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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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藝術

PS-S21-

C211
幼兒K-POP 教授基本舞蹈技巧，培養幼兒的節奏感、

協調性受音樂概念。參加者可報讀長期舞

班，另將將有機會參與28/8(六)暑期閉幕演

出

4至6 10 3/7至

25/9(逢六)

(18/9暫停一

次)

幼兒

15:00至

15:45

本單位 1140/12

堂

* 首堂穿著運動服裝或跳舞衣鞋，導師可代購合

適舞衣及鞋襪

*穿著輕便運動裝束及不脱色運動鞋上課

* 暑期後參加者可報讀長期班。

* 負責職員：鍾潔雯

PS-S21-

C214
幼兒音樂劇體驗 : 動

物奧運會

透過動物為主題，設計肢體聲音模仿、情

境想像等。設計音樂劇以培養小朋友的音

樂感及肢體協調，課程亦讓幼兒學習與其

他孩子相處，加強他們與人溝通的能力和

信心。

4至6 12 19/7至

23/8(逢一)

13:30至

14:30

本單位 800/6堂 * 費用包括導師費及道具租用

* 負責職員：孔祥輝

PS-S21-

C218
幼兒忌廉土製作 忌廉土十分輕軟，適合製作各類造型，享

受藝術創作的樂趣。

內容︰教授奶油蛋糕車仔檔、花朵、匙扣

等。

4至6 8 23/7至

27/8(逢五)

14:55至

15:55

本單位 390/6堂 * 已包括材料費

* 自備膠盒取回成品及圍裙

* 負責職員：葉偉達

PS-S21-

C220
中國民間民族舞蹈等

級考試 (一級)

本班透過聯想和對事物的觀察，模仿與想

像，並借以歌謠等形式來體現兒童在舞蹈

學習過程中的童真，和給予兒童舞蹈基礎

認知和舞蹈基本元素。

報名須知: 每級課程約為一年，如欲報考一

級考試， 參加者必須於31/8/2021或之前年

滿4歲。報考時另須付考試費。

6至10 10 3/7至

25/9(逢六)

(18/9暫停一

次)

13:30至

14:15

本單位 1560/12

堂

* 首堂穿著運動服裝或跳舞衣鞋，導師可代購合

適舞衣及鞋襪

* 穿著輕便運動裝束及不脱色運動鞋上課

* 暑期後參加者可報讀長期班。

* 負責職員：鍾潔雯

PS-S21-

C221
個別小提琴 適合小提琴者初學者，以每週一次30分鐘個

人形式教授基礎技巧，並提供由老師設計

琴譜和習作，不用另購琴譜。內容：基本

樂理，小提琴結構及姿勢、彈奏技巧如運

弓、發聲及音諧。

6至24 6 15/7至

26/8(逢四)

(安排其中6

星期)

10:00至

20:00

(安排其

中30分

鐘)

本單位 750/6堂 *參加須為6歲或以上

* 導師具演奏級資格及包括材料費

* 自備小提琴

* 歡迎一位家長陪同子女上課

* 暑期後可獲優先安排參加長期小提琴班

* 負責職員：鍾潔雯

PS-S21-

C222
暑期個別小提琴考試

精修

適合已報考8-11月ABRSM（英國皇家試）或

Trinity（英國聖三一音樂試）1-8級準考生；

演奏級（ATCL、ARSM）或以上可另議。

以每週一次30、45、60分鐘個人形式教授。

提升考試樂曲、音階及視奏（

pieces,scale,sight reading)的水平，改善姿勢及

強化技巧等。更掌握考試內容，從而增加

信心，提高考試成績。收費按級別時間計

算：

30分鐘 45分鐘  60分鐘

1級 $125  $188  $250

2級 $135  $203  $270

3級 $145  $218  $290

4級 $155  $233  $310

5級 $165  $248  $330

6級 $175  $263  $350

7級 $185  $278  $370

8級 $195  $293  $390

ATCL/Diploma 歡迎查詢

####### 6 15/7至

26/8(逢四)

(安排其中6

星期)

10:00至

20:00

(安排其

中指定時

段)

本單位 見內容 *參加須為6歲或以上

* 導師具演奏級資格及包括材料費

* 自備小提琴

* 歡迎一位家長陪同子女上課

* 暑期後可獲優先安排參加長期小提琴班

* 負責職員：鍾潔雯

PS-S21-

C223
魔法Magic Club (A) 教授道具魔術守則、手法技巧及知識，近

距離魔術、紙幣魔術、紙牌魔術、舞台魔

術等。

6至10 12 19/7至23/8

(逢一)

10:00至

11:00

本單位 810/6堂 * 包括個人魔術道具套裝材料費

* 負責職員：鍾潔雯

PS-S21-

C224
魔法Magic Club (B) 教授道具魔術守則、手法技巧及知識，近

距離魔術、紙幣魔術、紙牌魔術、舞台魔

術等。

6至10 12 19/7至23/8

(逢一)

14:00至

15:00

本單位 810/6堂 * 包括個人魔術道具套裝材料費

* 負責職員：鍾潔雯

PS-S21-

C225
魔法Magic Club (C) 教授道具魔術守則、手法技巧及知識，近

距離魔術、紙幣魔術、紙牌魔術、舞台魔

術等。

6至10 12 19/7至23/8

(逢一)

15:00至

16:00

本單位 810/6堂 * 包括個人魔術道具套裝材料費

* 負責職員：鍾潔雯

PS-S21-

C226
初小無伴奏合唱訓練

初級班證書課程

課程內容將教授:

1.學習英語流行曲

2.無伴奏合唱基本概念

3.基本人聲敲擊技巧

4.拍子及節奏

5.音準及聽力

6至8 10 20/7至

24/8(逢二)

10:00至

10:45

本單位 750/6堂 * 出席率達 8成或以上可獲頒發「無伴奏合唱 level

1」證書

*如受疫情影響將會轉以網上課程形式，參加者需

準備可錄音的裝置(如手提電話)及耳機上課使用

* 負責職員：孔祥輝

PS-S21-

C227
創意繪畫室(A) 透過不同主題，利用油粉彩及水彩特性繪

畫，學習色彩、構圖、空間比例等技巧

等。透過主題創作，強化繪畫基礎、訓練

創意和設計技巧，讓學員有系統地創作自

己的作品。

6至12 10 20/7至

24/8(逢二)

10:05至

11:05

本單位 650/6堂 * 導師：王宗輝先生

* 自備B4畫簿及50色油粉彩、圍裙及手袖，水彩/

廣告彩可自由準備。

*負責職員：鍾潔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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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S21-

C228
木顏色及水彩畫 學習木顏色及水彩繪畫技法；學習細緻寫

實的描繪、美麗宜人的風景、動植物以及

個人不同主題創作。教學注重分析不同技

法之餘更重視思考及觀察力。鼓勵學員抒

發個人的感受及培育他們的專注力。

6至12 10 20/7至

24/8(逢二)

11:15至

12:15

本單位 650/6堂 * 導師：王宗輝先生

* 自備36或48色木顏色、擦膠、A4畫簿，可自備

水彩等工具。

* 負責職員：鍾潔雯

PS-S21-

C229
素描畫室(A)初階 指導學員在畫面如何表現三維空間，增強

寫實技巧，提高觀察能力，並能應用在藝

術創作上。學習不同物件造型，層次、構

圖，強化繪畫基礎，循序漸進地鞏固學員

的繪畫根基。

6至12 10 20/7至

24/8(逢二)

12:30至

13:30

本單位 650/6堂 * 導師：王宗輝先生

* 自備素描鉛筆HB、2B、4B或6B筆、擦膠、A4畫

簿

*負責職員：鍾潔雯

PS-S21-

C230
創意繪畫室(B) 透過不同主題，利用油粉彩及水彩特性繪

畫，學習色彩、構圖、空間比例等技巧

等。透過主題創作，強化繪畫基礎、訓練

創意和設計技巧，讓學員有系統地創作自

己的作品。

6至12 10 20/7至

24/8(逢二)

14:30至

15:30

本單位 650/6堂 * 導師：王宗輝先生

* 自備B4畫簿及50色油粉彩、圍裙及手袖，水彩/

廣告彩可自由準備。

*負責職員：鍾潔雯

PS-S21-

C231
藝術綜合畫班(A) 本課程會利用鉛筆及木顏色或水筆繪畫；

學習不同的繪畫技巧，透過不同主題創

作。培養創意思維及綜合繪畫媒介，透過

主題學習構圖，色彩，一系列創作。鼓勵

學員抒發個人的感受及培育他們的專注

力。

6至24 12 20/7至

24/8(逢二)

15:45至

16:45

本單位 650/6堂 * 導師：王宗輝先生

* 參加者需自備鉛筆及木顏色或水性筆、擦膠、

A4畫簿

* 負責職員：鍾潔雯

PS-S21-

C232
水彩畫班 學習水彩技巧，速寫、色彩、構圖等，強

化繪畫基礎。透過水彩特性表現不同主題

的變化，學習調色技巧等，並在主題上進

行創作；循序漸進地教授不同技巧，加深

學員對藝術的興趣。

6至12 10 20/7至

24/8(逢二)

17:00至

18:00

本單位 650/6堂 * 導師：王宗輝先生

* 自備A4畫簿、鉛筆，麥克筆，水彩及水彩筆、

擦膠

* 負責職員：鍾潔雯

PS-S21-

C233
卡通漫畫 通過卡通描繪，進而學習不同卡通繪畫的

基本技巧，對比例、線條及造型能力掌握

，輔以水彩、木顏色，麥克筆等著色，加

上背景的創作，可培養其想像和創作能

力。

6至12 10 21/7至

25/8(逢三)

11:15至

12:15

本單位 650/6堂 * 導師：王宗輝先生

* 自備A4畫簿及木顏色(36色/48色)、鉛筆、擦膠

*負責職員：鍾潔雯

PS-S21-

C234
藝術綜合畫班(B) 本課程會利用鉛筆及木顏色或水筆繪畫；

學習不同的繪畫技巧，透過不同主題創

作。培養創意思維及綜合繪畫媒介，透過

主題學習構圖，色彩，一系列創作。鼓勵

學員抒發個人的感受及培育他們的專注

力。

6至24 10 21/7至

25/8(逢三)

12:30至

13:30

本單位 650/6堂 * 導師：王宗輝先生

* 參加者需自備鉛筆及木顏色或水性筆、擦膠、

A4畫簿

* 負責職員：鍾潔雯

PS-S21-

C235
非洲鼓(兒童) 透過傳統西非鼓樂、非洲歌曲配合律動和

專題設計鼓樂遊戲，促進學員學習動機。

從音樂遊戲中加強學員的專注及得到快樂

和舒緩。透過律動幫助學員肢體鍛練。課

外的表演提升學員的自信心及學員間的協

作能力。

6至12 10 21/7至

25/8(逢三)

13:15至

14:15

本單位 880/6堂 * 最後一堂歡迎家長出席課堂，分享學生學習成

果

* 學員將有機會參與28/8/2021(六)暑期閉幕演出

* 包括租用非洲鼓費用

* 一人一鼓上課

* 負責職員：柯小彥

PS-S21-

C236
兒童歌唱訓練 (初階) 教授兒童流行曲歌唱技巧(包括呼吸方法、

發聲位置運用、咬字等)，並學習基本樂理

，提升發聲能力。

6至12 12 21/7至

25/8(逢三)

16:00至

17:00

本單位 480/6堂 * 課程將於暑期後延續舉行

* 學員將有機會參與 28/8(六)暑期閉幕演出

* 負責職員：孔祥輝

PS-S21-

C238
玻璃罩場景製作–角

落生物

教授輕黏土基本技巧，以角落生物為主角

並配合其他手工材料，製作玻璃罩場景瓶

9cm x 15cm。全期一件製成品。

6至10 10 23/7至

27/8(逢五)

10:10至

11:10

本單位 400/6堂 * 已包括材料費

* 自備膠盒取回成品及圍裙

* 負責職員：葉偉達

PS-S21-

C239
透明黏土製作-日式食

品

利用日本黏土及透明黏土教授製作壽司、

日式拉面、手卷、炸蝦等。

6至10 10 23/7至

27/8(逢五)

11:15至

12:15

本單位 400/6堂 * 已包括材料費

* 自備膠盒取回成品及圍裙

* 負責職員：葉偉達

PS-S21-

C240
黏土製作 - 英雄救地

球

黏土是一種充滿變化的藝術工具，內容有

怪醫、iron man、蜘蛛俠等。(內容會根據學

生們興趣而修改)

6至10 10 23/7至

27/8(逢五)

12:20至

13:20

本單位 390/6堂 * 已包括材料費

* 自備膠盒取回成品及圍裙

* 負責職員：葉偉達

PS-S21-

C241
黏土製作–角落生物 黏土是一種充滿變化的藝術工具，教授製

作小朋友喜愛的角落生物。(內容會根據學

生們興趣而修改)

6至8 8 23/7至

27/8(逢五)

13:50至

14:50

本單位 390/6堂 * 已包括材料費

* 自備膠盒取回成品及圍裙

* 負責職員：葉偉達

PS-S21-

C242
角落生物手工藝課程 製作一系列角落生物主題手作，作品包括

︰

角落生物旋轉音樂座、角落生物晶凝玻璃

球、角落生物蛋糕MEMO夾等

6至12 10 23/7至

20/8(逢五)

14:15至

15:15

本單位 550/5堂 *如受疫情影響，本期課程會改以ZOOM形式授課

(屆時家長須安排到單位領取材料包)

* 負責職員：柯小彥

PS-S21-

C243
兒童繽紛手工藝課程 體驗製作不同材料手工藝，例如繪畫、布

藝、拼貼、木工、彩沙、紙藝等，提昇藝

術創意思維，作品包括︰浮游再生花、彩

沙瓶、Scrapbooking 歐美紙藝等。

6至12 10 23/7至

20/8(逢五)

15:30至

16:30

本單位 590/5堂 *如受疫情影響，本期課程會改以ZOOM形式授課

(屆時家長須安排到單位領取材料包)

* 負責職員：柯小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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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S21-

C244
玻璃罩場景製作–天

竺鼠車車

教授輕黏土基本技巧，以人氣天竺鼠車車

為主角並配合其他手工材料，製作玻璃罩

場景瓶9cm x 15cm。全期一件製成品。

6至10 10 23/7至

27/8(逢五)

16:00至

17:00

本單位 400/6堂 * 已包括材料費

* 自備膠盒取回成品及圍裙

* 負責職員：葉偉達

PS-S21-

C245
文青日系壓花手作教

室

體驗日系壓花藝術和水晶滴膠技術，提昇

藝術創意思維，作品包括︰和風油燈、滴

膠花花盒、壓花藝術蛋糕等。

6至12 10 23/7至

20/8(逢五)

16:45至

17:45

本單位 550/5堂 *如受疫情影響，本期課程會改以ZOOM形式授課

(屆時家長須安排到單位領取材料包)

* 負責職員：柯小彥

PS-S21-

C246
奇趣Tsum Tsum 迪士

尼

以黏土製作不同的迪士尼Tsum Tsum人物和

場景，創作可愛造型場景擺設作品。

1. 小熊維尼 2. 三眼仔 3. 小叉 4.史迪仔   5.

製作場景

6至11 10 24/7至

21/8(逢六)

10:15至

11:15

本單位 520/5堂 * 包括材料費

* 自備手袖、圍裙及盒取回成品

* 負責職員：鍾潔雯

PS-S21-

C247
可愛角落生物音樂座 以黏土製作不同的可愛角落生物和場景，

再配合音樂座，透過手作啓發學員的無限

創意。

1. 龍龍 2. 炸蝦 3. 小白熊 4. 貓貓 5. 製作音樂

座和場景

6至11 10 24/7至

21/8(逢六)

11:30至

12:30

本單位 520/5堂 * 包括材料費

* 自備手袖、圍裙及盒取回成品

* 負責職員：鍾潔雯

PS-S21-

C248
天竺鼠車車音樂座 以黏土製作不同的天竺鼠車車和場景，再

配合音樂座，透過手作啓發學員的無限創

意，製作自己風格的場景音樂座。

6至11 10 24/7至

21/8(逢六)

12:45至

13:45

本單位 520/5堂 * 包括材料費

* 自備手袖、圍裙及盒取回成品

* 負責職員：鍾潔雯

PS-S21-

C249
氣球小達人 教授氣球扭製手法及基本造型技巧，扭出

各種有趣可愛的造型。如：彎刀、小狗、

花、熊、動物、特色帽子及卡通人物

6至12 10 30/7至

27/8(逢五)

13:30至

14:30

本單位 780/5堂 *包括材料費原廠Qualatex雜色長氣球一包(價值$85

，每包100個)

*負責職員：鍾潔雯

PS-S21-

C250
個別基礎鋼琴(逢三/

四)

專為有興趣學習鋼琴者設計，以每週一次

半小時個別教授形式，學習基礎鋼琴技巧

，並提供由老師設計琴譜和習作，不用另

購琴譜。內容：鋼琴彈奏技巧、琴譜閱

讀、簡單樂理，及簡單歌曲彈奏。

6至24 8

21/7至

25/8(逢三)

或

22/7至

26/8(逢四)

10:00至

18:00

(安排其

中30分

鐘)

本單位 750/6堂 * 參加須為6歲或以上

* 包括材料費

* 報名時將安每週一次30分鐘個別上課時段

* 歡迎一位家長陪同子女上課

* 負責職員：馬安琪/鍾潔雯

PS-S21-

C251
暑期中國舞表演班 課程透過排舞提高他們的自信心，在一個

輕鬆愉快的環境下加強他們的合作能力和

提高對中國舞藝術的興趣。

參加者可報讀長期舞班，另將安排學員參

與28/8(六)暑期閉幕演出

表演服飾須另付費，將於第一堂公報。

7至11 10 3/7至

21/8(逢六)

12:30至

13:30

本單位 1040/8堂 * 首堂穿著運動服裝或跳舞衣鞋，導師可代購合

適舞衣及鞋襪

* 穿著輕便運動裝束及不脱色運動鞋上課

* 學員將有機會參與28/8(六)暑期閉幕演出

* 負責職員：鍾潔雯

PS-S21-

C252
兒童K-POP 教授基本舞蹈技巧，培養兒童的節奏感、

協調性受音樂概念。參加者可報讀長期舞

班，另將有機會參與28/8(六)暑期閉幕演出

7至10 10 3/7至

25/9(逢六)

(18/9暫停一

次)

兒童

15:45至

16:30

本單位 1140/12

堂

* 首堂穿著運動服裝或跳舞衣鞋，導師可代購合

適舞衣及鞋襪

*穿著輕便運動裝束及不脱色運動鞋上課

* 暑期後參加者可報讀長期班。

* 負責職員：鍾潔雯

PS-S21-

C253
兒童音樂劇體驗 : 小

孩的大夢想

透過「夢想」為主題，課程將以遊戲練

習、小組創作及演出，訓練兒童戲劇及歌

唱技巧等以建立參加者的自信、創意及表

達能力。課程亦能透過音樂劇訓練，以訓

練團隊合作及溝通能力等，加強與人溝通

的能力和信心。

7至10 12 19/7至

23/8(逢一)

14:30至

15:30

本單位 800/6堂 * 費用包括導師費及道具租用

* 負責職員：孔祥輝

PS-S21-

C254
時尚布袋製作班 利用自己創新的構思，製作不同時尚產品

，為生活增添色彩。

1. 索袋  2. 鎖匙扣  3. 小鏡子 4.小圓袋   5. 環

保袋

7至12 10 24/7至

21/8(逢六)

14:30至

15:30

本單位 600/5堂 * 包括材料費

* 自備手袖、圍裙及盒取回成品

* 負責職員：鍾潔雯

PS-S21-

C255
我的創意小筆袋 以特別彩貼筆創作漂亮可愛卡通玻璃貼，

隨意貼在膠筆袋上也非常別緻。

7至12 6 10/8(二) 16:00至

17:00

本單位 100 費用已包括素材費

* 負責職員：李桂玲

PS-S21-

C256
藝術DIY ─我的玻璃

罐森林

認識可愛又迷人的植物，創作室內小小的

盆栽，在過程中發揮創意，也為家居添設

別緻裝飾。

7至12 6 20/7(二) 16:00至

17:00

本單位 100 費用已包括素材費

* 負責職員：李桂玲

PS-S21-

C257
我的華麗小布袋 以漂亮可愛素材製作個人獨一無二的法國

風布袋，華麗實用。

7至12 6 3/8(二) 16:00至

17:00

本單位 100 費用已包括素材費

* 負責職員：李桂玲

PS-S21-

C258
STEAM科學魔術 本課程結合「STEAM教育」用科學變魔

術。

教授內容：魔法預言鞋卡片/cups and balls、

千里眼、 生日卡、長短牌、神奇魔法棒。

內容會因學生的能力及興趣會作出調整。

8至14 12 19/7至23/8

(逢一)

17:00至

18:00

本單位 810/6堂 * 包括個人魔術道具套裝材料費

* 負責職員：鍾潔雯

PS-S21-

C259
少年雜耍初班 本課程可以鍛鍊參加者身手的同時，也可

加強他們的自信心。

因應參加者的能力，教授扯鈴、轉碟、拋

波等基本技巧。

8至12 12 20/7至

24/8(逢二)

15:00至

16:00

本單位 600 / 每

位

* 由經驗導師教授

* 費用包括借用雜耍道具

* 負責職員：葉偉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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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S21-

C260
素描畫室(B)進階 適合已有繪畫基礎者學習，指導學員生在

畫面如何表現三維空間，增強寫實技巧，

提高觀察能力，並能應用在藝術創作上。

學習不同物件造型、層次、構圖，強化及

鞏固學生的繪畫能力。

8至14 10 21/7至

25/8(逢三)

10:05至

11:05

本單位 650/6堂 * 導師：王宗輝先生

* 自備素描鉛筆HB、2B、4B或6B筆、擦膠、A4畫

簿

*負責職員：鍾潔雯

PS-S21-

C261
高小無伴奏合唱訓練

初級班證書課程

課程內容將教授:

1.學習英語流行曲

2.無伴奏合唱基本概念

3.基本人聲敲擊技巧

4.拍子及節奏

5.音準及聽力

9至11 10 20/7至

24/8(逢二)

10:45至

11:45

本單位 750/6堂 * 出席率達 8成或以上可獲頒發 「無伴奏合唱

level 1」證書

*如受疫情影響將會轉以網上課程形式，參加者需

準備可錄音的裝置(如手提電話)及耳機上課使用

* 負責職員：孔祥輝

PS-S21-

C262
2人自組歌唱訓練 2人自組以流行歌唱為主，班組形式教授發

聲、呼吸、共鳴等歌唱技巧，以及根據個

人特色的選曲。完成課程將有機會參與

28/8(六)暑期閉幕演出。

* 如受疫情影響，本課程會改以ZOOM形式

授課

9至24 6 21/7至

25/8(逢三)

或22/7至

26/8(逢四)

10:00至

14:30:00/2

0:00至

21:00

(安排其

中1小時)

本單位 每組

1380/6堂

*參加須為升小五以上青少年

*導師Christina曾於不同團體任教，具多年鋼琴及

聲樂教學經驗，並擁有數碼媒體學士學位。亦曾

獲邀在商演中擔任表演嘉賓，演出經驗豐富，在

作曲、作詞、編曲皆能一手包辦，曾發佈原創歌

曲 “ Life Without a Chance”。

* 負責職員：鍾潔雯

PS-S21-

C263
個人歌唱訓練 單對單授課。以流行歌唱為主，教授發

聲、呼吸、共鳴等歌唱技巧，以及根據個

人特色的選曲。完成課程將有機會參與

28/8(六)暑期閉幕演出。

* 如受疫情影響，本課程會改以ZOOM形式

授課

9至24 6 21/7至

25/8(逢三)

或22/7至

26/8(逢四)

10:00至

14:30:00/2

0:00至

21:00

(安排其

中30分

鐘)

本單位 960/6堂 *參加須為升小五以上青少年

* 導師Christina曾於不同團體任教，具多年鋼琴及

聲樂教學經驗，並擁有數碼媒體學士學位。亦曾

獲邀在商演中擔任表演嘉賓，演出經驗豐富，在

作曲、作詞、編曲皆能一手包辦，曾發佈原創歌

曲 “ Life Without a Chance”

* 負責職員：鍾潔雯

PS-S21-

C264
魔法世界 本課程加入talk show魔術及表演元素，包

括：身體表達、舞台魔術、近景魔術及加

入心理元素的互動魔術，適合追求表演元

素的進階學員。教授內容：crystal

tube/magic, Color Vision, Secret Gimmick

10至14 12 19/7至23/8

(逢一)

18:00至

19:00

本單位 810/6堂 * 包括個人魔術道具套裝材料費

* 負責職員：鍾潔雯

PS-S21-

C265
五級樂理考試班 (網

上課程)

根據英國皇家音樂學院五級樂理最新的選

擇題(MC)考試範圍編訂，內容包括音階、

調性、拍子、和聲、和弦、音程、終止式

曲式。每堂設有堂課給學生操練，讓學生

更快和更靈活掌握樂理考試。學生需自備

以下課本 或 可於 7月5日前交費以優惠價

$580 訂購：ABRSM Discovering Music Theory

WorkBook Grade 1 -5 共5本

11至24 6 19/7 至 27/8

(逢一、

三、五)

18:00至

19:30

網上 2340/18

堂

*參加須為11歲或以上 或 有3級樂器程度或以上等

級

* 課程與Color Music Education Centre合辦

* 3人成班

*導師會於首堂用通告形式通知考試日期及報名時

間(考生需自行到考試局網頁報名)

* 負責職員：鍾潔雯

PS-S21-

C266
色士風入門個別課程

(面授+網上課程)

透過首堂面授+其後5堂網上課堂，有效率

地認識及嘗試木管樂中外觀最燭目的「色

士風」。學習其發音技巧、運氣控制、中

音至高音區指法及簡易樂章。

*學生需自備樂器及其配件，或可於7月5日

前以優惠價$2800購買ColorMusic色士風樂器

套裝

11至24 4 19/7至

23/8(逢一)

每堂40分鐘

14:00/15:0

0/16:00/17

:00

(安排其

中40分

鐘)

本單位 900/6堂

每堂為40

分鐘

*參加者須為11歲或以上

*個別授課

* 課程與Color Music Education Centre合辦

*首堂為教授樂器安裝及配件使用，導師及學員需

配帶口罩

* 負責職員：鍾潔雯

PS-S21-

C267
單簧管入門個別課程

(面授+網上課程)

透過首堂面授+其後5堂網上課堂, 有效率地

認識及嘗試木管樂中的演說家「單簧管」,

學習其發音技巧、運氣控制、低音至中音

區指法及簡易樂章。*首堂為教授樂器安裝

及配件使用，導師及學員需配帶口罩*

11至24 6 21/7至

25/8(逢三)

每堂40分鐘

14:00/15:0

0/16:00/17

:00

(安排其

中40分

鐘)

本單位 900/6堂

每堂為40

分鐘

*參加須為11歲或以上 個別授課

* 課程與Color Music Education Centre合辦

*學生需自備樂器及其配件，或可於7月5日前以優

惠價$1700購買ColorMusic單簧管樂器套裝

* 負責職員：鍾潔雯

PS-S21-

C268
青年歌唱訓練 (初階) 教授流行曲歌唱技巧(包括呼吸方法、發聲

位置運用、咬字、音色控制及歌曲演繹)，

並學習基本樂理，透過音樂提升學員的自

信及團隊合作能力。

12至25 12 21/7至

25/8(逢三)

17:00至

18:00

本單位 480/6堂 * 課程將於暑期後延續舉行

* 學員將有機會參與 28/8(六)暑期閉幕演出

* 負責職員：孔祥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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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家庭活動 文化藝術

PS-S21-

P201
小文青．大創作 兒童將會發揮小小宇宙和創意，設計及製

作各種療癒文青小手作，包括星空瓶、Poké

mon Go小書籤、繩藝手作等（作品會因應

實際情況調整）。在創作過程中，有助訓

練兒童的專注力、手眼協調及創造力。

6至10 8 19/7至

16/8(逢一)

12:30至

13:30

本單位 350/5堂 * 費用已包括材料費

* 負責職員：柯小彥

PS-S21-

P202
3D立體紙藝動物派對 兒童親手製作各種可愛3D立體紙藝動物，

在動手製作的過程中培養他們的專注力、

忍耐力和手眼協調，同時亦可訓練他們的

小肌肉，寓教於樂。

6至10 8 21/7至

18/8(逢三)

10:30至

11:30

本單位 350/5堂 * 費用已包括材料費

* 負責職員：柯小彥

PS-S21-

P203
軟硬筆書法工藝 教授兒童正確中文書寫方法，內容包括坐

姿落筆技巧、筆順和步驟等，訓練小朋友

寫字美觀之外，同時可培養耐性和專注

力。

6至8 8 27/7至

24/8(二)

10:10至

11:10

本單位 400 / 5堂 * 導師王颺精於軟硬筆書法，曾獲得文協盃高中

組比賽優異獎

* 自備原子筆及毛筆及墨

* 負責職員：李桂玲

PS-S21-

P204

A / B

Upcycling 文青皮革手

作工房(A/B組)

兒童親手製作文青皮革手作，例如皮革靴

子鎖匙扣、皮革摩天輪擺設等（作品會因

應實際情況調整）。在動手製作的過程中

培養兒童的專注力、忍耐力和手眼協調，

同時亦可訓練他們的小肌肉，寓教於樂。

6至12 8 1/8至

15/8(逢日)

A組

14:15至

15:15

B組

15:30至

16:30

本單位 70/3堂

#

* 費用已包括材料費

* 負責職員：柯小彥

PS-S21-

P205
好孩子解難協商訓

練：齊心就事成 - 兒

童解決師

疫情下與同學仔甚少機會相處，透過不同

的情境集體遊戲，帶領兒童學習及重拾如

何透過與人合作、溝通、協商、包容等方

式，解決面對的難題，提昇日後解決困難

的能力及信心。

8至11 10 19/7至

16/8(逢一)

11:00至

12:00

本單位 200 / 5堂 * 負責職員：楊志斌

PS-S21-

P206
好孩子思考邏輯訓

練：腦筋急轉彎 - 兒

童鬥智遊戲大激鬥

靈活多變、快速應對是青年未來的重要生

活技能。小組透過不同鬥智遊戲，訓練參

加者的腦筋，增強邏輯思考的能力。

8至11 10 19/7至

16/8(逢一)

15:00至

16:00

本單位 200 / 5堂 * 負責職員：楊志斌

PS-S21-

P207
好孩子自理責任訓

練：自己的事自己做

- 兒童小管家

自己的事自己做，還要幫手做家務！從小

裝備少年人各項生活小技能，建立自理的

能力及責任感，管理好自己的生活。

8至11 10 20/7至

17/8(逢二)

11:00至

12:00

本單位 200 / 5堂 * 請穿著輕便運動上衣、褲子、運動鞋

* 負責職員：楊志斌

PS-S21-

P208
好孩子德育品格訓

練：體育精神最重要

- 兒童友好奧運會

品格好，人緣自然佳。活動透過不同競技

遊戲，訓練參加者面對贏或輸、勝利或失

敗的正確態度，明白體育精神對人際關係

的重要。

8至11 10 24/7至

21/8(逢六)

10:45至

11:45

本單位 200 / 5堂 * 請穿著輕便運動上衣、褲子、運動鞋

* 負責職員：楊志斌

PS-S21-

P209
文青DIY 由導師講解及分享如何可以設計個人化賀

卡及相冊，參加者可任用課堂提供之紙膠

帶、貼紙、印章、顏色筆，並親手粉飾一

本專屬獨一無二的筆記本。

8至16 8 2/8至

16/8(逢一)

11:00至

12:00

本單位 100 * 費用包括一本日本製造的記事簿及創作材料

* 負責職員：李桂玲

PS-S21-

P210
音樂小Band友 小朋友也可以夾Band？！今個暑假，讓我們

變成小Band友，一齊從音樂中成長！

活動會教授基礎電子樂器彈奏及樂隊合奏

技巧。

9至12 8 簡介日

20/7(二)

練習日

27/7至

24/8(二)

表演日

28/8(六)

簡介日

14:00至

15:00

練習日

Team

A:16:00至

17:00

Team

B:17:00至

18:00

表演日

待定

本單位 240 * 費用包括樂器租用

* 參加者需懂樂器(e.g 結他/琴)

* 學員將有機會參與 28/8(六)暑期閉幕演出

*負責職員：孔祥輝

PS-S21-

P302
參觀小輪船廠 兒童參觀了解香港小輪船廠的運作和工程

師的工作，更加可以親身到船隻維修的地

方，了解如何維修船隻。

9至12 23 6/8(五) 13:15至

16:45

本單位集

合/青衣香

港船廠

100 * 費用包括活動及交通費用

* 本單位集合及解散

* 負責職員：李桂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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