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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12 月恆常班課程及活動概覽 

 

會員限定免費活動系列 
課程活動 日期 時間 對象 費用 內容 

居家童趣玩樂日 

(Zoom) 

05/09/2020 

(星期六) 
11:00-18:00 3-12 歲 免費 

【估唔到喺屋企都可以咁好玩?!】Online School 開學喇！星期

六悶悶地不如比小朋友輕鬆下，參加網上活動啦！除左畫畫、泥

膠、桌遊等等，仲有家居尋寶同玩樂團比小朋友一齊玩遊戲輕鬆

下添！玩完仲可以透過兒歌、卡通等互動方式學英文！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活動詳情請參閱海報(Facebook) 

 

中秋節日活動系列 
活動編號及課程活動 星期 時間 對象 費用 內容 

LS-20-OL0113 

龍貓 PoohPooh 

冰皮月餅課程 (Zoom) 

26/09/2020 

(星期六) 
12:00-13:00 3-10 歲 

$230 

(每人) 

居家抗疫，學整冰皮月餅迎中秋，好食又好玩！ 

由豐富經驗資深烹飪導師授課，課堂開始前會邀請參加者先到本

青年空間取食物材料回家，到課程開始時參加者以 ZOOM 方式

由導師教授，製作龍貓及 Winnie The Pooh 造型的冰皮月餅，

配合香甜奶黃餡，好玩又好味，龍貓及 PoohPooh 與你渡過快

樂的中秋節！(每位參加者會製作 4 個 50 克冰皮月餅)  

 

樂活日 LOHAS Day 系列 
樂活日理念： 

日出康城——[LOHAS]是英語 Lifestyles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 的縮寫，意為以健康及可持續發展的形態過生活。 

期望[康城青年空間]能成為基地——社區中的解憂空間，讓居民在急促的生活步伐中，提升個人身心靈健康。 

[樂活日 LOHAS Day]將以一連串身、心、靈活動，推動區內居民及公眾關注情緒健康。每月第 2 個星期六下午約定你！ 

 課程活動 日期 時間 對象 費用 內容 

9 月 
網上精健圖書館

(Zoom) 

12/09/2020 

(星期六) 
13:00-15:00 任何讀者 免費 

由於媒體消極地新聞報道，精神病康復者已被社會標籤為「暴

力」、「負面」等形象。就讓精神復康者化身為「真人圖書」，與

大家親身互動交流，分享他們獨特的生命故事，實現平等對話，

消除歧視。邀請你成為真人圖書的讀者，開展一場心靈對話。 

* 讀 者 人 數 有 限 ， 請 預 先 報 名 ， 報 名 表 格 請 參 閱 本 單 位

Facebook 

10 月 
Leave No Trace

户外環保(Zoom) 

10/10/2020 

(星期六) 
14:30-16:00 

6 歲或以上 

歡迎家長

參加 

免費 

除了環保分類，減少使用膠袋，其實我們還需要了解如何跟大

自然相處，讓我們利用 zoom 到虛擬世界探索香港不同角落，

再想想如何利用 Leave No Trace 的方式令我們的大自然健康。

*報名詳情稍後公佈，請參閱本單位 Facebook 

11 月 和諧粉彩體驗日 
14/11/2020 

(星期六) 

14:30-16:00 6 歲或以上 

免費 

和諧粉彩是一種自如的藝術，透過簡單的工具，並運用手指畫

出漂亮的作品。在畫畫的過程中以色彩抒發情緒，達致放鬆的

效果。*報名詳情稍後公佈，請參閱本單位 Facebook 16:30-18:00 
5 歲或以上

及家長 

12 月 織草蜢日 
12/12/2020 

(星期六) 
14:30-16:00 

4 歲或以上

及家長/ 

6 歲或以上 

免費 

由環保生態教練 Stony Sir 教授，利用天然材料織草蜢，並透過

故事，讓小朋友及家長認識生態環境和當中帶來的樂趣，更會

進行有獎問答遊戲。 

*報名詳情稍後公佈，請參閱本單位 Facebook 

1 月 伸展運動日 
09/01/2021 

(星期六) 
待定，密切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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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系列 
活動編號及課程活動 星期 時間 對象 費用 內容 

情緒你做主 
09/10/2020 

(星期五) 
待定 6-8 歲 $50 

透過不同的活動讓參加者學習不同的情緒字眼，認識自己的情緒，學

習管理自己的情緒，提升表達力。透過不同的活動讓參加者學習不同

的情緒字眼，認識自己的情緒，學習管理自己的情緒，提升表達力。 

*報名詳情稍後公佈 

 

體育系列 (Online Zoom) ★單月收費 ★活動編號為 9 月課程 

活動編號及課程活動 星期 時間 對象 費用 內容 

LS-20-OL0111 

跆拳道 
逢六 10:00-11:00 3-10 歲 $520/4 堂 

居家抗疫，學習仍可充滿趣味及強健體魄！ 

課程由精英跆拳道會資深跆拳道教練教授，內容參照跆拳色帶教案

進行，包括基本動作、簡單的前進馬動作及前踢及橫踢。 

 

棋類系列 (Online Zoom) ★單月收費 ★活動編號為 9 月課程 

活動編號及課程活動 星期 時間 對象 費用 內容 

LS-20-OL0112 

少年棋王・圍棋攻略 

8/9-29/9 

逢二 
19:00-20:00 6-10 歲 $480/4 堂 

居家抗疫，學習仍可充滿趣味！ 

由豐富經驗資深圍棋導師授課，課堂會用電子棋盤教授圍棋基本

規則及技巧，並讓學生了解中國文化，訓練思考及解難能力。 

 

講故事系列 (Online Zoom) ★單月收費 ★活動編號為 9 月課程 
活動編號及課程活動 日期 時間 對象 費用 內容 

LS-20-OL0106 

幼兒互動故事樂園 
逢三 15:30-16:30 3-6 歲 $690/5 堂 

居家停課，幼兒學習仍可充滿趣味！ 

課程由專業劇場註冊社工設計及教授。讓幼兒透過網上互動，從繽

紛的圖畫、多元的道具中走進故事世界。幼兒能從小遊戲及互動過

程學習與人相處，加強表達能力，建立正面自我形象。 

 

普通話系列 (Online Zoom) ★單月收費 ★活動編號為 9 月課程 

活動編號及課程活動 日期 時間 對象 費用 內容 

LS-20-OL0114 

普通話朗讀 
逢一 16:30-17:30 3-5 歲 $120/堂 

以普通話教授，以朗讀為主，提高學生的中文能力，在朗讀中以拼

音輔助，讀音又讀字，從快樂中朗讀，培養對中文的興趣，同時訓

練小朋友的自信，克服怯於朗讀的心理。*需購買課本$40 

 

 

 
 

網上報名方法： 

1. 登入青協會員易 (easymember.hk) 

2. 於快速搜尋輸入*活動編號* 

3. 立即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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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系列 (Online Zoom) ★單月收費 ★活動編號為 9 月課程 

活動編號及課程活動 日期 時間 對象 費用 內容 

LS-20-OL0108 

兒童畫初班 
逢四 15:00-16:00 5-8 歲 

$90/堂 

(連材料費) 

學習粉彩畫繪畫技巧，主題生動有趣，啟發兒童的思維，創意及組

織能力，學習色彩及顏料運用。 

LS-20-OL0109 

兒童畫中班 
逢四 16:15-17:15 6-8 歲 

$100/堂 

(連材料費) 

學習粉彩畫繪畫技巧，主題生動有趣，啟發兒童的思維，創意及組

織能力，學習色彩及顏料運用。 

LS-20-OL0110 

少年素描班 
逢四 17:30-18:30 7-12 歲 

$110/堂 

(連材料費) 

學習素描基本技巧，運用素描筆及木顏色繪畫，教授物體的光暗、

立體、空間及質感等。 

 

L.E.A.D.創意科學 (Online Zoom) 
活動編號及課程活動 日期 時間 對象 費用 內容 

LS-20-OL100 

初級程式 

Code Monkey 

19/9 - 

17/10

逢六 

10:30-11:30 6-9 歲 $700/5 堂 

Code Monkey 分為三大等級合共 400 多關(全課程合共 50 堂) 

課程以真正的編程語言、基於遊戲學習、遊戲創建為基礎，使用

CoffeeScript 中，學會代碼，建立自己的 HTML5 遊戲，利用所學

內容，學生將能夠開發和生成獨特和個性化的應用程序和遊戲。 

LS-20-OL101 

Robo Kids 

小小韓國機械人 

19/9 - 

17/10

逢六 

11:30-12:30 5-7 歲 $1880/5 堂 

ROBO Kids 1st level 可拼砌出 15 款不同的小小機械人，教材包

括程式學習咭，輕鬆有趣地學習程式邏輯，培養對科學的興趣和熱

愛！提升理解力和高階思維，為未來學習電腦編程和機械人程式打

好基礎。(費用包括一套價值$880 的 RoboKids 小小韓國機械人材

料套裝，在課程完結後，可以繼續自己在家拼砌學習) 

LS-20-OL102 

創客先鋒 Coding Story 

19/9 - 

17/10

逢六 

09:30-10:30 6-9 歲 $1480/5 堂 

全套課程共 4 個學習階段，課程由淺入深，續步加強但電子與編程

能力。每階段可完成約 5 - 6 個科學創作成品。這由韓國直送的創

客先鋒 Coding Story 系統性教材，不但可以學習 Scratch 電腦編

程，還可親手實踐應用創作不同的電子創作成品。學生不但可以創

作電腦遊戲、應用程式或電腦動畫，還可以駁至外置硬件，成就無

限的創作可能！把自己編寫的 Program 程式 upload 至外置電腦

板，再配合不同的感應器及電子組件，創作岀不同的科學作品，成

為新一代科技創客達人！(費用包括一套價值$480 的教材) 

LS-20-OL103 

Micro:Bit 

智能手錶製作   

18/9 - 

16/10

逢五 

15:00-16:00 9-15 歲 $1580/5 堂 

學員可親手組裝 Micro:Bit 電腦程式智能手錶製作，邊學習邊實踐

各種重要電腦程式編碼基礎！學生不但可擁有自家的程式智能車，

甚至可自行研發更多創作！課程完成後，更可伸延參加 App 

inventor IOT 智能家居製作課程。(費用包括價值$580 的教材) 

LS-20-OL104 

Micro:Bit x Lego  

(初班) 

18/9 - 

16/10

逢五 

16:00-17:00 9-12 歲 $850/5 堂 

本課程利用 Micro:Bit 拼砌 9 合 1 機械人，再用 MakeCode，甚

至 PYTHON 作為編程語⾔。課程共分 3 個階段，讓學⽣逐步邁向

學習 AI 人工智能。 

LS-20-OL105 

App Inventor 手機程式

基礎班 (初班) 

18/9 - 

16/10

逢五 

17:00-18:00 10-14 歲 $850/5 堂 

Visual Basic 編程語言是電腦世界的共通語言，可使用於.NET 平

台所提供的龐大類別庫，學生可輕鬆地編寫出各式各樣的程式。每

一級別為 5 節課堂。 

 

 

網上報名方法： 

1. 登入青協會員易 (easymember.hk) 

2. 於快速搜尋輸入*活動編號* 

3. 立即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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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定・外籍導師英語課程系列 (Online Zoom) 
活動編號及課程活動 日期 時間 對象 費用 內容 

LS-20-OL0115 

Little Journalist 

3/9-29/10

逢四 
16:30-17:30 P.3-P.4 $1440/8 堂 

由於暑期課程反應熱烈，特此推出為期 2 個月的限定網上課程。 

扮演小小記者，由採訪、拍攝、編寫文章到新聞報道，學習不同的

英語詞彙及文章的結構內容，加強英語訓練，提升說話及寫作技巧，

同時亦能體驗到記者的工作。 

 

外籍導師英語課程系列 (Online Zoom) ★單月收費 

活動編號及課程活動 日期 時間 對象 費用 內容 

LS-20-OL0097 

First Steps Fun English 
逢二 16:45-17:15 K.1-K.3 $75/堂 

老師會以有趣的英語故事及遊戲教導小孩子基本英語，英語會

是上課的唯一授課語言，小孩子會在全英的環境下參與課堂活

動，培養他們對英語的興趣。 

LS-20-OL0098 

Phonics Prep 拼音預備班 
逢三 16:45-17:15 K.1-K.2 $90/堂 

為 English language phonics 做好準備。課程目標在於透過

與英文為母語的老師溝通訓練同學的基本聆聽，說話技巧以及

改善口音。 

LS-20-OL0099 

� Phonics 拼音 (Level 1) 
逢二 17:35-18:35 K.2-K.3 $200/堂 

課程適合能聆聽及說英語但需要更多練習以改善口音的同學。

同學在大部分課堂中將會做不同強調正確字母，字組和詞語發

音的練習。*需購買筆記$30 

LS-20-OL0100 

� Phonics 拼音 (Level 2) 
逢五 17:35-18:35 K.3-P.1 $220/堂 

已掌握 Phonics 1 的同學可以參加 Phonics 2 以加強技巧。

Phonics 2 包括了更複雜的字母及組合，提升了朗讀難度，能

讓同學提升自信以升班到 Cambridge YLE program。 

*需購買筆記$30 

LS-20-OL0101 

Starters Prep 

(劍橋英語基礎考試第一級預備班) 

逢五 16:45-17:15 K.2-K.3 $75/堂 

劍橋(Cambridge)課程絕對能有效地教授孩子以口語英文溝

通。課本充分平衡了趣味性及學習，能讓孩子樂在其中，專心

投入課堂。Starters 預備課程旨在教授所有恆常 Starters 課程

前需知的知識，以讓孩子能在下學年修讀恆常 Starters 課程。 

LS-20-OL0102 

� Cambridge YLE Starters 

(劍橋英語基礎考試第一級) 

逢四 17:35-18:35 P.1 $150/堂 

本課程能讓同學掌握閱讀、寫作、聆聽和說話技巧。Starters 課

程是讓同學掌握這些技巧的第一步，同學會在課程中完成

Cambridge Starters Fun Book，課程注重建立詞語、聆聽、閱

讀和寫作技巧。同學會在課堂期間做練習，以鞏固同學剛學到

的技巧。*需購買課本$220 

LS-20-OL0103 

� Cambridge YLE Movers 

(劍橋英語基礎考試第二級) 

逢三 17:35-18:35 P.2-P.3 $160/堂 

本課程是 Cambridge YLE Starters 課程的進階班。同學需要在

課程中獨自完成 Cambridge Movers Fun Book 裏面不同的語

文練習，如：詞彙練習、聆聽練習、口語練習等。 

*需購買課本$220 

LS-20-OL0104 

Grammar and Story Telling 
逢二 18:45-19:45 P.2-P.3 $160/堂 

隨著年紀的增長，語法變得越來越重要。課程中，學生能透過

講故事練習，改善他們的語法。這些練習不但能改善學生的語

法，同時還能夠讓學生變得更有創意和提升表達能力。 

LS-20-OL0105 

� Cambridge YLE Key 

English Test (KET) 

(劍橋初級英語認證班) 

逢三 18:45-19:45 P.6-S.1 $180/堂 

本課程是一個進階課程，它依然旨在提升口語、聆聽技巧和文

法，但它亦會透過不同範疇的有趣主題，KET Book 的寫作練習

及班上的辯論鼓勵同學思想及表達個人意見。 

*需購買課本$300 

�報讀課程前必須先通過測試，新生報名請先向職員查詢。 

網上報名方法： 

1. 登入青協會員易 (easymember.hk) 

2. 於快速搜尋輸入*活動編號* 

3. 立即報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