
10:45am

五

(單元六 ) 科學真奇妙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9807F19 26/07-23/08 5
11:00am-
12:00pm

五

(單元七 ) 科學實驗室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9807G19 26/07-23/08 5
2:45pm-
3:45pm

五

導　　師： Rachel姐姐任教
費　　用： (5堂 )會員$465      

(6堂 )會員$560
材料費用： (5堂 ) $100 / (6堂 ) $120 

於第一堂交給導師 
名　　額： 16人 

 (10人以上多1位導師 )
備　　註： 1. 每堂親自動手做小

作品及試驗帶回家 
(課堂內容不分次序
教學 )

2. 導師於第一堂派發
AA電芯兩粒，學員
必需每堂攜帶並貼
上姓名

•

創
意
空
間
•

•

視
覺
藝
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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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空間暑期兒童班   
國際象棋研究坊

國際象棋與中國象棋稍有相似，猶如西方國家的戰爭，大
家必須保護國王，擊敗對方的國王。由於每隻棋子的行動
方式都有所不同，加上行動範圍甚廣及特別的規則，讓棋
手可以更享受議定策略的樂趣。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1020719 17/07-21/08 6
1:20pm-
2:35pm

三

導　　師： Solong 哥哥 (多年教學經驗 )
費　　用：會員$690     
對　　象： 5 - 10歲
名　　額： 10人
備　　註：象棋由導師提供

天才雜耍樂
雜耍是一門高深的學問，可以同時提高小朋友的手、眼及
腦部協調，訓練其手眼應用，提高靈活度。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1030719 17/07-21/08 6
3:50pm-
4:50pm

三

導　　師： Solong 哥哥 (於大型商場作氣球及魔術表演 )
費　　用：會員$530      
對　　象： 5 - 10歲
名　　額： 10人
備　　註： 1. 提供雜耍道具 

上課用

2. 額外訂購雜耍 
道具，請向導師 
查詢

魔術奇幻小世界 
魔術是一種表演藝術，導師會以互動有趣的方式教授不同
的魔術手法、理論及表演技巧，包括近景魔術、舞台魔
術、心靈魔術等，配合不同的魔術道具及表演技巧創造出
千變萬化的魔術效果。

對象：4-7歲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10507A19 15/07-19/08 6
2:40pm-
3:40pm

一

對象：7歲以上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10507B19 15/07-19/08 6
3:50pm-
4:50pm

一

導　　師： Mr. Johnny Wong  
(於大型商場作氣球及魔術表演 )

費　　用：會員$520      
材料費用： $35於堂上交導師
名　　額： 16人
備　　註：每堂派發魔術道具 (1或2套 )讓小朋友回家實習

神奇水動能
水壓是潔淨能源，如果應用得宜，可以產生大量動能。本
課程透過GIGO氣壓水動套裝作教材，從基本的水和空氣
的壓力概念，讓學童進一步應用於各類機械上。學童會學
習利用水壓裝置、齒輪等組件製造不同的機械，當中有動
力車、機械臂等。從學習中明白珍惜能源、減少污染的概
念，從而成為小環保工程師。【2人1組】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990719 19/07-23/08 6
3:20pm-
4:20pm

五

導　　師： Innova Workshop 派出經驗導師任教
費　　用：會員$640
對　　象： 6 - 10歲
名　　額： 12人
備　　註：不設有作品帶走

兒童電子電路積木
電子積木將導線、燈泡、摩打等電子零件變成拼裝積木形
態，鈕扣連接方式組裝電路組合。不單提高安全，還潛移
默化學習聲學、光學或磁學等原理。此套教材共335種玩
法，堂上抽取常見組合教授。

課堂內容：

1. 電燈及電風扇 (磁控 ) 4. 及閘與或閘 (AND & OR)
2. UFO飛碟 5. FM電台
3. 門鈴 (手控、光控與聲控 )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1010719 22/07-19/08 5
3:45pm-
4:45pm

一

導　　師：由勤正教育派出導師任教
費　　用：會員$640 (費用已包括材料費 )
對　　象： 6 - 12歲
名　　額： 10人

創意魔術手工班
魔術，除了魔術的技巧，魔術道具更是不可或缺的。小小
魔術手工班可以讓小朋友親自制作魔術用具，深入了解魔
術世界各式各樣的秘密，既有個人風格，更可成為與眾不
同的小小魔術師。

魔術內容： 
百變情緒骰、水果卡、小杯球、紅綠燈、神奇大力士、拍
骰變幻術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1040719 17/07-21/08 6
12:10pm-
1:10pm

三

導　　師： Solong 哥哥 (於大型商場作氣球及魔術表演 )
費　　用：會員$530
材料費用： $40於第一堂交給導師
對　　象： 5 - 10歲
名　　額： 1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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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空間暑期兒童班   
氣球紮藝班

以深入淺出的教學方式，將平凡的氣球變得千變萬化，例
如簡單的刀劍，以至各款卡通人物等。紮藝氣球可加強自
信及為家人朋友帶來無限歡樂。

主題：
1-3堂扭氣球基本功：如劍、槍、動物、花
4-6堂會學習複雜的氣球造型：如電單車、卡通人物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1060719 15/07-19/08 6
1:30pm-
2:30pm

一

導　　師： Mr. Johnny Wong  
(於大型商場作氣球及魔術表演 )

費　　用：會員$520      
材料費用： $35於第一堂 

交給導師
對　　象： 5 - 12歲
名　　額： 16人

幼兒LEGO夢幻交通工具
直昇機、大遊輪、電單車及潛水艇。小朋友最喜歡那一
種交通工具呢？本課程以交通工具為題，使用大大小小
的LEGO磚塊、不同的LEGO組件如大小齒輪、接駁組件
等，讓幼兒創作他們心目中的夢幻交通工具。自己動手，
發揮無限創意，從中訓練手部及大腦的協調性和靈活性。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1070719 19/07-23/08 6
1:00pm-
2:00pm

五

導　　師： Innova Workshop 派出經驗導師任教
費　　用：會員$640
對　　象： 4 - 6歲
名　　額： 12人
備　　註：不設有作品帶走

LEGO機械小玩具
本課程主要運用LEGO紅外線遙控裝置、摩打及不同
LEGO Technic組件，每堂均會製作不同小玩具。有平衡
板滾輪、滑雪人仔、奇趣鱷魚口等。學生會以小組形式，
在導師的指導下合作討論進行。從小組活動中，發揮無限
想像力，提昇合作精神和解難能力，引發對數碼媒體之興
趣。【2-4人1組】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1080719 19/07-23/08 6
2:10pm-
3:10pm

五

導　　師：Innova Workshop  
派出經驗導師任教

費　　用：會員$680
對　　象：6 - 10歲
名　　額：12人
備　　註：不設有作品帶走

LEGO摩天輪小模型
導師會教授拼砌一款摩天輪小模型。模型會運用齒輪
比例、槓桿原理等模擬摩天輪轉動。材料均使用LEGO 
Technic組件，參加者完成後可以帶走作品。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1090819 06/08 1
11:00am-
12:00pm

二

導　　師：由 Innova Workshop 派出導師任教
親子費用：會員$160
費　　用︰會員$100
材料費用： $180於第一堂交導師 (包括製作LEGO模型所需的

LEGO組件 )
親子對象： 4 - 10歲 (一位成人陪同上堂 )
一位對象： 7歲以上 (非親子 )
名　　額： 10人

親子卡通Led燈盒工作坊 
「Rainbow Bricks」

透過不同顏色的半透明積木，可與Lego積木混合創
作。配合獨有的Led燈盒，可擁有自己製作色彩繽紛的
Rainbow燈及卡通造型。

卡通燈盒：
A班：比卡超 
B班：熊大 (Line friends)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1100819 06/08 1
12:15pm-
1:45pm

二

導　　師： Innova Workshop 派出經驗導師任教
親子費用：會員$160     非會員$230
費　　用：會員$100     非會員$170
材料費用： $180於第一堂交導師 (包括製作卡通公仔頭所需的

Rainbow bricks及 LED燈盒一個 )
親子對象： 4 - 10歲 (一位成人陪同上堂 )
一位對象： 7歲以上 (非親子 )
名　　額： 10人

•

創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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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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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運動員智叻星
運用不同的創新創意性的互動遊戲，全面針對訓練兒童
的大小肌肉、專注力訓練、關節柔軟度及身體協調能
力，令身體各部分得到協調，減低因體弱引發的患病 
機會。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1120719 16/07-20/08 6
2:15pm-
3:15pm

二

導　　師： Mr. Jacky Chiu (體適能及跆拳道教練，十多年教學
經驗 )

費　　用：會員$480  
對　　象： 3 - 5歲
名　　額： 12人
備　　註：必須穿著輕便服裝

兒童防身自衛術Kick boxing
教授小朋友一些基本的防身自衛術及Kickboxing技巧，適
合男 /女小朋友參加。

課程包括：

1. 柔軟度拉筋練習，加強小朋友身體的柔軟度
2. 體適能訓練，增強身體的心肺功能
3. 肌肉及協調性訓練，增加肌肉耐力及強化骨骼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1130719 16/07-20/08 6
3:25pm-
4:25pm

二

導　　師： Mr. Jacky Chiu (體適能及跆拳道教練，十多年教學
經驗 )

費　　用：會員$480  
對　　象： 6 - 11歲
名　　額： 12人
備　　註：必須穿著輕便服裝

兒童互動瑜珈
小朋友會透過用一些有關簡易版的瑜珈小遊戲，與不同小
朋友進行互動，同時讓他們一起玩耍、互相認識新朋友之
外，更可以有一個更輕鬆的心情度過一個快樂的暑假。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1140719 18/07-22/08 6
2:15pm-
3:15pm

四

導　　師： Ms.Carrie  Lai (多年教學經驗 )
費　　用：會員$490  
對　　象： 5 - 10歲
名　　額： 12人
備　　註：必須穿著輕便服裝

跆拳道訓練班
動作簡單實用，由淺入深，內容包括熱身運動、體能鍛
鍊、腳法之運用、散手自衛術對拆、關節術、擒拿術、自
由搏擊、套拳操練等等。學員可通過考試而獲取認可之段
級證書。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1150719 19/07-23/08 6
2:15pm-
3:45pm

五

導　　師：香港跆拳道恒毅會 (資深黑帶五段 ) 
鄺偉明教練 (館長 ) 
男教練：黃子仁 (黑帶三段 )
女助教：曾美吉 (黑帶二段 ) 

費　　用：會員$500
對　　象： 4 - 11歲
名　　額： 25人
備　　註︰暑期班只須穿著舒適而寬鬆之運動服上堂，無須購

買道袍

運動精「英」English Sports Fun
運動精「英」是一個結合英語和運動的有趣課程。外藉導師
會以英語帶領小朋友在室內學習不同的運動遊戲。將英語
融入運動，目的是激發小朋友對運動的興趣，同時在一個
輕鬆愉快的學習氣氛下，學習英語。透過不同的運動遊戲
訓練小朋友體適能之餘，亦培養他們日常英語溝通能力。

Topics
Pompom 
Hockey 

Tunnel 
Relay

Boxing
Hula Hoops
Basketball

Obstacle 
Race

Revision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1110719 17/07-21/08 6
12:00pm-
1:00pm

三

導　　師：由迦南創意教育派出經驗外籍導師任教
費　　用：會員$900
對　　象：4 - 6歲 
名　　額：12 人
備　　註：1. 課程提供學生手冊

2. 穿著輕便衣服

兒童詠春拳
小朋友從小練習詠春拳，可啟發智力、鍛鍊專注力和意
志、培養品德、強身健體、增加自信、提升整體感官反
應、提供自我屏障保護自己、精氣神足，生命力才會充沛。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1160719 16/07-20/08 6
10:50am-
11:50am 

二

導　　師：劉全安詠春拳術會授徒沈寶思教練任教
費　　用：會員$450 
對　　象： 6 - 11歲
名　　額： 10人
備　　註： 1. 學員穿著平底運動鞋

2. 暑期班只須穿著舒適而寬鬆之運動服上堂，無
須購買道袍

動力世界暑期兒童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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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世界暑期兒童班   
夏日爵士舞不停了

爵士舞舞蹈風格獨特，音樂節奏強勁，不論是好動或好靜
的小朋友都會感興趣。課程會利用各種流行音樂，從而增
強學童的音樂及節奏感，除可學習基本的爵士舞舞蹈動
作，還可提升柔軟度和平衡力，增強身體協調性及肌肉的
耐力。導師會在課堂中編排舞蹈，從而加強小朋友的投入
感，自信和表演能力，並在最後一堂表演。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1290719 22/07-26/08 6
11:00am-
12:00pm  

一

導　　師： Ms. Cherry Tang (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多年教學
經驗 )

費　　用：會員$560
對　　象： 4 - 7歲
名　　額： 12人
備　　註： 1. 必須穿著輕便服裝上課

2. 最後一堂完班前10分鐘為孩子表演時間，請家
長預留時間欣賞

兒童 K-Pop韓國MV舞
近年「韓」流襲港，我們將以強烈節奏兼熱潮的K-pop 
music排舞，再配以快速有趣且充滿活力的動作兒童舞
蹈。課程將以輕鬆的遊戲手法，學員既能學習掌握基本舞
蹈動作，更能訓練學員作手眼身心相應的協調訓練，並於
最後一堂表演。

對象：4-6歲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13007A19 16/07-20/08 6
2:15pm-
3:15pm

二

對象：6-11歲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13007B19 16/07-20/08 6
3:30pm-
4:30pm  

二

導　　師： Ms. Cherry Tang (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多年教學
經驗 )

費　　用：會員$560  
名　　額： 12人
備　　註： 1. 必須穿著輕便服裝上課

2. 最後一堂完班前10分鐘為孩子表演時間，請家
長預留時間欣賞

劍擊班
劍擊是一項講求禮儀的運動，教授學員劍擊基本步法，進
攻及防守技巧，培養學員身體協調能力。學員不但需要靈
活敏捷身手、判斷力，考妙地在攻防之間的策略，還要迅
速判斷對方的動機。同時亦注重團隊精神和溝通能力，是
一項鍛鍊體力與智力的運動。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1170719 19/07-23/08 6
2:15pm-
3:15pm

五

導　　師：由經驗導師任教
費　　用：會員$800
對　　象： 7 - 11歲
名　　額： 12人
備　　註： 1. 必需穿著運動衫及運

動鞋上課

2. 課堂提供膠劍及面罩
上堂 (面罩於上課前
使用酒精消毒清潔 )

小型網球
網球是一項心理素質需求要不錯的運動，一來一往的接發
球也是大有學問，而且走位、姿勢、握拍都很有講究。是
一項集技術和智力於一身的體育運動，必須不斷地進行判
斷、反應。運動者可以鍛鍊他的控制力、耐力，養成良好
的團隊精神和良好的性格。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1180719 19/07-23/08 6
3:30pm-
4:30pm

五

導　　師：由經驗導師任教
費　　用：會員$720
對　　象： 7 - 11歲
名　　額： 12人
備　　註：必需穿著運動衫及運動鞋上課

幼兒芭蕾舞班Preparation Class
現今的小朋友精伶可愛，智力及腦力發展訊速。
Preparation Class導師以故事及遊戲方式上課，想享受跳
舞樂趣的小朋友，快快齊齊來報名啦﹗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1240719 19/07-23/08 6
10:00am-
10:45 am  

五

導　　師：香港舞蹈學院派出導師任教
費　　用：會員$610
對　　象： 3 - 5歲
名　　額： 15人
芭蕾舞衣：暑期班只須穿上輕便衣服或芭蕾舞衣，跳舞鞋或技

巧鞋上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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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健體班(Fundamental movement)
健身球運動是近年流行的一項健體運動，簡單的一個球就
能變化出不同的運動招式。對小朋友成長有極大幫助，進
行體能訓練，可以訓練出小朋友良好的平衡感，大小肌肉
訓練和手眼協調能力，以及透過健身球及各種動作組合，
增加趣味性，從而引發他們積極參與運動的主動及興趣。
小朋友運用健身球進行平衡訓練，對步行，跳躍及跑步也
掌握了基礎的穩定及移動技能。統合了身體不同組合的動
作，使其感覺統合能力增強，達致強化專注力，促進靈敏
度，體力及柔韌度的最佳表現。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1190719 19/07-23/08 6
3:30pm-
4:30pm

五

導　　師： Ms. Jennifer Liu (10多年健體舞健身教學經驗 )
費　　用：會員$540 
對　　象： 5 - 11歲
名　　額： 12人

Slimming Funky Dance Kids
隨著輕快音樂節拍，令小朋友從趣味性的舞蹈動作中增強
音樂感，舒展大小肌肉的運動，從舞步中提升集中力及四
肢之協調能力，同時透過舞動培養運動興趣及增強群體適
應力。

對象：3-5歲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1230719 19/07-23/08 6
2:15pm-
3:15pm

五

導　　師： Ms. Jennifer Liu (10多年健體舞健身教學經驗 )
費　　用：會員$540
對　　象： 3 - 5歲
備　　註：最後一堂完班前10分鐘為孩子表演時間，請家長

預留時間欣賞

Fun in Dance
教授小朋友聆聽音樂，隨著節拍舞動身體，並透過富想像
力的小遊戲與小朋友進行伸展身體各部位，讓他們發揮創
作的小宇宙，同時提升自信心和表演能力。課堂中，導師
會為學生編排舞蹈，並在最後一堂表演。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1280719 22/07-26/08 6
9:45pm-
10:45pm  

一

導　　師： Ms. Cherry Tang (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多年教學
經驗 )

費　　用：會員$560
對　　象： 3 - 5歲
名　　額︰ 12人
語　　言：英語授課 / 輔以粵語 (附以英文兒歌 )
備　　註： 1. 必須穿著輕便服裝上課

2. 最後一堂完班前10分鐘為孩子表演時間，請家
長預留時間欣賞

動力世界暑期兒童班   
兒童拉丁舞 

課程將會教授：查查舞、牛仔舞、森巴舞、鬥牛舞等，
各有不同風格，傳統拉丁舞是二人組合，但近年流行
單人舞蹈，不需要舞伴也可以表演，大大提昇表演者的 
自信。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1270719 22/07-26/08 6
11:00am-
12:00pm

一

導　　師： Ms. Wendy Chui (十多年教學經驗 )
費　　用：會員$480
對　　象： 6 - 12歲
名　　額： 12人  
備　　註：必須穿著輕便服裝、跳舞鞋或技巧鞋上課

幼兒勁舞班 Baby Jazz
融合了活潑的音樂及舞步，訓練小朋友初階音樂節奏感和
身體協調性；課程透過導師的舞蹈編排，建立小朋友的自
信心，創造力，培養身體柔軟度以及表演技巧。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1250719 17/07-21/08 6
2:15pm-
3:15pm

   三

導　　師： Connie Wong姐姐 (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多年表
演及教學經驗 )

費　　用：會員$560  
對　　象： 3 - 5歲
名　　額： 12人
備　　註： 1. 必須穿著輕便服裝上課

2. 最後一堂完班前10分鐘為孩子表演時間，請家
長預留時間欣賞

流行爵士舞Pop Jazz
是一種節奏明快而充滿活力的舞蹈，當中混合了爵士舞以
及街舞，講求對音樂的感覺，讓身體隨著音樂舞動。Pop 
jazz 的舞步比傳統爵士舞更添活力和表現力。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1260719 17/07-21/08 6
3:30pm-
4:30pm

三

導　　師： Connie Wong姐姐 (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多年表
演及教學經驗 )

費　　用：會員$560
對　　象： 6 - 12歲
名　　額： 12人
備　　註： 1. 必須穿著輕便服裝上課

2. 最後一堂完班前10分鐘為孩子表演時間，請家
長預留時間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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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小廚師Super Chef
英語小廚師是一個新奇、有趣、充滿歡樂的英語無火烹飪課程。由外籍老師用英語示範製作一些適合不同場合的簡單西式
美食。在輕鬆的氣氛中認識西方的飲食文化和禮儀，從而幫助兒童學習英語，及加強與人溝通的能力和信心。

對象：4-5歲
月份 Recipes (食譜 )

7月份 Swirly 
Sandwiches The Elvis Burrito Tuna Salad  

Ice Cream

8月份 Salmon and
Tartar Sauce

Yummy 
Snowballs Tacos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13407A19 18/07-01/08 3 1:15pm-
2:15pm 四

CS13408A19 08/08-22/08 3 1:15pm-
2:15pm 四

對象：6-8歲
月份 Recipes (食譜 )

7月份 Baboon Butter 
on Crackers

Fancy Peanut 
Butter Balls 

Tuna Salad Ice 
Cream

8月份 Bean and 
Sausage Burrito

Yummy 
Snowballs Tacos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13407B19 18/07-01/08 3 2:30pm-
3:30pm 四

CS13408B19 08/08-22/08 3 2:30pm-
3:30pm 四

導　　師：由迦南創意教育派出經驗外籍導師任教
費　　用：會員$500
材料費用：費用已包括材料費及食譜
名　　額： 12 人

語　　言：英語授課
備　　註： 1. 自備圍裙、手袖、濕毛巾及食物盒

2.  請家長自行留意，小朋友會否對上述製作的食
物有敏感

DIY小廚師
讓小朋友學習製作美食，渡過一個充滿歡樂而又難忘的暑假。

A班
吞拿魚飛碟 
紫薯壽司卷

果醬撻
芝士意粉杯

B班
麵包薄餅
紅綠燈曲奇

鮮果芝士漢堡
煎粟米餃子

C班
朱古力粒香蕉煎餅
千層火腿芝士扭扭粉

法式鮮果麵包布甸
焗釀薯船

D班
鮮果芝士酥盒
吞拿魚反卷壽司

乳牛曲奇
芝士蛋多士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A班
CS13507A19 24/07-31/07 2 10:00am-

12:00pm 三

B班
CS13508B19 07/08-14/08 2 10:00am-

12:00pm 三

C班
CS13507C19 26/07-02/08 2 10:00am-

12:00pm 五

D班
CS13508D19 09/08-16/08 2 10:00am-

12:00pm 五

導　　師： Winnie 姐 (二十多年教學經驗 )
費　　用：會員$ 280 
材料費用： $60於第一堂交給導師 (附送食物盒 )

對　　象： 5 - 12歲
名　　額： 10人
備　　註：自備圍裙、手袖、濕紙巾

廚樂無窮暑期兒童班   

•

廚
樂
無
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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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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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學「英文認字串字」記憶法
課程主要協助孩子提高認識英文生字之認字能力，豐富
孩子的字彙，讓他們在閱讀英文書本時更流暢，增添更
多樂趣。導師將運用多個英文認字方法，協助孩子利用
拆字、拆音、加字、換字及字母形象法等技巧，記憶英
文生字的解釋及字義。

學習重點：

1. 認識４大英文認字方法 
2. 如何快速記憶解釋及讀音 
3. 視覺記憶英文生字
4. 溫習英文生字小技巧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1360719 19/07-23/08 6
9:40am-
10:40am

五

導　　師：由親職教育專業培訓學會派出經驗導師任教
費　　用：會員$640
對　　象： 6 - 8歲
名　　額： 15人
備　　註：自備文具、顏色筆

高效「中文默寫」技巧工作坊 
課程教導小朋友利用不同的記憶法及溫習策略，讓小朋
友見到中文字的時候，便能夠很快辦認及讀出其音。加
強小朋友在溫習時的記憶，使背誦、默書也成為一件 
樂事。

學習重點：

1. 基本漢字結構 
2. 右腦漢字形象記憶法 
3. 感官中文認字法 
4. 圖文配對記憶法
5. 字詞記憶技巧
6. 製作中文默書小字典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1370719 19/07-23/08 6
10:50am-
11:50am

五

導　　師：由親職教育專業培訓學會派出經驗導師任教
費　　用：會員$650
對　　象： 6 - 8歲
名　　額： 15人
備　　註：請自備文具、顏色筆

成長階梯暑期兒童班   
幼兒學習及記憶小天使

我們相信每一位小朋友都有豐富的資源學習。小朋友學習
能力有高低之分。部份是與生俱來，有些則是掌握了基本
的學習技巧及記憶竅門，致使學習能力得以提高，對學習
充滿樂趣，提升學習的意欲。

課程目標：

讓幼兒掌握：(1) 認識學習與記憶的原理與關係；(2) 了解
自己的學習模式；(3) 認識不同的記憶方法並應用於學習
上；(4) 學習思維導圖的原理，並將之應用於創意寫作上；
(5)基本中英文生字記憶法。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1380719 19/07-23/08 6
12:00pm-
1:00pm

五

導　　師：由親職教育專業培訓學會派出經驗導師任教
費　　用：會員$650
對　　象： 4.5 - 6歲
名　　額： 12人
備　　註：請自備文具、顏色筆

高速學習專機 「開心」「專心」遊戲樂
小朋友總是坐立不定？溫習時總是難以集中？就算玩遊戲
時都只是“東摸摸、西摸摸”?本工作坊旨在利用各種提高
專注力的技巧，並輔以不同的活動及遊戲，有系統地提昇
兒童的選擇性集中力，持久性的集中力、視覺及聽覺的集
中力。導師亦會鼓勵小組組員在互動的氣氛中積極參與，
讓他們更能集中一點，從而提升他們的學習動機及效率。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1390719 19/07-23/08 6
1:10pm-
2:10pm

五

導　　師：由親職教育專業培訓學會派出經驗導師任教
費　　用：會員$650     非會員$670
對　　象： 6 - 8歲
名　　額： 12人
備　　註：  自備文具及顏色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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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階梯暑期兒童班   
「動出專注丶玩出主動」整合課程

終身學習已是現今必要的成長條件，可是「專注力」不
足，會引致自我控制力較差、未能有效聆聽跟從指示、社
交能力薄弱。需要好好把握孩子12歲前的黃金期學習，
課程配合全新「全腦整合健腦運動」、「全方位體適能感統
律動」及互動遊戲，讓寶寶自動自覺，專注而放鬆地學習。

課程讓兒童學習︰

1. 配合「全腦整合健腦運動」提升全腦接收及傳遞資訊 
能力；

2. 運用視、聽、觸、動覺學習旳技巧，提升主動學習及專
注力；

3. 通過「全方位體適能感統律動」，改善多感官接收能力；
4. 全方位認知學上的專注力；
5. 透過對各學員基礎觀測檢視，提供適切報告建議給予家
長，使在家丶校及中心，能互相配合鍛鍊，提升成效。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1400719 15/07-19/08 6
9:45am-
10:45am

一

導　　師：黎善功先生（二十多年資深任教專注力、學習技
巧，兒童體適能導師，健腦運動導師，感統運動
導師，壓力處理及鬆弛技巧導師）

費　　用：會員$780
對　　象︰ 3 - 6歲
名　　額： 10人 
備　　註：  學員需自備文具及顏色筆

舒壓抗逆﹣動中鍛鍊」綜合課程
現代大方向是以電子媒介為溝通工具，卻忽略兒童全面前
成長，必須把握12歲前的黃金學習期，了解學習溝通表達
力，情緒挫折掌控力。課程配合全新身心整合「多功能體適
能律動」，及「團隊解難」挑戰遊戲，協調記憶、情緒及社
交力，將逆境壓力變為創意進步的動力。 

課程助兒童提昇︰

1. 解讀情緒丶有效表達基礎力；
2. 運用視、聽、觸、動覺的學習技巧，提昇有效溝通能力；
3. 透過整合「多功能體適能律動」，幫助身心進入穩定狀
態的能力；

4. 運用多元認知訓練，及「團隊解難」挑戰，熟習社交及
解難的能力；

5. 透過對各學員基礎觀測檢視，提供適切報告建議給予家
長，使在家丶校及中心，能互相配合鍛鍊，提升成效。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1410719 15/07-19/08 6
12:15pm-
1:15pm

一

導　　師：黎善功先生（二十多年資深任教專注力、學習技
巧，兒童體適能導師，健腦運動導師，感統運動
導師，壓力處理及鬆弛技巧導師）

費　　用：會員$780
對　　象： 5 - 8歲
名　　額： 10人
備　　註：學員需自備文具及顏色筆

「正執筆丶改姿勢﹣大小肌協調力」 
訓練課程

運用多媒體作為書寫溝通工具，已是不可或缺，然而在上
課階段，若握筆及坐姿不協調，會影響脊柱的自然成長，
降低學習動力及有機會引致學習障礙。要好好把握孩子12
歲前的黃金期學習期，課程配合全新「健視運動」丶「多元
身心統合律動」及互動遊戲，引領幼兒身心全能發展，使
寶寶樂在其中。

課程讓兒童增強︰

1. 手眼協調力丶視覺空間感知力；
2. 配合全新「健視運動」，提升全腦視覺學習力；
3. 運用「多元身心統合律動」，鍛練小肌肉握筆及大肌肉
姿勢協調力；

4. 基礎線條符號及文字書寫能力；
5. 透過對各學員基礎觀測檢視，提供適切報告建議給予家
長，使在家丶校及中心，能互相配合鍛鍊，提升成效。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1420719 15/07-19/08 6
11:00am-
12:00pm

一

導　　師：黎善功先生（二十多年資深任教專注力、學習技
巧，兒童體適能導師，健腦運動導師，感統運動
導師，壓力處理及鬆弛技巧導師）

費　　用：會員$780
對　　象： 4 - 6歲
名　　額： 10人
備　　註：學員需自備文具及顏色筆

•

成
長
階
梯
•



40 循道衛理中心 - 暑期課程特刊 2019

成長階梯暑期兒童班   
兒童憤怒管理@正念情緒訓練

扭計、哭鬧、發脾氣；又或是鼓起泡腮、心事多多、不敢
say no，這些都是孩子「焦慮」和「生氣」的表現。本課程
透過簡單易明的活動遊戲，以體驗形式教孩子認識到： 

1. 「憤怒管理」（Anger Management）~ 學習管理自己的負
面情緒，恰當地及勇敢地去表達自己情感，而非被情緒
牽著走。

2. 「正念靜觀」（Mindfulness）~學習把心靜下來，改善衝
動行為、加強自我調控情緒能力。

目的，讓孩子：
提升個人的情緒智能（Emotion Quotient，EQ）
改善人際關係 (Social Relationship)
勇於表達自我（Self Expression）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1430719 16/07-30/07 3
11:00am-
12:30pm

二

導　　師： Auntie Cherry (兒童情緒及行為培訓師、家長管教
教練 、資深註冊社工 )

費　　用：會員$620
對　　象：升K2 - P1學生
名　　額： 10人

「我輸得起」兒童逆境智能訓練
逆境智能（Adversity Quotient, AQ）就是在面對困難時你如
何去接受它、面對它、克服它的能力。孩子遇上不如意或
不符期望，往往靠哭、用沉默或脾氣去逃避，沒有想想怎
樣運用自己的能力去解決。

本課程透過解難遊戲、群體活動和擔承任務，讓孩子：

1. 發現自己的潛能
2. 培養解决困難的耐性和堅度
3. 學習與人協作及互相支援

目的，提升孩子：

 3抗逆力（Resilience）
 3個人的逆境智能（AQ）
 3自信心，建正健康的自我形象（Self Image）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1440719 16/07-30/07 3
12:45pm-
2:15pm

二

導　　師： Auntie Cherry（兒童情緒及行為培訓師、家長管教
教練 、資深註冊社工 )

費　　用：會員$620
對　　象：升P.1 - P.3學生
名  額： 10人

「Smart Kids」全人全能栽培班 
4-6歲是孩子學習的黄金期，也是塑造孩子的關建時刻。
本課程讓孩子在實踐中學習，為孩子提供不同的生活情
境，透過多元化活動及循環反覆練習，讓孩子可把課堂所
學的態度與技巧內化，養成良好品格、強化孩子的學習能
力。課程目的，包括 :

提昇孩子「個人成長」素質

1. 自信心：獨立應變、解難能力、勇於承擔
2. 情緒管理：情感表達、情緒控制、鑑貌辨色
3. 人際社交：輪流分享、合作合群、衝突處理

提昇孩子「升學必備」素質 
1. 專注能力：聽覺專注、視覺專注、持久專注
2. 記憶能力：開發記憶、瞬間記憶、視聽記憶
3. 表達能力：禮儀態度、應對技巧、敢於表達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1450719 16/07-30/07 3
2:30pm-
4:00pm

二

導　　師：  Auntie Cherry (幼兒及兒童成長培訓導師、家長管
教教練、資深註冊社工 )

費　　用：會員$620  
對　象： 升K.2 - P.2學生
名　　額： 10人
備　　註：課堂提供手冊及評估表

記憶學習坊
故事記憶法：透過故事圖像的形式，把需要記住的東西有
邏輯地圖像化，串成故事，有助減低忘記速度。

場所記憶法：以一個熟識的場所，把需要記住的東西放在
當眼處，透過不同的擺設，加上熟識的位置，容易把記憶
牢牢記住。

學習不同的記憶法，從中提高學員的記憶能力，提升學習
素質。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1460719 17/07-21/08 6
2:40pm-
3:40pm

三

導　　師： Solong 哥哥 (經驗導師 )
費　　用：會員$580     
對　　象： 6歲半 - 11歲
名　　額： 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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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階梯暑期兒童班   
故事塗塗遊樂園 

小朋友天生既愛遊戲，也愛聽故事，利用遊戲及故事一動
一靜的活動，提升他們的專注力，再以塗顏色記錄自己的
所見所聞，提升小肌肉執筆的技巧。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1470719 17/07-21/08 6
12:10pm-
1:10pm

三

導　　師：陳美琪女士 (持香港浸會大學幼兒工作高級文憑，
十多年幼兒教學資深導師 )

費　　用：會員$640
材料費用： $20於第一堂交導師 
對　　象： 3 - 5歲
名　　額： 12人

「互動故事、口才」增強班 
導師透過分享故事後，延伸出不同情境類型的話題，讓小
朋友們作出討論及分享，扮演故事裡的人物。藉此機會對
他們給予適當的言語表達技巧改善及建議，對欠缺自信心
的小朋友，能激發自我學習能力、表達能力、社交溝通能
力、觀察力、幻想力及創作力等。
(最後一堂小朋友可自由預備一個中文故事於堂上分享 )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1480719 16/07-20/08 6
12:00pm-
1:00pm 

二

導　　師： DICKY哥哥 (曾任電視製作訓練班導師，二十多年
豐富教學經驗）

費　　用：會員$580       
對　　象： 4 - 7 歲
名　　額： 15人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小司儀訓練班 

本課程在輕鬆的氣氛下進行，導師以司儀模式的教學法；
讓每位參與的兒童獲得平均機會去學習擔任不同類型的司
儀，使其增加自信心及克服面對不同場合的心理恐懼，同
時有效地提升兒童說話表達能力。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1490719 16/07-20/08 6
2:20pm-
3:20pm 

二

導　　師： DICKY哥哥 (曾任電視製作訓練班導師，二十多年
豐富教學經驗）

費　　用：會員$640   
對　　象： 5 - 10歲
名　　額： 15人

放膽扮!創作劇班  
本創作劇班是著重教育成份進行戲劇活動。課堂以不同
的題材作引子，引領兒童將生活經驗加以想像、反應及
回顧，從而激發幻想力及創作力，並能有效地改善表達能
力，增加自信心，不再害羞。

課程內容：

感官回喚、韻律動作、動作及聲音模仿、默劇活動，集體
創作和演員的基本須知。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1500719 16/07-20/08 6
3:30pm-
4:30pm 

二

導　　師： DICKY哥哥 (曾任電視製作訓練班導師，二十多年
豐富教學經驗）

費　　用：會員$640
對　　象： 5 - 10歲 
名　　額： 15人

開心劇場
每一堂會分享一個簡單的圖畫故事，然之後去模仿故事裏
面的人物角色，延伸戲劇角色扮演遊戲，同開放式的互動
角色對話環節！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1510719 19/07-23/08 6
2:30pm-
3:30pm

五

導　　師： DICKY哥哥 (曾任電視製作訓練班導師，二十多年
豐富教學經驗）

費　　用：會員$620   
對　　象： 4 - 6歲
名　　額： 12人

幼兒音樂劇「奇趣動物園」體驗班
透過音樂、故事、角色扮演等多種不同元素認識音樂劇，
藉由幼兒最熟悉也最感興趣的動物為主題，設計肢體聲音
模仿、情境想像等，學習禮貌等生活常規及知識認知等。
小朋友透過課程亦能學習如何與其他小朋友相處，加強與
人溝通的能力和信心。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時間 星期

CS1520719  18/07-15/08 5
10:50am-
11:50am

四

導　　師：由Prism Art & Science Academy派出具經驗幼兒音
樂導師任教

費　　用：會員$700
對　　象： 4 - 6歲
名　　額： 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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