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暑期活動概覽
香港青年協會

賽馬會坪石青年空間

編號 課程名稱 內容 年齡 名額 日期(星期) 時間 地點 收費(元) 備注/導師

少年/家庭課程 學術增值

PS-S21-

C301
FunFun English 幼兒英

語遊戲小組(星期

六)(外籍導師)

每堂設有不同主題，如野餐、旅行、運動

會等場景，導師會圍繞主題，透過生動有

趣的教學活動，如遊戲、唱等，訓練學生

的英語聆聽、說話及認字能力。

3至6 10 17/7至

21/8(逢六)

10:10至

11:10

本單位 680/6堂

※

* 適合升K2至升P1學員報讀

* 如受疫情影響，本期課程會改以ZOOM形式授課

* 負責職員：柯小彥

PS-S21-

C307
幼兒唱遊普通話 透過歌唱、遊戲、詩歌朗讀等唱遊活動，

認識更多中文字詞及正確普通話發音，讓

參加者在輕鬆氣氛下，發展聽、說及閱讀

能力，提升學習普通話的興趣。

3至6 12 21/7至

25/8(逢三)

13:50至

14:50

本單位 720/6堂 * 參加須為升K1至升K3

* 導師黃成芳為香港城市大學榮譽學士畢業生，

分別於浸會大學及北京師範大學合辦普通話教師

證書及取得優異級別成績，具備國家語委普通話

測試二級水平，具多年普通話教學經驗。

* 負責職員：鍾潔雯

PS-S21-

C308
Creative Writing 英語

創意寫作(P1-P2)(外籍

導師)

學習各類寫作手法，加入實用的創意寫作

技巧，如brain storming, mind mapping 等，藉

以提升學生對寫作的靈感和觸覺，增加趣

味和思維空間，讓他們學會欣賞、分析及

學習現成的創意寫作文章

3至6 10 22/7至

26/8(逢四)

11:15至

12:15

本單位 680/6堂

※

* 適合升P1至升P2學員報讀

* 如受疫情影響，本期課程會改以ZOOM形式授課

* 負責職員：柯小彥

PS-S21-

C309
FunFun English 幼兒英

語遊戲小組(星期

四)(外籍導師)

每堂設有不同主題，如野餐、旅行、運動

會等場景，導師會圍繞主題，透過生動有

趣的教學活動，如遊戲、唱等，訓練學生

的英語聆聽、說話及認字能力。

3至6 10 22/7至

26/8(逢四)

13:50至

14:50

本單位 680/6堂

※

* 適合升K2至升P1學員報讀

* 如受疫情影響，本期課程會改以ZOOM形式授課

* 負責職員：柯小彥

PS-S21-

C310
小一面試多元智能班 適合準備考直資和私立小一之學生。

本課程循序漸進，由淺入深使幼兒更掌握

面試內容，家長亦能了解子女強弱之處，

及早對症下藥，加強面試應變能力。內容

包括：思維啟發、禮儀及態度、學術常

識、聆聽指令、記憶遊戲、圖片演說、排

卡說故事、模擬面試、處境技巧、小組表

現 等。

第六堂和第十二堂有模擬考試及家長日，

時間及安排待開課後再通知家長。

3至6 8 27/7至

25/8(逢二及

三)

10:10至

11:10

本單位 2200/10

堂

*參加須為升K2至升K3

* 導師黃成芳為香港城市大學榮譽學士畢業生，

分別於浸會大學及北京師範大學合辦普通話教師

證書及取得優異級別成績，具備國家語委普通話

測試二級水平。教學經驗豐富，曾擔任多年中學

會考監考員，熟悉香港中、小、幼課程，尤其是

中文及普通話科，已考獲中文基準試（普通話）

資格。

* 負責職員：鍾潔雯

PS-S21-

C311
KPCC幼兒普通話水

平測試

KPCC由北京清華紫光教育機構之專家研製

及簽發，為香港幼稚園學生的普通話能力

的綜合測試。考試以一對一口試形式考核

考生的普通話聽、說、讀三方面之應用能

力。及格的考生可獲發合格、優良及卓越

證書，作為升小學普通話能力證明。

本課程透過生動有趣的教學方法，寓遊戲

於學習，直接提升學生聽、說、讀各方面

的能力。

3至6 12 27/7至

25/8(逢二及

三)

11:15至

12:15

本單位 1200/10

堂

* 參加須為升K1至升K3

* 導師黃成芳為香港城市大學榮譽學士畢業生，

分別於浸會大學及北京師範大學合辦普通話教師

證書及取得優異級別成績，具備國家語委普通話

測試二級水平，具多年普通話教學經驗。

* 負責職員：鍾潔雯

PS-S21-

C316
English Art and Craft手

工藝學英語(外籍導

師)

透過聆聽導師指示，促進導師與幼兒之間

的互動，訓練他們的聆聽能力、協調能力

及激發創意力，製作簡單手工藝。

4至6 10 17/7至

21/8(逢六)

11:15至

12:15

本單位 680/6堂

※

* 適合升K3至升P1學員報讀

* 如受疫情影響，本期課程會改以ZOOM形式授課

* 負責職員：柯小彥

PS-S21-

C322
Phonics英語互動拼音

高階班B(外籍導師)

幼兒可從中學習英文字母的原音，學習常

錯的讀法，獲得對拼音的基本概念。尤其

英語會話，有莫大裨益，更可為日後學習

更精細的拼音法打好良好根基。

4至6 10 17/7至

21/8(逢六)

14:50至

15:50

本單位 670/6堂

※

* 適合升K3至升P1學員報讀

* 如受疫情影響，本期課程會改以ZOOM形式授課

* 負責職員：柯小彥

PS-S21-

C323
Phonics英語互動拼音

進階班A(外籍導師)

幼兒可從中學習英文字母的原音，學習常

錯的讀法，獲得對拼音的基本概念。尤其

英語會話，有莫大裨益，更可為日後學習

更精細的拼音法打好良好根基。

4至6 10 19/7至

23/8(逢一)

11:15至

12:15

本單位 670/6堂

※

* 適合升K3至升P1學員報讀

* 如受疫情影響，本期課程會改以ZOOM形式授課

* 負責職員：柯小彥

PS-S21-

C324
Phonics英語互動拼音

高階班A(外籍導師)

幼兒可從中學習英文字母的原音，學習常

錯的讀法，獲得對拼音的基本概念。尤其

英語會話，有莫大裨益，更可為日後學習

更精細的拼音法打好良好根基。

4至6 10 19/7至

23/8(逢一)

12:20至

13:20

本單位 670/6堂

※

* 適合升K3至升P1學員報讀

* 如受疫情影響，本期課程會改以ZOOM形式授課

* 負責職員：柯小彥

PS-S21-

C326
GAPSK幼稚園普通話

(初級)

GAPSK 港澳地區中小學普通話水平考試 由

北大語文教育研究所研發兼得國家教育部

港澳台辦公室審批，根據港澳中小 學生的

普通話課程設計。考生可透過此考試，測

試自己的聽、說、讀、寫 各方面的普通話

應用能力。GAPSK幼稚園組的學習內容包

括個人對答、圖片配對、句子和詩歌朗讀

(共30篇)，幼稚園生在經過老師評估後，可

報考初、中和高級考試，也能為小朋友提

升中文識字和閱讀能力，順利銜接小一課

程，尤其是普教中的小一學生。

4至8 12 20/7至

24/8(逢二)

14:50至

15:50

本單位 720/6堂 * 導師黃成芳為香港城市大學榮譽學士畢業生，

分別於浸會大學及北京師範大學合辦普通話教師

證書及取得優異級別成績，具備國家語委普通話

測試二級水平，具多年普通話教學經驗。

*參加者必須購備〖GAPSK蹦跳模擬試題(初級適

用)，漢語出版〗約＄140

*報考者必須為幼稚園學生，建議選【幼稚園(初

級)普通話水平綱要】

*負責職員：鍾潔雯

PS-S21-

C328
劍橋英語Pre-

starters(外籍導師)

「劍橋小學英語」課程為建立學生的良好

英語基礎，並對應全球性的兒童英語評核

試。內容包括聽、讀、寫、講，全面提升

牢固學生的英文基本能力及提升學習英語

之興趣與信心。

4至6 10 21/7至

26/8(逢三及

四)

11:15至

12:15

本單位 1680/12

堂

※

* 適合升K3至升P1學員報讀

* 如受疫情影響，本期課程會改以ZOOM形式授課

* 負責職員：柯小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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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S21-

C329
GAPSK幼稚園普通話

(中級)

GAPSK 港澳地區中小學普通話水平考試 由

北大語文教育研究所研發兼得國家教育部

港澳台辦公室審批，根據港澳中小 學生的

普通話課程設計。考生可透過此考試，測

試自己的聽、說、讀、寫 各方面的普通話

應用能力。GAPSK幼稚園組的學習內容包

括個人對答、圖片配對、句子和詩歌朗讀

(共30篇)，幼稚園生在經過老師評估後，可

報考初、中和高級考試，也能為小朋友提

升中文識字和閱讀能力，順利銜接小一課

程，尤其是普教中的小一學生。

幼稚園學生如欲參加中級考試，必須已考

獲GAPSK 初級資格。

4至8 12 21/7至

25/8(逢三)

14:50至

15:50

本單位 720/6堂 *參加須為升K1至小二學生

* 導師黃成芳為香港城市大學榮譽學士畢業生，

分別於浸會大學及北京師範大學合辦普通話教師

證書及取得優異級別成績，具備國家語委普通話

測試二級水平，具多年普通話教學經驗。

*參加者必須購備〖GAPSK蹦跳模擬試題(中級適用)

，漢語出版〗約＄140

*報考者必須為幼稚園學生，建議選【幼稚園(中

級)普通話水平綱要】

*負責職員：鍾潔雯

PS-S21-

C339
牛津閱讀計劃Oxford

Reading Tree Stage3(外

籍導師)

讓幼兒從小便有閱讀過百本英文書的經

驗！培養他們愛讀書的習慣，獨自追求學

問知識，課程選用著名的Oxford Reading

Tree系列，由外籍導師陪伴幼兒閱讀，掌握

早期閱讀、聆聽、理解技巧。完成每課程

均獲印花，貼滿每階段 (Stage Tree) 可獲頒

發證書。

5至6 10 17/7至

21/8(逢六)

15:55至

16:55

本單位 500/6堂 * 如受疫情影響，本期課程會改以ZOOM形式授課

* 負責職員：柯小彥

PS-S21-

C341
環遊世界遊學班(P1-

P2)(外籍導師)

不用出境都可以係暑假到訪日本﹑泰國﹑

澳洲﹑韓國及法國! 透過生動有趣的教學，

讓學生們認識世界各地的各種事物。課程

目的在於讓學生以有趣的主題體驗和學習

的相關詞彙，適當地學習與別人溝通，並

靈活運地在閱讀、聆聽、寫作及說話各方

面上運用英語。

5至7 10 17/7至

21/8(逢六)

15:55至

16:55

本單位 680/6堂

※

* 適合升P1至升P2學員報讀

* 如受疫情影響，本期課程會改以ZOOM形式授課

* 負責職員：柯小彥

PS-S21-

C342
Everyday Science 科學

X英語學習 (P1-P2)(外

籍導師)

透過進行實驗或手工，配合遊戲及主題研

究，令兒童發揮他們的小腦袋，並提高他

們對相關科學的知識。

5至7 10 19/7至

23/8(逢一)

13:50至

14:50

本單位 680/6堂

※

* 適合升P1至升P2學員報讀

* 如受疫情影響，本期課程會改以ZOOM形式授課

* 負責職員：柯小彥

PS-S21-

C343
Reading Skill 英語閱讀

技巧(P1-P2)

針對香港學生普遍閱讀英語的通病，教導

他們有用的閱讀技巧Skimming & Scanning,

Finding Main Ideas等，培養出閱讀興趣與習

慣。

5至7 10 20/7至

24/8(逢二)

10:10至

11:10

本單位 520/6堂

※

* 適合升P1至升P2學員報讀

* 如受疫情影響，本期課程會改以ZOOM形式授課

* 負責職員：柯小彥

PS-S21-

C344
暑期數學精進班 (升

K3)

透過遊戲及練習，讓幼兒/兒童藉暑期奠定

數學基礎，提升學習動機，內容包括：

1. 複習本學年的數學課程

2. 預習新學年數學課本

3. 有趣數學遊戲提升學習動機

4. 提供數學練習

5至6 6 20/7至

26/8(逢二、

四)

11:15至

12:15

本單位 840/12堂

※

* 導師資歷為大專或以上程度

* 費用包括所有習作及遊戲物資

* 負責職員：柯小彥

PS-S21-

C345
Grammar Learners 英語

文法(P1-P2)

課程主要介紹及複習不同文法課題(Tenses,

Preposition等)，再讓學生圍繞此課題寫作。

課程主要提升學習文法的趣味。故所有教

材均以生動有趣的選文，引發同学們的學

習興趣，形成學習動力。

5至7 10 20/7至

24/8(逢二)

11:15至

12:15

本單位 520/6堂

※

* 適合升P1至升P2學員報讀

* 如受疫情影響，本期課程會改以ZOOM形式授課

* 負責職員：柯小彥

PS-S21-

C346
中文寫作訓練小組(普

通話) (升小一)

本課程以普通話教授，按學員能力和需要

訓練中文寫作及閱讀理解能力。如：認識

不同寫作技巧、文句結構、重組句子、續

句成章等。解決本科上疑難、增進普通話

及語文能力。

5至7 8 20/7至

24/8(逢二)

12:20至

13:20

本單位 720/6堂 *參加須為升小一

*導師黃成芳為香港城市大學榮譽學士畢業生，分

別於浸會大學及北京師範大學合辦普通話教師證

書及取得優異級別成績，具備國家語委普通話測

試二級水平，具多年普通話教學經驗。

* 負責職員：鍾潔雯

PS-S21-

C347
暑期英語精進班 (升

K3)

透過遊戲及練習，讓幼兒/兒童藉暑期奠定

英文基礎，提升學習動機，內容包括：

1. 複習本學年的英文課程

2. 預習新學年英文課本

3. 有趣英文遊戲提升學習動機

4. 提供英文練習

5至6 6 21/7至

27/8(逢三、

五)

11:15至

12:15

本單位 840/12堂

※

* 導師資歷為大專或以上程度

* 費用包括所有習作及遊戲物資

* 負責職員：柯小彥

PS-S21-

C348
劍橋英語

Starters(A)(外籍導師)

「劍橋小學英語」課程為建立學生的良好

英語基礎，並對應全球性的兒童英語評核

試。內容包括聽、讀、寫、講，全面提升

牢固學生的英文基本能力及提升學習英語

之興趣與信心。

5至7 10 21/7至

26/8(逢三及

四)

12:20至

13:20

本單位 1680/12

堂

※

* 適合升P1至升P2學員報讀

* 如受疫情影響，本期課程會改以ZOOM形式授課

* 負責職員：柯小彥

PS-S21-

C349
劍橋英語Starters(B)(外

籍導師)

「劍橋小學英語」課程為建立學生的良好

英語基礎，並對應全球性的兒童英語評核

試。內容包括聽、讀、寫、講，全面提升

牢固學生的英文基本能力及提升學習英語

之興趣與信心。

5至7 10 21/7至

26/8(逢三及

四)

17:00至

18:00

本單位 1680/12

堂

※

* 適合升P1至升P2學員報讀

* 如受疫情影響，本期課程會改以ZOOM形式授課

* 負責職員：柯小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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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暑期活動概覽
香港青年協會

賽馬會坪石青年空間

編號 課程名稱 內容 年齡 名額 日期(星期) 時間 地點 收費(元) 備注/導師

PS-S21-

C350
England Tour趣味英國

遊學班(P1-P2)(外籍導

師)

不用出境都可以係暑假期間去英國遊學! 課

程讓兒童以有趣的主題體驗和學習相關詞

彙，並靈活地運用在閱讀、聆聽、寫作及

說話。課程內容： 1.英國歷史及旅遊景點 2.

英國文化 3.英國交通 4.英國飲食文化 5.英國

slang words (俚語)

5至7 10 22/7至

26/8(逢四)

14:50至

15:50

本單位 680/6堂

※

* 適合升P1至升P2學員報讀

* 如受疫情影響，本期課程會改以ZOOM形式授課

* 負責職員：柯小彥

PS-S21-

C351
國際象棋訓練班 (6至

8歲)

透過學習國際象棋，培養思考能力、注意

力、集中力等。兒童通過下棋學習面對輸

贏，更懂得換位思考，學會交流。

6至8 6 17/7至

21/8(逢六)

12:20至

13:20

本單位 540/6堂 * 如受疫情影響，本期課程會改以ZOOM形式授課

* 費用已包括棋具租用

* 負責職員：葉偉達

PS-S21-

C352
象棋訓練班 (6至8歲) 透過學習中國象棋，培養思考能力、注意

力、集中力等。兒童通過下棋學習面對輸

贏，更懂得換位思考，學會交流。

6至8 6 17/7至

21/8(逢六)

14:55至

15:55

本單位 540/6堂 * 如受疫情影響，本期課程會改以ZOOM形式授課

* 費用已包括棋具租用

* 負責職員：葉偉達

PS-S21-

C405
學習有法-暑期課餘託

管計劃(7月)

協助學員完成暑期功課，及提供多元化的

活動讓學員參與，培養學員獨立能力，善

用餘暇。

內容：

1. 功課輔導

2. 康樂及多元活動

3. 戶外活動

6至12 12 2/7至31/7

(逢一至五)

15:00至

18:30

本單位 1130 * 對象為升小一至小六學生

* 有興趣參加者請填妥課餘託管申請表並於2/6

(三)之前交回櫃位

* 報名者須接受社工評估

* 成功錄取，將以電話通知

* 本服務設有學費減免

* 負責職員：葉偉達、柯小彥

PS-S21-

C353
PS暑期TEEN地-7月 內容包括：

1. 完成暑期功課及預習新學年學科

2. 多元化小組活動

3. 運動鬆一鬆

4. 戶外參觀及體驗(逢五進行)

5. 「星星獎勵計劃」鼓勵參與

6至13 10 19/7至30/7

(逢一至五)

15:00至

18:30

本單位 /

坪石邨籃

球場 / 各

活動地點

600 / 每

位

* 對象為升小二至中一學生

* 包括戶外活動入場費及茶點

* 逢星期五的戶外體驗日活動通告將於第一堂派

發

* 負責職員：葉偉達

PS-S21-

C354
暑期數學精進班 (升

小一)

透過遊戲及練習，讓幼兒/兒童藉暑期奠定

數學基礎，提升學習動機，內容包括：

1. 複習本學年的數學課程

2. 預習新學年數學課本

3. 有趣數學遊戲提升學習動機

4. 提供數學練習

6至7 6 20/7至

26/8(逢二、

四)

12:20至

13:20

本單位 900/12堂

※

* 導師資歷為大專或以上程度

* 費用包括所有習作及遊戲物資

* 負責職員：柯小彥

PS-S21-

C355
小學普通話拼音 透過學習拼音方式，輔以練習工作紙：

1. 學懂拼音

2. 強化拼音基礎，能準確掌握聲調、聲韻母

3. 加強記憶，提升拼音拼讀技巧。

6至12 12 20/7至

24/8(逢二)

13:50至

14:50

本單位 720/6堂 * 參加須為升小二至升小六

* 導師黃成芳為香港城市大學榮譽學士畢業生，

分別於浸會大學及北京師範大學合辦普通話教師

證書及取得優異級別成績，具備國家語委普通話

測試二級水平，具多年普通話教學經驗。

* 負責職員：鍾潔雯

PS-S21-

C356
中文寫作訓練小組(普

通話) (升小二)

本課程以普通話教授，按學員能力和需要

訓練中文寫作及閱讀理解能力。如：認識

不同寫作技巧、文句結構、重組句子、續

句成章等。解決本科上疑難、增進普通話

及語文能力。

6至8 8 20/7至

24/8(逢二)

15:55至

16:55

本單位 720/6堂 *參加須為升小二

*導師黃成芳為香港城市大學榮譽學士畢業生，分

別於浸會大學及北京師範大學合辦普通話教師證

書及取得優異級別成績，具備國家語委普通話測

試二級水平，具多年普通話教學經驗。

* 負責職員：鍾潔雯

PS-S21-

C357
暑期英語精進班 (升

小一)

透過遊戲及練習，讓幼兒/兒童藉暑期奠定

英文基礎，提升學習動機，內容包括：

1. 複習本學年的英文課程

2. 預習新學年英文課本

3. 有趣英文遊戲提升學習動機

4. 提供英文練習

6至7 6 21/7至

27/8(逢三、

五)

12:20至

13:20

本單位 900/12堂

※

* 導師資歷為大專或以上程度

* 費用包括所有習作及遊戲物資

* 負責職員：柯小彥

PS-S21-

C358
童心.遊戲教室(一) 透過「半設計」(semi-structure)的遊戲形式，

讓小朋友得到選擇、獲肯定及被支持的經

驗，從經驗中改善專注力及加強個人的主

動性。

遊戲包括：

專注力練習遊戲；

身體協調練習遊戲；

運用五感的遊戲。

6至7 8 22/7至

19/8(逢四)

11:30至

12:30

本單位 350 / 每

位

* 課程導師為NLP及MBTI執行師

* 負責職員：葉偉達

PS-S21-

C359
奧林匹克數學課程 初

班(星期三)

課堂中所學的內容，主要是圍繞著比賽中

的題目類型作出探討，本年度將與學生分

享： 1.『巧算加減』- 增加學童對加減、大

小及多少的認知。

 2.『幻方』- 以特殊的數學圖陣為主題的一

類填數字遊戲題。 配合清晰的教學要點及

例題，更能有效地掌握課題要點，數學能

力更進一步。

6至7 12 28/7至

25/8(逢三)

12:20至

13:20

本單位 410/5堂 * 如受疫情影響，本期課程會改以ZOOM形式授課

* 負責職員：葉偉達

PS-S21-

C360
兒童增強專注力遊戲

小組

訓練兒童的專注力，不單只靠傳統的訓練

及教學模式。更可通過一些簡單的小遊戲

，也能鍛鍊小朋友的專注力及協調能力，

有系統的腦部強化訓練，幫助兒童達到有

效的學習成果。

6至8 12 29/7至

26/8(逢四)

12:20至

13:20

本單位 440/5堂 * 如受疫情影響，本期課程會改以ZOOM形式授課

* 負責職員：葉偉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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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暑期活動概覽
香港青年協會

賽馬會坪石青年空間

編號 課程名稱 內容 年齡 名額 日期(星期) 時間 地點 收費(元) 備注/導師

PS-S21-

C361
數理思維培訓班(P1-

P2)

由『思維訓練』及『智力遊戲』兩部份組

成，活動透過各式智力邏輯學習桌上遊

戲、遊戲工作紙及智力訓練刺激兒童的多

元思維智力。

6至7 12 29/7至

26/8(逢四)

14:55至

15:55

本單位 410/5堂 * 如受疫情影響，本期課程會改以ZOOM形式授課

* 負責職員：葉偉達

PS-S21-

C406
學習有法-暑期課餘託

管計劃(8月)

協助學員完成暑期功課，及提供多元化的

活動讓學員參與，培養學員獨立能力，善

用餘暇。

內容：

1. 功課輔導

2. 康樂及多元活動

3. 戶外活動

6至12 12 2/8至31/8

(逢一至五)

15:00至

18:30

本單位 1200 / 每

位

* 對象為升小一至小六學生

* 有興趣參加者請填妥課餘託管申請表並於2/6

(三)之前交回櫃位

* 報名者須接受社工評估

* 成功錄取，將以電話通知

* 本服務設有學費減免

* 負責職員：葉偉達、柯小彥

PS-S21-

C362
PS暑期TEEN地-8月 內容包括：

1. 完成暑期功課及預習新學年學科

2. 多元化小組活動

3. 運動鬆一鬆

4. 戶外參觀及體驗(逢五進行)

5. 「星星獎勵計劃」鼓勵參與

6至13 10 2/8至31/8

(逢一至五)

15:00至

18:30

本單位 /

坪石邨籃

球場 / 各

活動地點

1130 * 對象為升小二至中一學生

* 包括戶外活動入場費及茶點

* 逢星期五的戶外體驗日活動通告將於第一堂派

發

* 負責職員：葉偉達

PS-S21-

C363
環遊世界遊學班(P3-

P4)(外籍導師)

不用出境都可以係暑假到訪日本﹑泰國﹑

澳洲﹑韓國及法國! 透過生動有趣的教學，

讓學生們認識世界各地的各種事物。課程

目的在於讓學生以有趣的主題體驗和學習

的相關詞彙，適當地學習與別人溝通，並

靈活運地在閱讀、聆聽、寫作及說話各方

面上運用英語。

7至9 10 17/7至

21/8(逢六)

17:00至

18:00

本單位 680/6堂

※

* 適合升P3至升P4學員報讀

* 如受疫情影響，本期課程會改以ZOOM形式授課

* 負責職員：柯小彥

PS-S21-

C364
Everyday Science 科學

X英語學習 (P3-P4)(外

籍導師)

透過進行實驗或手工，配合遊戲及主題研

究，令兒童發揮他們的小腦袋，並提高他

們對相關科學的知識。

7至9 10 19/7至

23/8(逢一)

14:50至

15:50

本單位 680/6堂

※

* 適合升P3至升P4學員報讀

* 如受疫情影響，本期課程會改以ZOOM形式授課

* 負責職員：柯小彥

PS-S21-

C365
Reading Skill 英語閱讀

技巧(P3-P4)

針對香港學生普遍閱讀英語的通病，教導

他們有用的閱讀技巧Skimming & Scanning,

Finding Main Ideas等，培養出閱讀興趣與習

慣。

7至9 10 20/7至

24/8(逢二)

12:20至

13:20

本單位 520/6堂

※

* 適合升P3至升P4學員報讀

* 如受疫情影響，本期課程會改以ZOOM形式授課

* 負責職員：柯小彥

PS-S21-

C366
暑期數學精進班 (升

小二)

透過遊戲及練習，讓幼兒/兒童藉暑期奠定

數學基礎，提升學習動機，內容包括：

1. 複習本學年的數學課程

2. 預習新學年數學課本

3. 有趣數學遊戲提升學習動機

4. 提供數學練習

7至8 6 20/7至

26/8(逢二、

四)

13:25至

14:25

本單位 900/12堂

※

* 導師資歷為大專或以上程度

* 費用包括所有習作及遊戲物資

* 負責職員：柯小彥

PS-S21-

C367
Grammar Learners 英語

文法(P3-P4)

課程主要介紹及複習不同文法課題(Tenses,

Preposition等)，再讓學生圍繞此課題寫作。

課程主要提升學習文法的趣味。故所有教

材均以生動有趣的選文，引發同学們的學

習興趣，形成學習動力。

7至9 10 20/7至

24/8(逢二)

13:50至

14:50

本單位 520/6堂

※

* 適合升P3至升P4學員報讀

* 如受疫情影響，本期課程會改以ZOOM形式授課

* 負責職員：柯小彥

PS-S21-

C368
中文寫作訓練小組(普

通話) (升小三/四)

本課程以普通話教授，按學員能力和需要

訓練中文寫作及閱讀理解能力。如：認識

不同寫作技巧、文句結構、重組句子、續

句成章等。解決本科上疑難、增進普通話

及語文能力。

7至10 8 21/7至

25/8(逢三)

12:20至

13:20

本單位 720/6堂 *參加須為升小三至升小四

*導師黃成芳為香港城市大學榮譽學士畢業生，分

別於浸會大學及北京師範大學合辦普通話教師證

書及取得優異級別成績，具備國家語委普通話測

試二級水平，具多年普通話教學經驗。

* 負責職員：鍾潔雯

PS-S21-

C369
暑期英語精進班 (升

小二)

透過遊戲及練習，讓幼兒/兒童藉暑期奠定

英文基礎，提升學習動機，內容包括：

1. 複習本學年的英文課程

2. 預習新學年英文課本

3. 有趣英文遊戲提升學習動機

4. 提供英文練習

7至8 6 21/7至

27/8(逢三、

五)

13:25至

14:25

本單位 900/12堂

※

* 導師資歷為大專或以上程度

* 費用包括所有習作及遊戲物資

* 負責職員：柯小彥

PS-S21-

C370
劍橋英語Movers(外籍

導師)

「劍橋小學英語」課程為建立學生的良好

英語基礎，並對應全球性的兒童英語評核

試。內容包括聽、讀、寫、講，全面提升

牢固學生的英文基本能力及提升學習英語

之興趣與信心。

7至9 10 21/7至

26/8(逢三及

四)

13:50至

14:50

本單位 1680/12

堂

※

* 適合升P3至升P4學員報讀

* 如受疫情影響，本期課程會改以ZOOM形式授課

* 負責職員：柯小彥

PS-S21-

C371
Creative Writing 英語

創意寫作(P3-P4)(外籍

導師)

學習各類寫作手法，加入實用的創意寫作

技巧，如brain storming, mind mapping 等，藉

以提升學生對寫作的靈感和觸覺，增加趣

味和思維空間，讓他們學會欣賞、分析及

學習現成的創意寫作文章

7至9 10 22/7至

26/8(逢四)

12:20至

13:20

本單位 680/6堂

※

* 適合升P3至升P4學員報讀

* 如受疫情影響，本期課程會改以ZOOM形式授課

* 負責職員：柯小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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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暑期活動概覽
香港青年協會

賽馬會坪石青年空間

編號 課程名稱 內容 年齡 名額 日期(星期) 時間 地點 收費(元) 備注/導師

PS-S21-

C372
England Tour趣味英國

遊學班(P3-P4)(外籍導

師)

不用出境都可以係暑假期間去英國遊學! 課

程讓兒童以有趣的主題體驗和學習相關詞

彙，並靈活地運用在閱讀、聆聽、寫作及

說話。課程內容： 1.英國歷史及旅遊景點 2.

英國文化 3.英國交通 4.英國飲食文化 5.英國

slang words (俚語)

7至9 10 22/7至

26/8(逢四)

15:55至

16:55

本單位 680/6堂

※

* 適合升P3至升P4學員報讀

* 如受疫情影響，本期課程會改以ZOOM形式授課

* 負責職員：柯小彥

PS-S21-

C373
暑期數學精進班 (升

小三)

透過遊戲及練習，讓幼兒/兒童藉暑期奠定

數學基礎，提升學習動機，內容包括：

1. 複習本學年的數學課程

2. 預習新學年數學課本

3. 有趣數學遊戲提升學習動機

4. 提供數學練習

8至9 6 20/7至

26/8(逢二、

四)

10:10至

11:10

本單位 900/12堂

※

* 導師資歷為大專或以上程度

* 費用包括所有習作及遊戲物資

* 負責職員：柯小彥

PS-S21-

C374
心專.注力教室(一) 透過遊戲及鍛鍊思維的練習，提升專注力

的持久性，以及對單一事物專注力，從而

改善學習能力。

遊戲包括：

圖象記憶遊戲；

記憶分類遊戲；

大腦放鬆練習。

8至10 8 20/7至

17/8(逢二)

11:30至

12:30

本單位 350 / 每

位

* 課程導師為NLP及MBTI執行師

* 負責職員：葉偉達

PS-S21-

C375
暑期英語精進班 (升

小三)

透過遊戲及練習，讓幼兒/兒童藉暑期奠定

英文基礎，提升學習動機，內容包括：

1. 複習本學年的英文課程

2. 預習新學年英文課本

3. 有趣英文遊戲提升學習動機

4. 提供英文練習

8至9 6 21/7至

27/8(逢三、

五)

10:10至

11:10

本單位 900/12堂

※

* 導師資歷為大專或以上程度

* 費用包括所有習作及遊戲物資

* 負責職員：柯小彥

PS-S21-

C376
好孩子英語會話訓

練：英文唔駛驚 - 兒

童生活英語遊戲團

透過不同互動遊戲教導小學生日常生活應

用的英語會話，提昇運用英語表達的信

心。

8至11 10 22/7至

19/8(逢四)

15:00至

16:00

本單位 250 / 5堂 * 負責職員：楊志斌

PS-S21-

C377
創意記憶學習法 引導教導學生以『故事方式』，嘗試把事

物串連起來，使其容易記憶及讀取。『創

意記憶學習法』能有效改善創作力，讓學

童在充滿興趣的環境增強記憶力及學習能

力。

8至10 12 28/7至

25/8(逢三)

13:50至

14:50

本單位 410/5堂 * 如受疫情影響，本期課程會改以ZOOM形式授課

* 負責職員：葉偉達

PS-S21-

C378
乘法速算訓練班 *學員需能熟背乘數表* 讓學員的計算速度

得以提昇及進一步了解數理及數列拆解的

方法。當中的『展合法』，除了提昇學員

乘法的計算速度外，更能鞏固學童的倍數

及因式分解概念。

8至10 12 28/7至

25/8(逢三)

14:55至

15:55

本單位 410/5堂 * 如受疫情影響，本期課程會改以ZOOM形式授課

* 負責職員：葉偉達

PS-S21-

C379
數理思維培訓班(P3-

P4)

由『思維訓練』及『智力遊戲』兩部份組

成，活動透過各式智力邏輯學習桌上遊

戲、遊戲工作紙及智力訓練刺激兒童的多

元思維智力。

8至9 12 29/7至

26/8(逢四)

16:00至

17:00

本單位 410/5堂 * 如受疫情影響，本期課程會改以ZOOM形式授課

* 負責職員：葉偉達

PS-S21-

C380
圍棋訓練班 (9至12歲) 教導圍棋初級至中級知識

透過學習圍棋，培養思考能力、注意力、

集中力等。通過下棋學習面對輸贏，更懂

得換位思考，學會交流。

9至12 6 17/7至

21/8(逢六)

11:15至

12:15

本單位 540/6堂 * 如受疫情影響，本期課程會改以ZOOM形式授課

* 費用已包括棋具租用

* 負責職員：葉偉達

PS-S21-

C381
國際象棋訓練班 (9至

12歲)

教導國際象棋初級至中級知識

透過學習國際象棋，培養思考能力、注意

力、集中力等。通過下棋學習面對輸贏，

更懂得換位思考，學會交流。

9至12 6 17/7至

21/8(逢六)

13:50至

14:50

本單位 540/6堂 * 如受疫情影響，本期課程會改以ZOOM形式授課

* 費用已包括棋具租用

* 負責職員：葉偉達

PS-S21-

C382
象棋訓練班 (9至12歲) 教導中國象棋初級至中級知識

透過學習象棋，培養思考能力、注意力、

集中力等。通過下棋學習面對輸贏，更懂

得換位思考，學會交流。

9至12 6 17/7至

21/8(逢六)

16:00至

17:00

本單位 540/6堂 * 如受疫情影響，本期課程會改以ZOOM形式授課

* 費用已包括棋具租用

* 負責職員：葉偉達

PS-S21-

C383
暑期數學精進班 (升

小四)

透過遊戲及練習，讓幼兒/兒童藉暑期奠定

數學基礎，提升學習動機，內容包括：

1. 複習本學年的數學課程

2. 預習新學年數學課本

3. 有趣數學遊戲提升學習動機

4. 提供數學練習

9至10 6 20/7至

26/8(逢二、

四)

11:15至

12:15

本單位 960/12堂

※

* 導師資歷為大專或以上程度

* 費用包括所有習作及遊戲物資

* 負責職員：柯小彥

PS-S21-

C384
Reading Skill 英語閱讀

技巧(P5-P6)

針對香港學生普遍閱讀英語的通病，教導

他們有用的閱讀技巧Skimming & Scanning,

Finding Main Ideas等，培養出閱讀興趣與習

慣。

9至11 10 20/7至

24/8(逢二)

14:50至

15:50

本單位 520/6堂

※

* 適合升P5至升P6學員報讀

* 如受疫情影響，本期課程會改以ZOOM形式授課

* 負責職員：柯小彥

PS-S21-

C385
Grammar Learners 英語

文法(P5-P6)

課程主要介紹及複習不同文法課題(Tenses,

Preposition等)，再讓學生圍繞此課題寫作。

課程主要提升學習文法的趣味。故所有教

材均以生動有趣的選文，引發同学們的學

習興趣，形成學習動力。

9至11 10 20/7至

24/8(逢二)

15:55至

16:55

本單位 520/6堂

※

*適合升P5至升P6學員報讀

*如受疫情影響，本期課程會改以ZOOM形式授課

* 負責職員：柯小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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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暑期活動概覽
香港青年協會

賽馬會坪石青年空間

編號 課程名稱 內容 年齡 名額 日期(星期) 時間 地點 收費(元) 備注/導師

PS-S21-

C386
暑期英語精進班 (升

小四)

透過遊戲及練習，讓幼兒/兒童藉暑期奠定

英文基礎，提升學習動機，內容包括：

1. 複習本學年的英文課程

2. 預習新學年英文課本

3. 有趣英文遊戲提升學習動機

4. 提供英文練習

9至10 6 21/7至

27/8(逢三、

五)

11:15至

12:15

本單位 960/12堂

※

* 導師資歷為大專或以上程度

* 費用包括所有習作及遊戲物資

* 負責職員：柯小彥

PS-S21-

C387
劍橋英語Flyers(外籍

導師)

「劍橋小學英語」課程為建立學生的良好

英語基礎，並對應全球性的兒童英語評核

試。內容包括聽、讀、寫、講，全面提升

牢固學生的英文基本能力及提升學習英語

之興趣與信心。

9至11 10 21/7至

26/8(逢三及

四)

14:50至

15:50

本單位 1680/12

堂

※

* 適合升P5至升P6學員報讀

* 如受疫情影響，本期課程會改以ZOOM形式授課

* 負責職員：柯小彥

PS-S21-

C388
劍橋英語KET(外籍導

師)

「劍橋小學英語」課程為建立學生的良好

英語基礎，並對應全球性的兒童英語評核

試。內容包括聽、讀、寫、講，全面提升

牢固學生的英文基本能力及提升學習英語

之興趣與信心。

9至11 10 21/7至

26/8(逢三及

四)

15:55至

16:55

本單位 1680/12

堂

※

* 適合升P5至升P6學員報讀

* 如受疫情影響，本期課程會改以ZOOM形式授課

* 負責職員：柯小彥

PS-S21-

C389
中文寫作訓練小組(普

通話) (升小五/六)

本課程以普通話教授，按學員能力和需要

訓練中文寫作及閱讀理解能力。如：認識

不同寫作技巧、文句結構、重組句子、續

句成章等。解決本科上疑難、增進普通話

及語文能力。

9至12 8 21/7至

25/8(逢三)

15:55至

16:55

本單位 720/6堂 *參加須為升小五至升小六

*導師黃成芳為香港城市大學榮譽學士畢業生，分

別於浸會大學及北京師範大學合辦普通話教師證

書及取得優異級別成績，具備國家語委普通話測

試二級水平，具多年普通話教學經驗。

* 負責職員：鍾潔雯

PS-S21-

C390
Creative Writing 英語

創意寫作(P5-P6)(外籍

導師)

學習各類寫作手法，加入實用的創意寫作

技巧，如brain storming, mind mapping 等，藉

以提升學生對寫作的靈感和觸覺，增加趣

味和思維空間，讓他們學會欣賞、分析及

學習現成的創意寫作文章

9至11 10 22/7至

26/8(逢四)

10:10至

11:10

本單位 680/6堂

※

* 適合升P5至升P6學員報讀

* 如受疫情影響，本期課程會改以ZOOM形式授課

* 負責職員：柯小彥

PS-S21-

C391
Social Media Channel社

媒精「英」(外籍導

師)

課程主要讓兒童以不同社交媒體主題

(YouTube、Facebook, etc ) 在外藉老師互動的

學習環境下進行不同活動，例如：討論、

工作紙小朋友從活動中學習新的英語生字

和更有自信地運用英語。同時讓小朋友了

解網絡媒體的運作，學識分辨網上真假資

訊。

9至11 10 22/7至

26/8(逢四)

17:00至

18:00

本單位 680/6堂

※

* 適合升P5至升P6學員報讀

* 如受疫情影響，本期課程會改以ZOOM形式授課

* 負責職員：柯小彥

PS-S21-

C392
暑期數學精進班 (升

小五)

透過遊戲及練習，讓幼兒/兒童藉暑期奠定

數學基礎，提升學習動機，內容包括：

1. 複習本學年的數學課程

2. 預習新學年數學課本

3. 有趣數學遊戲提升學習動機

4. 提供數學練習

10至11 6 20/7至

26/8(逢二、

四)

12:20至

13:20

本單位 960/12堂

※

* 導師資歷為大專或以上程度

* 費用包括所有習作及遊戲物資

* 負責職員：柯小彥

PS-S21-

C393
暑期英語精進班 (升

小五)

透過遊戲及練習，讓幼兒/兒童藉暑期奠定

英文基礎，提升學習動機，內容包括：

1. 複習本學年的英文課程

2. 預習新學年英文課本

3. 有趣英文遊戲提升學習動機

4. 提供英文練習

10至11 6 21/7至

27/8(逢三、

五)

12:20至

13:20

本單位 960/12堂

※

* 導師資歷為大專或以上程度

* 費用包括所有習作及遊戲物資

* 負責職員：柯小彥

PS-S21-

C394
中文呈分試預備班(小

五)

協助升小五學生做好充足準備，迎戰三次

呈分試，本課程集中講解難題和應試技巧

，透過試題、操練及模擬考試，讓學生增

加理解力和分析力。

10至11 12 22/7至

26/8(逢四)

10:10至

11:10

本單位 520/6堂 * 費用包括工作紙

* 負責職員：葉偉達

PS-S21-

C395
英文呈分試預備班(小

五)

協助升小五學生做好充足準備，迎戰三次

呈分試，本課程集中講解難題和應試技巧

，透過試題、操練及模擬考試，讓學生增

加理解力和分析力。

10至11 12 22/7至

26/8(逢四)

11:15至

12:15

本單位 520/6堂 * 費用包括工作紙

* 負責職員：葉偉達

PS-S21-

C396
數學呈分試預備班(小

五)

協助升小五學生做好充足準備，迎戰三次

呈分試，本課程集中講解難題和應試技巧

，透過試題、操練及模擬考試，讓學生增

加理解力和分析力。

10至11 12 22/7至

26/8(逢四)

12:20至

13:20

本單位 520/6堂 * 本課程為中文教學

* 費用包括工作紙

* 負責職員：葉偉達

PS-S21-

C397
中文呈分試班(小六) 協助升小六學生做好充足準備，迎戰三次

呈分試，本課程集中講解難題和應試技巧

，透過試題、操練及模擬考試，讓學生增

加理解力和分析力。

10至11 12 22/7至

26/8(逢四)

13:50至

14:50

本單位 520/6堂 * 費用包括工作紙

* 負責職員：葉偉達

PS-S21-

C398
英文呈分試班(小六) 協助升小六學生做好充足準備，迎戰三次

呈分試，本課程集中講解難題和應試技巧

，透過試題、操練及模擬考試，讓學生增

加理解力和分析力。

10至11 12 22/7至

26/8(逢四)

14:55至

15:55

本單位 520/6堂 * 費用包括工作紙

* 負責職員：葉偉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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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S21-

C399
數學呈分試班(小六) 協助升小六學生做好充足準備，迎戰三次

呈分試，本課程集中講解難題和應試技巧

，透過試題、操練及模擬考試，讓學生增

加理解力和分析力。

10至11 12 22/7至

26/8(逢四)

16:00至

17:00

本單位 520/6堂 * 本課程為中文教學

* 費用包括工作紙

* 負責職員：葉偉達

PS-S21-

C400
暑期數學精進班 (升

小六)

透過遊戲及練習，讓幼兒/兒童藉暑期奠定

數學基礎，提升學習動機，內容包括：

1. 複習本學年的數學課程

2. 預習新學年數學課本

3. 有趣數學遊戲提升學習動機

4. 提供數學練習

11至12 6 20/7至

26/8(逢二、

四)

13:25至

14:25

本單位 960/12堂

※

* 導師資歷為大專或以上程度

* 費用包括所有習作及遊戲物資

* 負責職員：柯小彥

PS-S21-

C401
升中面試班(一) 為小六學生升中面試作好準備。

面試技巧訓練包括：

升中須知、面試前準備；

談吐及儀容；

英語、普通話面試技巧。

11至13 12 21/7至

11/8(逢三)

10:15至

11:15

本單位 440 / 每

位

* 本班對象社升小六學生

* 模擬面試環節由具經驗相關導師教授；

* 可取回模擬面試的計分紙。

* 負責職員：葉偉達

PS-S21-

C402
暑期英語精進班 (升

小六)

透過遊戲及練習，讓幼兒/兒童藉暑期奠定

英文基礎，提升學習動機，內容包括：

1. 複習本學年的英文課程

2. 預習新學年英文課本

3. 有趣英文遊戲提升學習動機

4. 提供英文練習

11至12 6 21/7至

27/8(逢三、

五)

13:25至

14:25

本單位 960/12堂

※

* 導師資歷為大專或以上程度

* 費用包括所有習作及遊戲物資

* 負責職員：柯小彥

PS-S21-

C403
升中面試班(二) 為小六學生升中面試作好準備。

面試技巧訓練包括：

升中須知、面試前準備；

談吐及儀容；

英語、普通話面試技巧。

11至13 12 4/8至

25/8(逢三)

11:30至

12:30

本單位 440 / 每

位

* 本班對象社升小六學生

* 模擬面試環節由具經驗相關導師教授；

* 可取回模擬面試的計分紙。

* 負責職員：葉偉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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