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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2702 2202 網站：LS.hkfyg.org.hk 

                                  傳真：2706 0711  電郵：LS@hkfyg.org.hk 

                                  地址：將軍澳康城路 1 號日出康城首都地下 

                                                                                                                                                                                 

課程概覽 

（除註明外, 所有活動由九月開始） 

舞蹈系列 

課程活動 
星

期 
時間 對象 費用 內容 

Pre Tiny Tots 

(舞蹈初班) 

二 16:15–17:00 
3-4 歲初學 $100/堂 

課程根據澳洲聯邦舞蹈教師協會(C.S.T.D)

教授，按學員程度分班。本單位會代學生報

名參加在港舉行之 C.S.T.D 爵士舞考試，以

提昇學員舞蹈質素。C.S.T.D 考試除了得到

國際認可，更被香港考評局認可。 

三 16:15–17:00 

Tiny Tots A 

(舞蹈 A 班) 
三 17:00–17:45 

4 歲已考 PTT 或 

5 歲初學 
$110/堂 

Pre Modern Jazz 

(現代爵士舞班) 
三 18:30–19:15 

已考 TTB 或 

6 歲半-8 歲初學 
$120/堂 

Junior Modern Jazz 

(現代爵士舞初班) 
二 17:00–17:45 

已考 PMJ 

或 8 歲半-11 歲初學 
$130/堂 

Jazz Grade 2 

(爵士舞二級) 
二 18:45–19:45 已考 Jazz Grade 1 $160/堂 

Primary Ballet 三 17:45-18:30 
已考 PPB 或 

7-8 歲半初學 
$130/堂 

課程根據 RAD(英國皇家舞蹈學院)及

C.S.T.D 考試內容設計。程度合適者可獲導

師推薦考試。芭蕾舞訓練著重優美身體缐

條，鍛煉肌肉耐力、柔軟度，培養優雅氣質，

以及個人自信。 

Ballet Grade 3 二 17:45–18:45 
已考 B2 或 

15 歲以上初學 
$170/堂 

體育系列 
課程活動 星期 時間 對象 費用 內容 

乒 

乓 

球 

3-5 訓練班(A) 

五 

16:00–17:00 
3-5 歲 $110/堂 

學習乒乓球增強兒童的集中力、身體協調及敏

捷度，培養兒童對學習乒乓球的興趣。 3-5 訓練班(B) 18:00–19:00 

6-12 訓練班(A) 17:00–18:00 

6-12 歲 $120/堂 

教授正確擊球動作 ,如正手、反手及搓下旋

球，掌握發球落點。達標可獲推薦報考香港乒

乓總會章別考試。 6-12 訓練班(B) 19:00–20:00 

兒童足球訓練班(A) 

六 

13:00–14:00 

3-5 歲 $100/堂 

教授運球、盤球、傳球技巧及規則。透過分組

賽，培養良好的團隊精神及運動習慣。 

(由前香港女子足球代表隊隊員教授) 兒童足球訓練班(B) 14:00–15:00 

跆拳道訓練班 六 10:15-11:45 3-8 歲 $100/堂 
由黑帶３段教練任教，參照白帶教案，包括基

本動作、簡單的前進馬動作、前踢及後踢。 

地壺球訓練隊伍 六 12:00-13:00 6-8 歲 $120/堂 

組織地壺球隊伍，讓參加者認識玩法、計分、

比賽策略及指揮技巧。此外，透過參加本地賽

事，讓參加者發揮所學及團隊合作精神。 

兒童劍擊訓練班 
六 

15:30-16:30 3-5 歲 $150/堂 學習基本規例及多個技巧，如步法、握劍、出

劍、攻防及安全意識。(由劍總認可教練教授) 少年劍擊訓練班 16:30-17:30 6-8 歲 $160/堂 

香港青年協會 

康城青年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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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學習系列 

課程活動 日期 時間 對象 費用 內容 

劍橋英語課程 

  先修班 
逢四 16:30 -17:30 K1 – K2 $140/堂 以活潑生動的教學方法，令學生置身輕鬆自然的英語環境；讓

學生能有效地運用英語，建立穩固的英文基本能力。 

(需購買書本$220.-全年用) 
劍橋英語課程 

 (初班) 
逢四 17:30 -18:30 K3 –P2 $140/堂 

First Steps Fun 

English 
逢五 17:30-18:30 K1 – K3 $140/堂 

以圖畫及趣味方式，培育小朋友對英文的興趣。 

(需購買書本$120.-全年用) 

Phonics 拼音(1) 逢四 18:30 -19:30 K2-K3 $140/堂 Fluid reading/Blending/Segmenting 

Phonics 拼音(2) 逢五 18:30 -19:30 K2 and up $140/堂 Sound recognition/Basic blending/Basic segmenting 

 

Fun Fun Drama 逢五 16:30- 17:30 K2 and up $140/堂 以互動及話劇方式，培育小朋友對英文的興趣。 

英文魔術班 (A) 逢六 10:00-11:00 5 – 8 歲 $160/堂 

包教材 
以學習魔術方式，培育小朋友對英文的興趣，建立自信。 

英文魔術班 (B) 逢六 11:15 – 12:15 8 – 12 歲 

Playgroup(A) 逢六 15:30 – 16:30 
1-3 歲幼兒

及一位家長 
$250/堂 

 

透過主題教學學習經驗加強幼兒大、小肌肉，訓練個人自理能

力、聆聽指令和語言溝通能力，促使幼兒投入群體生活。 

音樂啟蒙 Playgroup 逢六 16:45 - 17:45 3-6 歲 
透過開心唱遊、敲擊樂和遊戲讓幼兒學習基本音樂原理，也讓

幼兒有表演的機會，增強自信心和與人互動的能力。 

BNCL 

普通話水平測試應試

班(幼兒) 

逢六 14:30-15:30 K1 – K3 

$1380/

全期 

14 堂 

包教材 本課程專為參與該測試的小孩而設。主要內容包括：詩歌誦

讀、拼音及漢字認讀、日常簡單對話等。  

BNCL 

普通話水平測試應試

班(小學) 

逢六 15:30 - 16:30 P1 – P3 

$1580/

全期 

14 堂 

包教材 

 

珠心算(A) 

逢五 

16:15-17:15 K2 –P1 

$85/堂 

透過耳聽、眼看、手撥及腦算、珠心算的訓練，培養兒童靈敏

的思考力，讓他們掌握快速的計算方式，增強記憶力及集中

力。課程使用「國際兒童教育」出版的珠心算課本($40)及指

定珠心算算盤($80)。 

珠心算(B) 17:15 -18:15 

K2 – P2 

珠心算(C) 18:15 - 19:15 

 

視覺藝術系列 (畫班以兩個月為一期)  

課程活動 星期 時間 對象 費用 內容 

幼兒創意手工畫 四 16:00-17:00 2.5-3.5 歲 $80/堂 
學習顏色運用、圖案剪貼、拼貼、塗填、搓揉，訓練他

們的手、眼、腦協調及發展小肌肉的控制能力。 

幼兒綜合畫 A 六 14:30-15:30 
3-4 歲 $80/堂 

透過日常生活的素材，以故事及遊戲等活動教學方式啟

發幼兒的創作潛能。內容以教授粉彩及水彩畫為主。 幼兒綜合畫 B 四 17: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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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基礎畫 A 六 15:30-16:30 

5-7 歲 $90/堂 
透過活動教學方式啟發兒童的思維，創意及組織能力，

學習色彩及顏料運用。以教授塑膠彩及粉彩畫為主。 兒童基礎畫 B 四 18:00-19:00 

兒童藝術創作坊 六 16:30-17:30 8-12 歲 $90/堂 

增強基礎繪畫技巧，使兒童掌握不同的繪畫技術，將藝

術流派融入主題，豐富藝術經驗，鼓勵創作並學習欣賞

藝術。 

 兒童木顏色素描畫 六 17:30-18:30 8-12 歲 $90/堂 

學習立體、明暗、空間透視的單色畫，簡單的幾何石膏、

靜物、人物。課程以淺入深訓練學員造型能力，有助培

養藝術的觀察力。 

 中學藝術課程指導 四 19:00-20:15 
中二- 

中四 
$100/堂 

課程根據中學視覺藝術課來編寫，包括靜物寫生、繪畫

創作、平面設計。指導創作包括：繪畫、平面和立體設

計等。 

陶藝班（A） 五 1700-1900 12 歲以上或

家長會員 

 

每人$190/堂 

（包括材料費） 

親身體驗拉胚及燒制，學習手捏、盆築、泥板、拉胚的

基本方法。 
陶藝班（B） 六 10:30-12:30 

 

音樂系列 

課程活動 日期 時間 對象 費用 內容 

幼兒非洲鼓課程 

12/10 至

30/11 

(逢四) 

18:00-19:00 3-5 歲 $ 960 
課程讓學員學習非洲鼓樂、擊鼓及節奏，建立學員的

團體合作精神；訓練專注力，強化手部協調和節奏感。

一人一鼓,參加者定期會扮成為非洲土著進行表演。 
少年非洲鼓課程 

7/10 至

2/12  

(逢六)  

10:15-11:15 6-12 歲 $ 960 

爵士鼓班 六 15:00-19:00 6-25 歲 
$130-$180/堂 

初級至五級 

由基礎入門開始訓練，教授鼓棍及腳踏的運用技巧。

(收費視乎級數而定) 

夏威夷小結他班 

 
六 10:15-18:00 3-25 歲 

$110-$200/堂 

初級至五級 

教授 4 弦夏威夷小結他班課程。由基礎入門技巧開

始，讓學生逐步掌握夏威夷小結他指法及閱讀結他樂

譜技巧，使他們享受自彈自唱的樂趣。(收費視乎級數

而定) 

結他班 六 10:15-18:00 3-25 歲 
$110-$200/堂

初級至五級 

教授木結他、電結他課程。由基礎入門技巧開始，讓

學生逐步掌握彈奏結他指法及閱讀結他樂譜技巧，使

他們享受自彈自唱的樂趣。(收費視乎級數而定) 

鋼琴班 二至六 

(星期二至五) 

14:00-22:00 

星期六 

10:15-22:00 

3-25 歲 $145-$540/堂 

學習由初學至八級的鋼琴彈奏技巧，可代報皇家音樂

學院考試。(收費視乎級數及時間而定) 

 

 

 

 

以上課程繳交學費以雙月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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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 Lab 創意科藝系列 

課程活動 日期 時間 對象 費用 內容 

Android 

遙控車工作坊 

14-28/10 

(逢六) 
10:30-12:30 8-12 歲 $1150 

學習如何編寫 Android 平板電腦程式及認識智能車

的機械構造，從而連接藍牙控制遙控車，創作一個

屬於你自己的“智能遙控車”！(費用已包智能遙控

車一部) 

創意發明計劃 
4-25/11 

(逢六) 
10:30-12:30 8-12 歲 $1000 

認識投影機(光學)、擴音器(聲學)的原理及學習透鏡

使用方法，從而將所學的知識能充分活用，以解決

生活上遇到的困難。 

魚菜共生製作課程 
2-23/12 

(逢六) 
10:30-11:30 8-14 歲 $500 

參加者將透過製作魚菜共生缸，認識水生動植物和

生態系統的知識。 (可取走製成品) 

趣味科學實驗小組 

6/10-29/

12 

(逢五) 

18:00-19:00 6-10 歲 $80/堂 
每堂與參加者探討及進行不同實驗，以增加參加者

對科學知識興趣。 

4 軸小型飛機課程 
2-30/12 

(逢六) 
11:45-12:45 7-9 歲 $800 

通過遙控 4 軸小型飛機培訓，飛行物理實驗講解，

讓學生在安全和有趣實驗來培養對飛行興趣及知

識。 

 

廚藝活動 (合作伙伴:甄文達國際廚藝交流中心)  

課程活動 日期 時間 對象 費用 內容 

Friday U Kitchen 逢星期五 19:00-21:00 
3 歲或以上少年

及家長 
$150(每人) 逢週五晚由星級大廚教授各式美食。 

冰皮蓮蓉月餅班 
22/9 

(五) 
19:00-21:30 

3 歲或以上少年

及家長 

$150 

(每人) 

每參加者可自製 2 個冰皮蓮蓉月餅，並備有

精美禮盒，歡迎親子一同參加。 

奶黃月餅班 
29/9 

(五) 
19:00-21:30 

3 歲或以上少年

及家長 

$150 

(每人)  

每參加者可自製 2 個奶黃月餅，並備有精美

禮盒，歡迎親子一同參加。 

咖啡師培訓 

證書課程 

7/10/2017-1

6/12/2017 

(六) 

19:00-21:00 13 至 35 歲 
$2000 

(每人) 

本課程為一個 20 小時的證書課程,課程內容

包括讓學員認識、咖啡歷史、不同沖調方法、

3D 立體雕花及咖啡拉花。完成課程出席達

80%及通過考核者，將獲頒證書。 

 

 

注意事項 

由九月起，各項興趣班將以雙月形式收費，並於 15-25/8 優先予原有參加者報名。 

26/8 起將接受新生報名，名額先到先得。 

 

 

香港青年協會康城青年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