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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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01
「趣」學堂幼兒舞蹈 按香港舞蹈總會專為學前兒童而編寫的課

程。

透過學習與體驗有趣的舞蹈及律動，發展

幼兒優美體態，培養成為愉快、自信、樂

群的新一代。

3至5.5 10 3/7至

25/9(逢六)

(18/9暫停一

次)

13:00至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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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02
幼兒音樂探險隊 透過各種音樂遊戲、唱遊、樂器敲擊進行

音樂探索。每課包含一種經典音樂，如海

底世界、奇趣動物、讓幼兒輕鬆學習音樂

知識、增強音樂感及節奏感。

3至5 12 19/7至

23/8(逢一)

10:15至

11:15

本單位 720/6堂 * 負責職員：孔祥輝

PS-S21-

C203
幼兒音樂小跳豆 提供全方位音樂能力訓練：聆聽、歌唱、

讀譜、樂理、創作，透過多元化的音樂活

動、認知遊戲、辨識遊戲，讓幼兒對音樂

更有興趣，並且打好音樂基礎。

3至5 12 19/7至

23/8(逢一)

11:15至

12:15

本單位 720/6堂 * 負責職員：孔祥輝

PS-S21-

C204
幼兒音樂手作創意班 透過自製樂器、音樂遊戲、樂器合奏，讓

幼兒初嘗音樂合奏的樂趣。課程中將會每

節製作1種樂器，透過樂器製作提升幼兒創

作力。

3至5 12 19/7至

23/8(逢一)

12:15至

13:15

本單位 820/6堂 * 已包括材料費

* 負責職員：孔祥輝

PS-S21-

C205A
非洲鼓(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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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至5 10 21/7至

25/8(逢三)

12:00:至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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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06
幼兒歌唱訓練 (初階) 以有趣的教學方式教授幼兒基本歌唱技巧

如音準訓練、節奏掌握等，並學習兒歌及

簡易流行曲、更會為學員提供表演訓練。

3至5 12 21/7至

25/8(逢三)

15:00至

16:00

本單位 540/6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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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07
幼兒拉丁舞A 拉丁舞是通過形體、動作、眼神以及內心

情感舒發來表現，在跳舞的過程中能激發

幼兒的想象力、創造力，能促進幼兒智力

發展。

內容：

1. 基礎步法技巧

2. 重心轉移

3. 身體及四肢協調及肌肉運用

3至5 10 23/7至

27/8(逢五)

16:00至

17:00

本單位 740/6堂 * 適合初學幼兒，無需跳舞經驗或舞蹈底子

* 學員將有機會參與 28/8(六)暑期閉幕演出

* 出席率達80%可獲發證書

* 學員可穿着輕便衣服及膠底鞋

* 負責職員：柯小彥

PS-S21-

C208
幼兒拉丁舞B 拉丁舞是通過形體、動作、眼神以及內心

情感舒發來表現，在跳舞的過程中能激發

幼兒的想象力、創造力，能促進幼兒智力

發展。

內容：

1. 基礎步法技巧

2. 重心轉移

3. 身體及四肢協調及肌肉運用

3至5 10 23/7至

27/8(逢五)

17:10至

18:10

本單位 740/6堂 * 適合初學幼兒，無需跳舞經驗或舞蹈底子

* 學員將有機會參與 28/8(六)暑期閉幕演出

* 出席率達80%可獲發證書

* 學員可穿着輕便衣服及膠底鞋

* 負責職員：柯小彥

PS-S21-

C209
芭蕾舞初探 教授芭蕾舞基本技巧，讓參加者初嚐芭蕾

舞的滋味。課程完結後，參加者可報讀本

單位的長期芭蕾舞班。

3至6 10 30/7至

27/8(逢五)

14:15至

15:00

本單位 700/5堂 * 與梁惠如芭蕾舞學校合辦

*穿著輕便運動裝束及不脱色運動鞋上課

* 負責職員：鍾潔雯

PS-S21-

C210
幼兒爵士舞初探 以唱遊方式教授爵士舞技巧，培養小朋友

的節奏感與協調性。課程完結後，參加者

可報讀本單位的長期爵士舞班

3.5至5.5 10 3/7至

25/9(逢六)

(18/9暫停一

次)

14:15至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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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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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12
幼兒魔法學院(A) 教授不同類型的簡易小魔術。如：反地心

吸力魔術棒、三杯奇術、電腦年齡咭、透

視寶盒、金錢幻變、鐵板神算、大變金錢

等。

4至5.5 12 19/7至23/8

(逢一)

11:15至

12:15

本單位 810/6堂 * 包括個人魔術道具套裝材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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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13
幼兒魔法學院(B) 教授不同類型的簡易小魔術。如：反地心

吸力魔術棒、三杯奇術、電腦年齡咭、透

視寶盒、金錢幻變、鐵板神算、大變金錢

等。

4至5.5 12 19/7至23/8

(逢一)

12:30至

13:30

本單位 810/6堂 * 包括個人魔術道具套裝材料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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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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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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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S21-

C215
角落生物黏土教室(幼

兒)

角落生物是近年日本人氣卡通人物，透過

黏土製作，訓練手眼協調和專注力，發揮

無限想像力。作品包括︰

炸蝦尾、炸豬排、企鵝、白熊等

4至5 10 23/7至

20/8(逢五)

10:15至

11:15

本單位 5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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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16
迪士尼黏土教室(幼

兒)

黏土以迪士尼卡通人物為主題，透過黏土

製作，訓練手眼協調和專注力，發揮無限

想像力。作品包括︰

維尼熊、獅子王、木偶奇遇記、反斗奇兵

等

4至5 10 23/7至

20/8(逢五)

11:30至

12:30

本單位 5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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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17
卡通X甜品黏土教室

(幼兒)

黏土以卡通Crossover 甜品為主題，透過黏

土製作，訓練手眼協調和專注力，發揮無

限想像力。作品包括︰

Minion蛋糕、粉紅兔甜甜圈、貓貓馬卡龍雪

糕等

4至5 10 23/7至

20/8(逢五)

12:45至

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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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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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19
兒童綜合舞表演班 教授多款舞蹈技巧，包括現代舞、集體

舞、西方土風舞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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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至9 12 30/7至

27/8(逢五)

13:30至

14:15

本單位 750/5堂 * 與梁惠如芭蕾舞學校合辦

*穿著輕便運動裝束及不脱色運動鞋上課

*負責職員：鍾潔雯

第 4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