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青年協會

抗疫同行 家中作樂
非常暑期網上活動及課程-報名須知

在編印《香港青年協會非常暑期網上活動概覽2022》時，本單位會務求資料準確，惟由於受疫情及政府政策影響，故本單位可能有必要按當時情況作
出相應的修改，及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的發展適時採取相應的措施，因此活動資料以本單位 後公佈為準。

參加資格

1. 本單位舉辦的網上活動及課程，主要是為6至24歲人士而設計，部分活動亦適合家長或6歲以下的幼童參加；所有符合活動參加資格的人士，均可
報名。

2. 所有報名申請，經網上繳費及填報所需資料，參加資格方會被確認。

3. 部分活動為本會會員提供收費優惠；如欲取得有關優惠，繳費時必須以『會員』身份登入會員易網站(easymember.hk)進行網上報名。
4. 歡迎申請成為會員或青協之友：

● 會員         ﹕6至35歲
● 青協之友 ﹕6歲以下或35歲以上

有興趣申請者可登入「青協．會員易」網站（easymember.hk）填寫會員／青協之友申請表。

注意事項

1. 如欲於網上報名，只需登入「青協‧會員易」easymember.hk直接報名及繳費；

2. 如需享用會員優惠價報名，參加者於報名時必須已登記成為青協會員／之友，並完成個人資料核實；電子會員證上顯示2個 符號, 如下圖

3. 參加者如因未核實會員身份而需以非會員價報名，一經繳付，將不會退回會員及非會員的收費差價；
4. 每次繳費 多可同時處理八個活動的報名；

5. 不適用於網上報名的暑期活動 :
i. 需經面試才接受報名的活動

ii. 免費活動



活動收費

1. 「網上概覽」及「青協．會員易」列出的收費，除特別註明外，在一般情況下，為會員優惠收費，並已包括所有支出；如參加者對收費有任何疑問，可向
本單位查詢。

2. 除活動註明會向達到指定要求的參加者發出證書之外，其他活動的參加者在完成活動後，可向本單位申請出席證書，每張收費港幣30元。
3. 所有活動費用均由本單位收取。於網上報名後，系統將發出電子帳單及確認電郵，以茲憑證。

繳費方式

1. 網上報名只接受參加者以信用卡（VISA或MASTER）、八達通或繳費靈付款(繳費靈只支援桌面版本)。
2. 活動費用轉帳後，請儲存或列印收據，作正式收據之用，本單位將不會另行印發活動收據。本單位有可能要求出席者出示收據、「青協會員證」及身
份證明文件，以保障參加者的權益。

3. 如就活動內容或安排有任何疑問，請向本單位職員查詢。
*由於部份網上付款工具機構保安措施執行嚴格，如付款人尚未啟用合適設定，將有機會未能於「青協‧會員易」成功繳費。如繳費時遇上問題，請聯絡
選用的銀行機構，並了解繳費詳情。付款人亦可登入「青協‧會員易」查看報名紀錄，以確認活動已成功報名。

*繳費後，表示有關活動的參加資格已獲得正式確認；參加資格不能轉讓，所繳費用概不退回。

活動更改或取消

1. 如報名人數不足，本單位保留取消活動的權利，以確保善用資源；參加者所繳費用，會按程序全數退回。
2. 如活動遇特別事故，屬非舉辦單位所能控制的情況（例如：颱風、暴雨、自然災禍等），在一般情況下，本會不會另行補課、改期或退款。
3. 如活動在過程中因行政理由（例如：導師生病、突發性停電等）未能如期舉行，本單位會安排補課或改期，惟所繳費用恕不退還。
4. 若由於單位行政調動而導致活動取消，參加者所繳費用，會按程序退回。
5. 本單位不接受參加者因私人事故而缺席活動之退款申請；但倘若由於單位行政調動而導致未展開的活動延期，本單位主任將按個別情況作出
考慮。

6. 本單位保留更改活動及退款之 終決定權。

退款手續

1. 如獲本單位通知退款，退款者請於原定活動開辦日期後三個月內，辦理退款手續，逾期恕不受理。
2. 所有透過網上報名所收取的手續費將一概不獲退還。
3. 若以信用卡繳費，一般會經由信用卡公司辧理退款手續，退款期要視乎信用卡公司審理退款申請的安排而定。
4. 若退款者需由家長或監護人代辦退款，退款時必須出示收據正本及退款者身份證明文件副本到指定的單位辦理退款手續。

活動拍攝

本單位於活動進行期間將會進行拍攝或錄影，有關相片或活動片段只用作推廣本會服務用途。



香港青年協會

網上課程須知

1. 授課平台
單位普遍以坊間較多採用的即時視像會議工具，如：ZOOM，進行網上面對面授課，請家長預先於課堂前下載相關程式。

2. 網絡要求及電腦設備要求
請使用可連接至穩定網絡及瀏覽器的桌上電腦、手提電腦、平板電腦或手機，如課程需使用Zoom即時視像會議工具，需同時配備：
● 視像鏡頭

● 喇叭或耳機

● 麥克風

3. 注意事項
a. 為確保學員能專注學習，請安排一個寧靜環境進行上課；
b. 採用Zoom視像會議上課的學員，

i 需在開課前10分鐘已預備上課的教材及用具，並登入課堂會議，等候課堂開始；
ii 為提升學習氣氛及讓導師觀察學員的進度，學員上課時必須開啟鏡頭；

iii 課程突然離線，請重新加入會議，直至課程完結為止。

c. 如學員較年幼，可在成人從旁監督下上課；
d. 為保障各學員的私隱及課程的版權問題，切勿於課堂上進行拍攝、錄音或錄影；
e. 自行學習的短片只供已報名的學員觀看，切勿公開予其他人士；
f. 如課程或活動提供教材，單位將於活動前以掛號或速遞寄出或親臨單位領取。寄出教材到各參加者所提供之收貨地址(只限香港境內)，請確保
所填資料準確無誤；如因填報資料錯誤而令教材寄失，參加者需再次付款以獲得重發。

g. 如網上活動受到惡劣天氣影響進行，將由單位職員個別聯絡作出安排。
h. 有關退款安排，請參閱「非常暑期網上活動」報名須知。



創意科技 LEAD Lab 課程系列
課程編號及名稱 日期 時間 內容 對象 費用 備註

LS-S21-OL614SPR
初級編程

Beaver Achiever

18/3-15/4*
(逢五)
共5堂

09:30-10:30

進階版Block-Based Coding學習遊戲。遊戲任
務好簡單，學生要透過編程幫小海狸起屋，過
程中學習「if」、「循環」及「循環條件」的概念，進
一步開發他們的邏輯思維，建立學生的基礎編
程根基。

6-7歲 $700

-參加此課程的參加者
必須自備電腦。
*15/4(五)是公眾假期，
課程照常進行。

LS-S21-OL615SPR
初級程式

Code Monkey

18/3-15/4*
(逢五)
共5堂

10:45-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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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ffee Scrip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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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1歲 $700

-參加此課程的參加者
必須自備電腦。
*15/4(五)是公眾假期，
課程照常進行。

LS-S21-OL616SPR
玩轉數學題

18/3-15/4*
(逢五)
共5堂

12:00-13:00

數學與編程相輔相成！其編程邏輯對運算思維
的培養是相當重要。數學基礎上強化運算思維
能力的課程，當中利用編程解決數學問題，助
學生明白不同的數學概念和應用，使學習充滿
趣味和挑戰。

9-10歲 $880

-參加此課程的參加者
必須自備電腦。
*15/4(五)是公眾假期，
課程照常進行。

LS-S21-OL617SPR
生物科學家

18/3-15/4*
(逢五)
共5堂

14:30-15:30

參加者頓時化身成新世代科學家，在不同場境
搜索証據！還可親身利用自己寫的圖像識別程
式幫助抽絲剝繭，成功破案！
課程內容包括顯微鏡分析、化學証據、了解
DNA 遺傳、微生物細菌檢測、案情重組、AR 體
驗、圖像識辨體驗。
參加者可實踐和學習電腦編程；在不同的預設
場景中進行搜證及案情重組。在活動過程中不
但能學習程式設計及應用，更可加強邏輯思維
，數據分析及推理能力。

7-9歲 $980

-參加此課程的參加者
必須自備電腦。
*15/4(五)是公眾假期，
課程照常進行。

LS-S21-OL618SPR
遊戲藝術設計師 A

18/3-15/4*
(逢五)
共5堂

15:45-16:45
讓小朋友了解遊戲設計背後團隊的工作，體驗
STEAM中Art 的部份，學習新興電子藝術Pixel
Art，在學習過程中，創作出不同的地圖細節和
角色設計，配合自己構思的故事，在遊戲性與
故事中取不同的比例，建設不同風格的遊戲，
在一個不同的角度中去體驗遊戲。

7-9歲 $1080
-參加此課程的參加者
必須自備電腦。
*15/4(五)是公眾假期，
課程照常進行。

LS-S21-OL619SPR
遊戲藝術設計師 B

18/3-15/4*
(逢五)
共5堂

17:00-18:00 10-12歲 $1080



語文學習 · 中文提升課程系列
課程編號及名稱 日期 時間 內容 對象 費用 備註

LS-S21-OL701SPR
超級記憶認字班

K.3

14/3-15/4*
(逢一、三、五)
共15堂

12:00-12:30

學習各種筆劃及字型結構，把字型結構、部首

與「直映認字法」結合，學習如何有效拆字。透

過遊戲和故事，聯繫孩子的生活經驗，學習更

多詞語及組織句子。

K.3 $1200

-課程將派發電子筆記
*15/4(五)是公眾假期，
課程會調整到9/4(六)
11:30-12:00

LS-S21-OL702SPR
中文閱讀理解
技巧班
P.1-P.2

14/3-14/4
(逢一、四)
共10堂

10:00-11:00

本課程旨在提升學生在閱讀理解的能力，透過

學習不同的中文知識，包括閱讀技巧、寫作能

力、 成語運用及語文知識等，讓學生掌握不同
類型的閱讀方法及明白應試技巧，進而有效提

升成績。

P.1-P.2 $1600

-課程將派發電子筆記

LS-S21-OL703SPR
妙筆生花—

中文寫作技巧班
P.1-P.2

14/3-14/4
(逢一、四)
共10堂

11:00-12:00

針對想要提高寫作技巧的學生，一方面教授學

生不同文體的寫作方式，以及提升作文可讀性

的寫作技巧；另一方面，通過字詞積累、範文閱

讀等形式，幫助學生豐富自己的素材「寶庫」。

老師在課堂上會協助學生梳理寫作思路，提升

寫作根底，創造高分作文。

P.1-P.2 $1600

-課程將派發電子筆記

LS-S21-OL704SPR
妙筆生花—

中文寫作技巧班
P.3-P.4

16/3-15/4*
(逢三、五)
共10堂

11:00-12:00

針對想要提高寫作技巧的學生，一方面教授學

生 不同文體的寫作方式，以及提升作文可讀性
的寫作技巧；另一方面，通過字詞積累、範文閱

讀等形式，幫助學生豐富自己的素材「寶庫」。

老師在課堂上會協助學生梳理寫作思路，提升

寫作根底，創造高分作文。

P.3-P.4 $1600

-課程將派發電子筆記
*15/4(五)是公眾假期，
課程會調整到9/4(六)
17:00-18:00

LS-S21-OL705SPR
妙筆生花—

中文寫作技巧班
P.5-P.6

14/3-14/4
(逢一、四)
共10堂

12:00-13:00

針對想要提高寫作技巧的學生，一方面教授學

生 不同文體的寫作方式，以及提升作文可讀性
的寫 作技巧；另一方面，通過字詞積累、範文閱
讀等形式，幫助學生豐富自己的素材「寶庫」。

老師在課堂上會協助學生梳理寫作思路，提升

寫作根底，創造高分作文。

P.5-P.6 $1600

-課程將派發電子筆記



語文學習 · 數學提升課程系列
課程編號及名稱 日期 時間 內容 對象 費用 備註

LS-S21-OL706SPR
奧林匹克數學 P.1

22/3-21/4*
(逢二、四)
共9堂

09:30-10:30

採用啟發及誘導的教學方法，在手腦並用中、

透過耳聽、眼看、手動、口讀方式進行腦算、聽

算、看算的訓練，於短時間內掌握一種快速的

計算方式，培養靈敏的思考力，使學生更投入

課堂學習。

P.1 $1120

-已包括課本費用($40)
-報名後，課本將以到付
形式送出
*5/4(二)是公眾假期，暫
停一節，共9節。

LS-S21-OL707SPR
奧林匹克數學 P.2

22/3-21/4*
(逢二、四)
共9堂

10:45-11:45

採用啟發及誘導的教學方法，在手腦並用中、

透過耳聽、眼看、手動、口讀方式進行腦算、聽

算、看算的訓練，於短時間內掌握一種快速的

計算方式，培養靈敏的思考力，使學生更投入

課堂學習。

P.2 $1120

-已包括課本費用($40)
-報名後，課本將以到付
形式送出
*5/4(二)是公眾假期，暫
停一節，共9節。

LS-S21-OL708SPR
奧林匹克數學 P.3

22/3-21/4*
(逢二、四)
共9堂

12:00-13:00

採用啟發及誘導的教學方法，在手腦並用中、

透過耳聽、眼看、手動、口讀方式進行腦算、聽

算、看算的訓練，於短時間內掌握一種快速的

計算方式，培養靈敏的思考力，使學生更投入

課堂學習。

P.3 $1120

-已包括課本費用($40)
-報名後，課本將以到付
形式送出
*5/4(二)是公眾假期，暫
停一節，共9節。

語文學習 · 英文提升課程系列
課程編號及名稱 日期 時間 內容 對象 費用 備註

LS-S21-OL709SPR
English Storytime

14/3-11/4
(逢一)
共5堂

13:15-14:15

透過閱讀英語故事，讓孩子愉快地學習英語及

培養對閱讀的興趣。本課程除了與孩子分享開

心而有趣的故事外，還包含了唱歌、學習英文

生字、互動、工作紙及朗讀的元素。

K.3-P.1 $700

-外籍導師Mr Roy教授
-課程將派發電子筆記

LS-S21-OL710SPR
Junior English

Grammar P.1-P.2

14/3-11/4
(逢一)
共5堂

14:30-15:30

想有良好的英語能力，文法學習是必不可少

的！課程著重文法的練習，例如sentences
types & structures, punctuation, verbs,
pronouns, adjectives and predicate，從而提升
英語閱讀及寫作能力。

P.1-P.2 $700

-外籍導師Mr Roy教授
-課程將派發電子筆記
-完成課程後可獲精美
證書一張



LS-S21-OL711SPR
Junior English

Grammar P.3-P.4

14/3-11/4
(逢一)
共5堂

15:45-16:45

想有良好的英語能力，文法學習是必不可少

的！課程著重文法的練習，例如sentences
types & structures, punctuation, verbs,
pronouns, adjectives and predicate，從而提升
英語閱讀及寫作能力。

P.3-P.4 $700

-外籍導師Mr Roy教授
-課程將派發電子筆記
-完成課程後可獲精美
證書一張

LS-S21-OL712SPR
English World Tour

14/3-11/4
(逢一)
共5堂

17:00-18:00

Let’s Travel~ 想探索一下不同國家及當地文
化？外籍英語導師會帶你踏上探索之旅，認識

歐洲、非洲、亞洲、北美洲的國家，了解當地文

化及其語言和歷史，更會透過虛擬導覽，讓參

加者觀賞和體驗。

P.5-P.6 $700

-外籍導師Mr Roy教授
-課程將派發電子筆記

LS-S21-OL713SPR
Little Journalist

P.1-P.2

16/3-15/4*
(逢三、五)
共10堂

14:30-15:30

扮演小小記者，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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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記者的工作。

P.1-P.2 $1700

-外籍導師Mr Bas教授
-課程將派發電子筆記
*15/4(五)是公眾假期，
課程照常進行。

LS-S21-OL714SPR
Little Journalist

P.3-P.4

16/3-15/4*
(逢三、五)
共10堂

15:45-16:45

扮演小小記者，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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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記者的工作。

P.3-P.4 $1700

-外籍導師Mr Bas教授
-課程將派發電子筆記
*15/4(五)是公眾假期，
課程照常進行。

LS-S21-OL715SPR
English Reading

Club

16/3-15/4*
(逢三、五)
共10堂

17:00-18:00

透過閱讀經典的英語故事，學習新的英語詞彙

，增強英文閱讀理解能力。由導師引導，以互動

形式去討論故事內容，訓練組織能力，加深對

文章的了解，享受英語閱讀的樂趣。

P.1-P.3 $1700

-外籍導師Mr Bas教授
-課程將派發電子筆記
*15/4(五)是公眾假期，
課程照常進行。

LS-S21-OL716SPR
Funtime Letterland

Phonics (Online
Video Course)

/ /

Letterland拼音班以多感官教學模式，包括音
樂、動作、藝術及遊戲等，提升聽、寫、讀能力。

透過影片學習，學生不但能於任何時間，任何

地點重覆觀看，而且彈性學習時間能讓學生有

效地規劃。本課程現以50% OFF優惠價提供影
片學習，每堂48分鐘(共5堂)。

K.1-P.1
(初學) $350

-影片會於14/3-11/4
期間每星期以電郵形式
發放，可於期限內無限
次數觀看。
-對象為Letterland
Phonics初學者



學習空間 · 演說提升課程系列
課程編號及名稱 日期 時間 內容 對象 費用 備註

LS-S21-OL601SPR
兒童司儀訓練

17/3-7/4
(逢四)
共4堂

13:15-14:15
基本司儀訓練、發音及舞台表演訓練，增強學

員的表達能力及自信心。
7-12歲 $480

LS-S21-OL602SPR
兒童精靈演說訓練

17/3-7/4
(逢四)
共4堂

14:30-15:30

以輕鬆活潑的遊戲和不同的演繹方式比賽，引

發小朋友的想像和創作空間，培養小朋友自我

表達技巧及自信心。

內容有說故事、說話比賽等。

6-10歲 $480

LS-S21-OL603SPR
幼兒精靈演說班

17/3-7/4
(逢四)
共4堂

15:45-16:45

以輕鬆活潑的遊戲和不同的演繹方式比賽，引

發小朋友的想像和創作空間，培養小朋友自我

表達技巧及自信心。

內容有說故事、說話比賽等。

4-6歲 $480

學習空間 · 功課輔導系列
課程編號及名稱 日期 時間 內容 對象 費用 備註

LS-S21-OL501SPR
功課輔導班

(小一至小三)

16/3-20/4
(逢三)
共6堂

14:30-15:30

由富經驗功課輔導導師任教，協助參加者透過

網上形式協助參加者解決功課上的困難，令參

加者更有效率地完成功課。協助學生建立正確

的學習態度，培養做功課的良好習慣。另外，亦

加強學生在學習上效能及技巧，鞏固學科上的

概念與知識。

P.1-P.3 $590

LS-S21-OL502SPR
功課輔導班

(小四至小六)

16/3-20/4
(逢三)
共6堂

15:45-16:45

由富經驗功課輔導導師任教，協助參加者透過

網上形式協助參加者解決功課上的困難，令參

加者更有效率地完成功課。協助學生建立正確

的學習態度，培養做功課的良好習慣。另外，亦

加強學生在學習上效能及技巧，鞏固學科上的

概念與知識。

P.4-P.6 $650



周末家居防疫運動系列
課程編號及名稱 日期 時間 內容 對象 費用 備註

LS-S21-OL803SPR
家居防疫「動」起來之基
本伸展證書班(A)Online

19/3-9/4
(逢六)
共4堂

14:00-14:45
由註冊物理治療師教授，訓練內容包括平衡協

調運動，手腳協調訓練，舒緩肩頸及腰背痛拉

筋，改善體態問題，居家防疫也保持運動。

6-10歲 $550

-請穿著合適運動服裝及
預留足夠活動空間。
-完成課程後可獲精美證
書一張。

LS-S21-OL804SPR
家居防疫「動」起來之基
本伸展證書班(B)Online

19/3-9/4
(逢六)
共4堂

15:00-15:45

由註冊物理治療師教授，訓練內容包括平衡協

調運動，手腳協調訓練，舒緩肩頸及腰背痛拉

筋，改善體態問題，居家防疫也保持運動。

參與學員會以郵寄方式獲贈橡筋帶一條。

（需視符香港實際郵寄情況）

10-15歲 $650

-請穿著合適運動服裝及
預留足夠活動空間。
-完成課程後可獲精美證
書一張。

體育運動課程系列
課程編號及名稱 日期 時間 內容 對象 費用 備註

LS-S21-OL503SPR
幼兒葉問—
詠春拳術課程

14/3-11/4
(逢一)
共5堂

09:30-10:30

由專業詠春教練教授，課程認識詠春拳的精髓—
學習肌肉及關節的伸展，訓練四肢協調的能力及

反應，強化身體質素及反應，自衛及增加個人專

注力。

3-5歲 $500

LS-S21-OL504SPR
少年葉問—
詠春拳術課程

14/3-11/4
(逢一)
共5堂

10:45-11:45

由專業詠春教練教授，課程認識詠春拳的精髓—
學習肌肉及關節的伸展，訓練四肢協調的能力及

反應，強化身體質素及反應，自衛及增加個人專

注力。

6-12歲 $500

LS-S21-OL505SPR
幼兒

KICK-BOXING拳擊

14/3-11/4
(逢一)
共5堂

12:00-13:00
由專業拳擊教練教授，課程教授KICK-BOXING
拳擊如何改善體質、心肺功能、四肢協調能力及

反應。

3-5歲 $500

LS-S21-OL506SPR
少年

KICK-BOXING拳擊

14/3-11/4
(逢一)
共5堂

14:30-15:30
由專業拳擊教練教授，課程教授KICK-BOXING
拳擊如何改善體質、心肺功能、四肢協調能力及

反應。

6-12歲 $500



LS-S21-OL507SPR
少年日本Tabata
心肺強化課程

14/3-11/4
(逢一)
共5堂

15:45-16:45

日本東京體訓大學的教授田畑泉（Izumi Tabata）
所提出 有效率的運動，能訓練心肺功 能、肌力
及爆發力等，Tabata是一種讓參加者伸展肌肉，加
上跑、跳、撐、翻、轉、扭組合動作，課程中更能強

健體魄亦有助控制體重。

7-12歲 $500

LS-S21-OL508SPR
幼兒家居球類課程

15/3-12/4*
(逢二)
共5堂

09:30-10:30

讓參加者留在家中仍能段練身體，並於疫情期間

保持良好體魄。導師會透過zoom，安排一連串體
能動作及籃球活動，足球等運動及球類訓練，指導

學員，希望學員在疫情期間維持一定運動量，並提

升學員的活動能力。

4-6歲 $500

-參與學員需自備小型
軟身球
*5/4(二)是公眾假期，
課程照常進行。

LS-S21-OL509SPR
FUN FUN幼兒
運動節奏課程

15/3-12/4*
(逢二)
共5堂

10:45-11:45

參加者透過快樂的運動方式，配合音樂進行，提升

大腦反應，提升專注力，並強化手腳協調。課程可

以增進大腦與身體的神經系統連結、協調性以及

左右腦的溝通，有助學習及專注力外，也是身體發

展的基礎。

3-5歲 $500

*5/4(二)是公眾假期，
課程照常進行。

LS-S21-OL510SPR
少年家居運動
大挑戰

15/3-12/4*
(逢二)
共5堂

12:00-13:00

讓參加者留在家中仍能段練身體，並於疫情期間

保持良好體魄。教練會透過zoom，安排一連串體
能動作及家中常見用具，無間斷運動挑戰訓練，導

師更與學員一同鍛練，過程中作出即時指導，並提

升學員的肌肉發展能力。

6-12歲 $500

*5/4(二)是公眾假期，
課程照常進行。

LS-S21-OL511SPR
少年感統靈敏度
體適能課程

15/3-12/4*
(逢二)
共5堂

14:30-15:30

由資深感統導師指導，針對鍛練肌肉張力、視覺空

間距離判斷力、專注力、手眼協調、肢體協調、身

體形象概念、平衡力等，導師先為孩子進行評估，

根據參加者的能力調適及每項運動的數量密集程

度，分不同階段訓練，以達到 佳果效。

6-12歲 $500

*5/4(二)是公眾假期，
課程照常進行。



LS-S21-OL512SPR
幼兒感統靈敏度
體適能課程

15/3-12/4*
(逢二)
共5堂

15:45-16:45

由資深感統導師指導，針對鍛練肌肉張力、視覺空間

距離判斷力、專注力、手眼協調、肢體協調、身體形

象概念、平衡力等，導師先為孩子進行評估，根據參

加者的能力調適每項運動的數量及密集程度，分不

同階段訓練，以達到 佳果效。

3-5歲 $500

*5/4(二)是公眾假期
，課程照常進行。

LS-S21-OL513SPR
韓國跆拳道

幼兒訓練課程2022

19/3-16/4*
(逢六)
共5堂

10:45-11:45
課程由資深跆拳道教練教授，訓練包括參照跆拳色

帶教案進行，包括基本動作、前進馬動作、前踢及橫

踢等動作。教練會推薦學生參加升帶考試。

3-6歲 $590

*16/4(六)是公眾假
期，課程照常進行。

LS-S21-OL514SPR
韓國跆拳道

少年訓練課程2022

19/3-16/4*
(逢六)
共5堂

12:00-13:00
課程由資深跆拳道教練教授，訓練包括參照跆拳色

帶教案進行，包括基本動作、前進馬動作、前踢及橫

踢等動作。教練會推薦學生參加升帶考試。

7-12歲 $590

*16/4(六)是公眾假
期，課程照常進行。

LS-S21-OL515SPR
親子大笑瑜伽

(Online)

21/3-18/4*
(逢一)
共5堂

12:00-13:00

由國際認可大笑瑜珈導師Rick sir 親自任教。大笑瑜
伽由印度醫生Dr. MadanKataria 所研發，是一種嶄
新和獨特的帶氧運動，結合瑜珈式呼吸(Pranayama)
、想像力配合大笑運動令身體及腦部有更多氧氣。在

大笑瑜伽活動中，任何人也不用依靠笑話、幽默感和

喜劇來大笑。本活動以一個小組形式的運動，配合孩

童式的玩法，學習20款大笑瑜伽招式、腹式呼吸法及
靜觀法，讓你大笑尋找快樂，建立正能量，促進親子

關係與感情。

6-12歲
少年及
其一位
家長

$500
(每對
親子)

*18/4(一)是公眾假
期，課程照常進行。

LS-S21-OL524SPR
春季親子奧運會

(Online)

2/4
(星期六) 15:45-17:00

疫情居家有什麼好做? 不如參加一場緊張刺激的親
子運動會。由專業運動教練設計及主持，透過一系列

適合在家進行的親子互動運動遊戲比賽，提升親子

之間的的合作與感情，並訓練親子的體能及協調能

力，好玩又健康。參與奧運會的家庭可獲參賽證書及

禮物一份。

3-6歲幼
兒及其
家長

$100
(每對
親子)



表演藝術 · 芭蕾舞系列
課程編號及名稱 日期 時間 內容 對象 費用 備註

LS-S21-OL801SPR
Little Ballerina
網上兒童芭蕾舞
春季課程(Online)

19/3-9/4
(逢六)
共4堂

10:00-11:00
由EnP Dance Company資深舞蹈員任教, 提升
小朋友音樂感及肢體協調能力, 讓小朋友快樂
地打下良好芭蕾舞基礎。

3-5歲 $550

-課程內容會按參加者之
不同程度而調較。請穿
著合適服裝和跳舞鞋及
預留足夠活動空間。

LS-S21-OL802SPR
Ballerina
網上芭蕾舞

春季課程(Online)

19/3-9/4
(逢六)
共4堂

11:15-12:15

由EnP Dance Company資深舞蹈員任教,將
American Ballet Theatre (ABT)Training
Curriculum 融入遊戲中，讓小朋友從遊戲中學
習正統芭蕾舞技巧。

6-12歲 $580

-課程內容會按參加者之
不同程度而調較。請穿
著合適服裝和跳舞鞋及
預留足夠活動空間。

狄易達跳舞軍團系列
課程編號及名稱 日期 時間 內容 對象 費用 備註

LS-S21-OL621SPR
狄易達跳舞軍團系列
幼兒Kid Dance
證書課程

14/3-11/4
(逢一)
共5堂

14:30-15:30

本課程由狄易達軍團跳舞學校導師任教，課程

以輕快音樂節拍，訓練學員音樂節拍及身體動

感，教授基本Kid Dance舞步。
完成課程將可獲得參與證書一張。

3-6歲 $830

LS-S21-OL622SPR
狄易達跳舞軍團系列
少年K-Pop證書課程

14/3-11/4
(逢一)
共5堂

15:45-16:45

本課程由狄易達軍團跳舞學校導師任教，課程

以輕快音樂節拍，訓練學員音樂節拍及身體動

感，教授基本K-Pop舞步。
完成課程將可獲得參與證書一張。

7-12歲 $830



文化藝術 · 繪畫系列
課程編號及名稱 日期 時間 內容 對象 費用 備註

LS-S21-OL610SPR
幼兒粉彩畫

16/3-6/4
(逢三)
共4堂

09:30-10:30
教授小朋友運用粉彩繪畫技巧，提升藝術繪畫

興趣。
4-6歲 $400

-請參加者自備畫簿、16
色粉彩

LS-S21-OL611SPR
兒童粉彩畫

16/3-6/4
(逢三)
共4堂

10:45-11:45
教授小朋友運用粉彩繪畫技巧，提升藝術繪畫

興趣。
6-10歲 $440

-請參加者自備畫簿、16
色粉彩

LS-S21-OL612SPR
兒童木顏色素描畫

16/3-6/4
(逢三)
共4堂

12:00-13:00
教授小朋友素描技巧如光暗質感等加上運用木

顏色，提升藝術繪畫興趣。
6-12歲 $500

-請參加者自備畫簿、文
具及12色木顏色

LS-S21-OL613SPR
兒童木顏色素描畫B

16/3-6/4
(逢三)
共4堂

13:15-14:15
教授小朋友素描技巧如光暗質感等加上運用木

顏色，提升藝術繪畫興趣。
6-12歲 $500

-請參加者自備畫簿、文
具及12色木顏色

文化藝術 · 手作系列

參加者於easymember報名後，單位會透過WhatsApp聯絡家長並索取地址，以便郵寄手工物資。活動費用已包括郵費。
課程編號及名稱 日期 時間 內容 對象 費用 備註

LS-S21-OL604SPR
浪漫的傳說之童話
公主黏土班

29/3-19/4*
(逢二)
共4堂

09:30-10:30

童話故事是一直伴著小朋友的成長，當中豐富的寓
意，讓我們學習良好的品 格，而大部份的童畫故事
均有美麗的主角、浪漫而感人的情節。這個課程，
透過黏土塑造美麗的主人翁，讓我們在心裡留下一
個又一個的美麗故事，在 小朋友的成長路上發揮
著正能量。 課程內容會按兒童和幼兒之不同程度
而調較。內容包括美人魚、冰雪奇緣--ELSA、白雪
公主、灰姑娘及長髮公主

4-5歲 $480

請參加者自備乾、濕紙
巾，並每堂自備小膠盒
以放置完成之作品。

*5/4(五)是公眾假期，課
程照常進行。



LS-S21-OL605SPR
趣緻角落生物
便當黏土班

29/3-19/4*
(逢二)
共4堂

10:45-11:45

趣緻的角落小伙伴今次搖身一變成為可愛的便當，
更增添一份親切與真實 感。教授小朋友如何拓展
想像空間，黏土搓製出不同變化。 課程內容會按兒
童和幼兒之不同程度而調較。內容包括白熊玉子壽
司、青瓜企鵝、 貓咪雞旦、炸豬排與蝦尾天婦羅及
恐龍三文魚壽司

6-10歲 $480

請參加者自備乾、濕紙
巾，並每堂自備小膠盒
以放置完成之作品。

*5/4(五)是公眾假期，課
程照常進行。

LS-S21-OL606SPR
開心角落生物
遊樂園黏士

29/3-19/4*
(逢二)
共4堂

12:00-13:00

是次課程， 我們嘗試搓揉 19 個角色中的某些小伙
伴，並帶牠們走出角落，跳進小朋友 喜歡的遊樂
園，分享人類的快樂予每一個小伙伴。 課程教授輕
黏土的技巧，如何令小伙伴變得生動可愛，放牠們
坐遊樂園的浪 漫旋轉木馬，一同歡笑。

6-10歲 $480

請參加者自備乾、濕紙
巾，並每堂自備小膠盒
以放置完成之作品。

*5/4(五)是公眾假期，課
程照常進行。

LS-S21-OL607SPR
繽紛手工藝2.0

29/3-19/4*
(逢二)
共4堂

14:30-15:30

繽紛手工課程一向深受家長與小朋友的歡迎，因為
追求創意、材料豐富、 多元學習及多角度嘗試是課
程的特式。小朋友可以嘗試以不同的素材物 料，導
師會指導如何創意思維地拼配與製作，以完成具個
人獨特風格的製 成品。
內容包括創意時鐘、海洋寶盒、小毛熊花花掛飾、
多媒體雜錦膠卡套及閃閃水晶球

4-5歲 $480

課程內容會按兒童和幼
兒之不同程度而調較，
請參加者上課時自備基
本文具、乾、濕紙巾。
*5/4(五)是公眾假期，課
程照常進行。

LS-S21-OL608SPR
傳統塑膠畫
藝術課程

29/3-19/4*
(逢二)
共4堂

15:45-16:45

主要教授對比色彩及分布的層次為主，加上落筆的
輕重所造出的果效，讓小朋友在繪畫及用色上掌握
基礎，從而在課堂中鍛練，以繪畫出色並富獨 特感
的畫作。
內容包括日與夜 I、日與夜 II、櫻花與富士山、森林
大樹及水果與圖案

6-10歲 $480

課程內容會按兒童和幼
兒之不同程度而調較，
請參加者自備乾、濕紙
巾及圍裙。
*5/4(五)是公眾假期，課
程照常進行。

LS-S21-OL609SPR
瓷器彩繪香港情

29/3-19/4*
(逢二)
共4堂

17:00-18:00

香港是我們土生土長的地方，既有繁華艷麗的一面
，也有古樸漁村的風情，既有殖民地的色彩，更有
創科的前尖建築，一個集合多種面貌的城市，教授
小朋友以天真的筆觸，在瓷器上一一把它鈎畫出來
，為我們的城市增添純純的感覺。
內容包括1.大澳漁村+小花貓 2.璀璨夜景+煙花 3.
綠化都市下的房屋+侯鳥群 4.陽光下的太空館+七
色彩虹  5.海灣旁的美利樓+夕陽西下

6-10歲 $480

課程內容會按兒童和幼
兒之不同程度而調較，
請參加者自備乾、濕紙
巾及圍裙。

*5/4(五)是公眾假期，課
程照常進行。



音樂空間 · 好Sing音系列
課程編號及名稱 日期 時間 內容 對象 費用 備註

LS-S21-OL717SPR
第六屆幼兒好Sing
音歌唱訓練課程

16/3-13/4
(逢三)
共5堂

10:45-11:45

課程由資深歌唱及兒童音樂教育導師錢麗文教

授，透過中英兒歌學習運氣、咬音、共鳴、發聲

及表演等技巧。課程配合小樂器玩奏，提升手

部、眼睛、說話協調能力，啟發小朋友對音樂及

歌唱的興趣。

3-6歲 $700

-請家長準備1-2件小樂
器, 例如響板/搖鈴/搖鼓
；如果家中無小樂器，以
曲奇餅罐代替亦可。

LS-S21-OL718SPR
第六屆少年好Sing
音歌唱訓練課程

16/3-13/4
(逢三)
共5堂

12:00-13:00

課程由資深歌唱及兒童音樂教育導師錢麗文教

授，透過教授兒童音樂劇及電影動畫歌曲(歌曲
以英語為主)，學習發聲、咬字、呼吸等歌唱技
巧，提升音樂感及語言能力。課程會教授流行

歌曲，讓學員在愉快氣氛下學習。

7-10歲 $700

幼兒快樂成長系列
課程編號及名稱 日期 時間 內容 對象 費用 備註

LS-S21-OL719SPR
小腳板大舞台—
幼兒互動故事樂園

18/3-15/4*
(逢五)
共5堂

10:45-11:45

居家停課，幼兒學習仍可充滿趣味！

課程由經驗劇場註冊社工設計及教授，導師亦

為家庭輔導及教育碩士生，課程設計讓幼兒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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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歲 $700

*15/4(五)是公眾假期，
課程照常進行。

LS-S21-OL720SPR
人生小導演—
居家幼兒情緒
學習課程

18/3-15/4*
(逢五)
共5堂

12:00-13:00

居家停課，幼兒學習仍可充滿趣味！

課程由經驗劇場註冊社工設計及教授，導師亦

為家庭輔導及教育碩士生，課程設計讓幼兒以

生活情境認識情緒及表達技巧，透過活動及遊

戲提升幼兒學習動機，不同情景設計讓幼兒認

識多元情緒，學習面對喜怒哀樂，提升幼兒自

主情緒表達，成為自己人生的「小導演」！

3-6歲 $700

*15/4(五)是公眾假期，
課程照常進行。



LS-S21-OL201SPR
童創·逸日心情

(Online)

22/4 (五) 16:00-17:15

23/4 (六) 12:00-13:15

共2堂

居家抗疫，小朋友時常「扭計」，又說不出自己

的感受？活動由香港中文大學學生設計，藉助

網上平臺，通過繪本，小組遊戲和繪畫，以及別

開生面的園藝手作，寓教於樂，協助幼兒發掘

情緒的源頭，學習分享自己的情緒，建立正確

的表達方式。

4-6歲 免費

本活動歡迎家長陪伴子
女一同出席及學習。

更多報名詳情將於3月
底在本單位Facebook
公佈，敬請密切留意。

全方位健康成長課程系列
課程編號及名稱 日期 時間 內容 對象 費用 備註

LS-S21-OL516SPR
讀心術心理學課程

(Online)

21/3-18/4*
(逢一)
共5堂

09:30-10:30

要知己知彼，就要讀懂心理學。此工作坊由資深

註冊行為表現分析師(TTI-CPBA) RICK SIR親自
教授，主要分析人類性格學，自然可以了解自己

及看穿別人，內容包括性格透視、九型人格、

DISC行為分析、心理學入門及心理圖卡分析，所
以讀心術心理工作坊是您不可錯過的課程。

9-15歲 $590

課程導師RICK SIR 為
資深心理學培訓導師,獲
性格透視® Level 1 培
訓導師、註冊行為表現
分析師 (TTI - CPBA)等
資歷,教授行為心理學課
程，均反應熱烈。
*18/4(一)是公眾假期，
課程照常進行。

LS-S21-OL517SPR
好戲FUN (Online)

21/3-18/4*
(逢一)
共5堂

10:45-11:45

本課程由澳洲格理菲斯大學獲應用劇場戲劇教育

碩士、戲像學堂藝術總監資深劇場導師RICK SIR
任教，訓練參加者學習聆聽現場觀眾分享故事後

，便即興演出來。透過訓練，讓學員學習5種網上
劇場表達方式、聆聽技巧、即興式的身體語言等，

以提升自信心及 學習與人合作及溝通能力，並掌
握基本故事戲劇技巧及情感表達的方式。學生可

於 後一堂進行一次線上演出，邀請家長欣賞。

8-12歲 $590

*18/4(一)是公眾假期，
課程照常進行。



LS-S21-OL518SPR
太空漫遊網上行—
小太空人訓練證書
課程2022

18/3-15/4*
(逢五)
共5堂

09:30-10:30

本課程由香港航天學會總幹事雷健泉先生團隊任

教， 學員能認識到飛機原理及結構、航天科技知
識、太空人生活、火箭、航天科技等航空太空知

識,增加對航天科技的知識。參加者可以獲得屬於
自己獨有飛行員造型照、製作風信子、 紙飛機製
作、製作紙圈滑翔機、 汽球小火箭等，讓您渡過
一個既充實又好玩不一樣的暑假。

5-7歲 $650

本課程歡迎家長陪伴子
女一同出席及學習。
*15/4(五)是公眾假期，
課程照常進行。

LS-S21-OL519SPR
太空漫遊網上行—
少年太空人訓練
證書課程2022

18/3-15/4*
(逢五)
共5堂

10:45-11:45

本課程由香港航天學會總幹事雷健泉先生團隊任

教， 學員能認識到飛機原理及結構、航天科技知
識、太空人生活、火箭、航天科技等航空太空知

識,增加對航天科技的知識。參加者可以獲得屬於
自己獨有飛行員造型照、製作紙圈滑翔機、紙飛

機製作、汽球小火箭及製作小飛碟。讓您渡過一

個既充實又好玩不一樣的暑假。

8-12歲 $650

*15/4(五)是公眾假期，
課程照常進行。

LS-S21-OL520SPR
危機四伏—

災難應變證書課程
2022

18/3-15/4*
(逢五)
共5堂

12:00-13:00

本課程由TVB「世界零距離」節目嘉賓的香港航天
學會總幹事雷健泉先生及其團隊任教，讓參加者

認識在日常生活遇到危險時,如何作出正確的應
變及求生自救方法,包括地震、風災、山泥傾瀉、
大廈倒塌、 山洪暴發、 人踩人事件、大火,並認識
逃生三寶及急救知識。

6-13歲 $500

*15/4(五)是公眾假期，
課程照常進行。

不一樣的暑假 · 多元智能滿FUN之旅系列
課程編號及名稱 日期 時間 內容 對象 費用 備註

LS-S22-OL625SPR
3-4月康城生日會

(Online)

8/4
(星期五) 15:00-16:15

三至四月嘅小壽星們，有冇試過係暑假過生日呢！誠
意邀請三至四月生日之星參與是次Zoom Party，足
不出戶都能一起玩小遊戲，認識新朋友，同時分享喜
悅。

6-10歲 $20

參加者將獲得精美
電子生日卡一張。



LS-S21-OL402SPR
我的情緒小畫室A

(Online)

24/3-9/4
(逢四、六)
共6堂

14:30-15:30

新冠疫情之下，小朋友社交活動大減，學業壓力及情
緒問題亦相應增加。是次活動目的是希望透過繪畫為
小朋友提供一個「情緒出口」，網路形式教授小朋友基
本繪畫技巧以及生動的畫作，參與者學習以非語言方
式表達情緒。 本活動由註冊社工蔡SIR及畫班導師鄭
SIR設計及教授，讓小朋友能以繪畫方式抒發情緒及
想法，從而調適壓力，提升抗逆力。

P.4-P.6 $540

-學生須自備畫紙、
鉛筆及擦膠(如有
木顏色或者maker
更好)

LS-S21-OL401SPR
我的情緒小畫室B

(Online)

24/3-9/4
(逢四、六)
共6堂

15:45-16:45

新冠疫情之下，小朋友社交活動大減，學業壓力及情
緒問題亦相應增加。是次活動目的是希望透過繪畫為
小朋友提供一個「情緒出口」，網路形式教授小朋友基
本繪畫技巧以及生動的畫作，參與者學習以非語言方
式表達情緒。本活動由註冊社工蔡SIR及畫班導師鄭
SIR設計及教授， 讓小朋友能以繪畫方式抒發情緒及
想法，從而調適壓力，提升抗逆力。

P.1-P.3 $540

-學生須自備畫紙、
鉛筆及擦膠(如有
木顏色或者maker
更好)

LS-S21-OL521SPR
學習有法—

初小記憶及專注力
提升小組(Online)

24/3-14/4
(逢四)
共4堂

14:30-15:30

透過活動，讓學生認識不同學習方式的技巧，運用多
元化而趣味的網上活動，鼓勵參加者主動學習，發揮
潛能，啟發在背誦以外的思維和學習能力，活動訓練
包括專注力訓練，高效記憶力，對參加者讀書及學習
帶來幫助。

6-8歲 $480

本活動由資深註冊
社工梁SIR親自教
授。

LS-S21-OL522SPR
學習有法—

高小記憶及專注力
提升小組(Online)

24/3-14/4
(逢四)
共4堂

15:45-16:45

透過活動，讓學生認識不同學習方式的技巧，運用多
元化而趣味的網上活動，鼓勵參加者主動學習，發揮
潛能，啟發在背誦以外的思維和學習能力，活動訓練
包括專注力訓練，高效記憶力，對小四至小六學生讀
書及學習帶來幫助。

9-12歲 $480

本活動由資深註冊
社工梁SIR親自教
授。

LS-S21-OL523SPR
居家「義」—
小義工之旅

證書課程(Online)

21/3-11/4
(逢一)
共4堂

17:00-18:00

以網上互動形式，讓參加者學習及體驗做義工的知識
與樂趣。活動亦讓參加者認識社會上弱勢社群的生活
實況及需要，鼓勵參加者更主動關心他人。
出席率達75%參加者可獲義工證書一張。

8-14歲 $300

本活動由資深註冊
社工梁SIR親自教
授。



LS-21-OL0900
English Classics
with Drama for

Children
從話劇學英語名著

(Online)

9/4, 30/4
(星期六)
共2堂

11:30-13:00

喜歡做角色扮演？喜歡演話劇嗎？此活動把學習英

語和演話劇連在一起，首先透過莎士比亞英文名著，

學習書中思想和英語。再由小朋友化身成為小編劇和

小演員，把書的節錄重整為一份劇本，然後以話劇方

式演出。在此活動中，青年導師會帶領小朋友會運用

主動回憶(active recall)，把書中的句式和詞彙套用在
自己的劇本中，自然地學習英語。有趣的話劇更能勾

起小朋友對英語的興趣，增強英語感。

9-11歲 $100

-參加者需開鏡頭
及積極與他人互動

復活節系列
課程名稱 日期 時間 內容 對象 費用 備註

奇趣復活蛋
設計比賽

1/4-14/4 /

發揮無限創意，設計獨一無二的復活蛋，為家裏增

添繽紛色彩。

分三個組別：幼兒親子組、初小組、高小組。

每個組別均設冠軍、亞軍、季軍及網上人氣大獎。

得獎者將獲頒電子證書一張。

3-12歲
會員

免費

*詳情將於1/4於
Facebook公佈，敬
請留意

Easter 遊戲樂
@Home 11/4-18/4 / 設計不同的網上小遊戲，留在家中也能充滿樂趣！ 會員 免費

*詳情將於11/4於
Facebook公佈，敬
請留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