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活動分類 編號 課程名稱 內容 年齡由 年齡⾄ 名額 ⽇期 星期 時間 地點 收費(元) 備注/導師

1.創意科技 PS-S21-
OL0101SPR

Scratch ⼈⼯智能 - ⽣果圖像識別（網上） 使⽤Scratch作編程介⾯，製作⽣果識
別器程式，學習⼈⼯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及機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 的概念。課程內容考參 
CSTA K-12 標準⽽制定。

7 11 12 22/3-19/4 ⼆ 11:45⾄13:00 網上Zoom班 360/4堂 * 5/4 課堂暫停
 *建議學⽣配備電腦上課
 
*上課時可準備兩個電⼦裝置，⼀個⽤作Zoom，另⼀個
作編程堂課之⽤
 *報名前請先閱讀單位網站內之非常暑期報名須知 
 *課程會以網上Zoom形式進⾏，請預備相關電⼦設備
 * 負責同事︰柯⼩彥

1.創意科技 PS-S21-
OL0102SPR

Scratch ⼈⼯智能 - 體感遊戲製作（網上） 使⽤ Scratch 作編程介⾯，在 Scratch 
遊戲設計的基礎上，加入⼈⼯智能驅
動的體感功能。課程會學習⼈⼯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及機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 
的概念，製作⼀體感操作的 Scratch 
互動遊戲。課程內容考參 CSTA K-12 
標準⽽制定。

7 11 12 25/3-22/4 五 11:45⾄13:00 網上Zoom班 360/4堂 *15/4 課堂暫停
 *建議學⽣配備電腦上課
 
*上課時可準備兩個電⼦裝置，⼀個⽤作Zoom，另⼀個
作編程堂課之⽤
 *報名前請先閱讀單位網站內之非常暑期報名須知 
 *課程會以網上Zoom形式進⾏，請預備相關電⼦設備
 * 負責同事︰柯⼩彥

1.創意科技 PS-S21-
OL0103SPR

3D 層層疊 VR 遊戲製作（網上） 配合遊戲設計與程式編寫，設計⼀個
能在⼀般螢幕或 VR 裝置中運⾏的 3D 
層層疊遊戲。課程內容考參 CSTA K-
12 標準⽽制定。

7 11 12 22/3-29/3 ⼆ 10:15⾄11:30 網上Zoom班 180/2堂 *建議學⽣配備電腦上課
 
*上課時可準備兩個電⼦裝置，⼀個⽤作Zoom，另⼀個
作編程堂課之⽤
 *iPad 不適⽤於此課堂
 *報名前請先閱讀單位網站內之非常暑期報名須知 
 *課程會以網上Zoom形式進⾏，請預備相關電⼦設備
 *負責同事︰柯⼩彥

1.創意科技 PS-S21-
OL0104SPR

VR 密室逃脫遊戲製作（網上） 依照密室逃脫遊戲劇本，製作及設計
⼀個能在⼀般螢幕或 VR 
裝置中運⾏的密室逃脫場景，玩家需
要找出道具及從場景中找出線索才可
成功通關。

7 11 12 25/3-22/4 五 13:15⾄14:30 網上Zoom班 360/4堂 * 15/4 課堂暫停
 *建議學⽣配備電腦上課
 
*上課時可準備兩個電⼦裝置，⼀個⽤作Zoom，另⼀個
作編程堂課之⽤
 * iPad 不適⽤於此課堂
 *報名前請先閱讀單位網站內之非常暑期報名須知 
 *課程會以網上Zoom形式進⾏，請預備相關電⼦設備
 * 負責同事︰柯⼩彥

1.創意科技 PS-S21-
OL0105SPR

翻譯神器及⼿機 App 程式編寫（網上） 學習編寫⼀個具語⾳轉線功能的翻譯 
App，過程中會學習基礎的應⽤程式編
寫，及各常⾒的的⼿機 App 
元件。課程內容考參 CSTA K-12 
標準⽽制定。

7 11 12 25/3-1/4 五 10:15⾄11:30 網上Zoom班 180/2堂 *建議學⽣配備電腦上課
 
*上課時可準備兩個電⼦裝置，⼀個⽤作Zoom，另⼀個
作編程堂課之⽤
 *報名前請先閱讀單位網站內之非常暑期報名須知 
 *課程會以網上Zoom形式進⾏，請預備相關電⼦設備
 *負責同事︰柯⼩彥

1.創意科技 PS-S21-
OL0106SPR

Python ⽂字程式編寫 及 炸彈⼈ Retro 
遊戲製作（網上）

學習 Python 
程式語⾔中的基本語法和各種編程概
念，並以 Python 
作編程，製作炸彈⼈遊戲，玩家能在
平⾯中移動，並放置炸彈清除各障礙
物。

11 14 12 22/3-19/4 ⼆ 13:15⾄14:30 網上Zoom班 360/4堂 * 5/4 課堂暫停
* 建議學⽣配備電腦上課
*上課時可準備兩個電⼦裝置，⼀個⽤作Zoom，另⼀個
作編程堂課之⽤
 *報名前請先閱讀單位網站內之非常暑期報名須知 
 *課程會以網上Zoom形式進⾏，請預備相關電⼦設備
 *負責同事︰柯⼩彥

1.創意科技 PS-S21-
OL0107SPR

2022科學⾞製造⼯房（網上） 兒童藉着動⼿做製作，以⾞為主題，
學習相關科學原理。 
 主題製作︰
 1) 拉繩疾走四輪動⼒⾞
 2) ⾼空繩索電動纜⾞
 3) 彈射⾶⾞

7 11 12 26/3⾄9/4 六 14:00⾄15:00 網上Zoom班 380/3堂 * 已包括材料費
 *報名前請先閱讀單位網站內之非常暑期報名須知 
 *課程會以網上Zoom形式進⾏，請預備相關電⼦設備
 * 負責同事︰柯⼩彥

1.創意科技 PS-S21-
OL0108SPR

Go Green科學能源DIY（網上） 兒童藉着動⼿做製作，以科學能源為
主題，學習相關科學原理。 
 主題製作︰
 1) 太陽能電動驅⿃器
 2) 風⼒發電-發光⼩電燈
 3) 照明系統串聯並聯實驗

7 11 12 26/3⾄9/4 六 15:15⾄16:15 網上Zoom班 380/3堂 * 已包括材料費
 *報名前請先閱讀單位網站內之非常暑期報名須知 
 *課程會以網上Zoom形式進⾏，請預備相關電⼦設備
 * 負責同事︰柯⼩彥

1.創意科技 PS-S22-
OL0109SPR

MICRO BIT STEM ⼯程師體驗A 透過動⼿實作編程，學習MakeCode及 
micro:bit的基本知識及操作，內容包括
：
 1. micro:bit 初探
 2. 認識科技素養
 3. micro:bit 模擬器運⽤
 4. 認識積⽊式編程的特性和操作

8 12 12 4/4⾄6/4 ⼀⾄三 基礎課︰
 4/4 (⼀)
 10:00 ⾄12:00
 實踐課︰
 5/4 - 6/4 
(⼆及三) 
 10:00⾄11:00

網上 290/3堂 * 適合初學者
*建議學⽣配備電腦上課
*上課時可準備兩個電⼦裝置，⼀個⽤作上課，另⼀個
作實作編程之⽤
 *報名前請先閱讀單位網站內之非常暑期報名須知 
 *課程會以網上Microsoft Teams 
形式進⾏，請預備相關電⼦設備
 * 負責同事︰柯⼩彥

1.創意科技 PS-S22-
OL0110SPR

MICRO BIT STEM ⼯程師體驗B 透過動⼿實作編程，學習MakeCode及 
micro:bit的基本知識及操作，內容包括
：
 1. 變數建立及應⽤
 2. 編程中如果條件的應⽤
 3. 編程中複合如果條件的應⽤

8 12 12 7/4⾄9/4 四⾄六 實踐課︰
 7/4 - 9/4 
(四⾄六) 
 10:00⾄11:00

網上 435/3堂 *適合已報讀讀體驗A之學⽣
*完成體驗AB課程等同MICRO BIT STEM⼯程師Level 
1, 可銜接MICRO BIT STEM⼯程師Level2 課程
*建議學⽣配備電腦上課
*上課時可準備兩個電⼦裝置，⼀個⽤作上課，另⼀個
作實作編程之⽤
*報名前請先閱讀單位網站內之非常暑期報名須知 
*課程會以網上Microsoft Teams 
形式進⾏，請預備相關電⼦設備
*負責同事︰柯⼩彥

1.創意科技 PS-S22-
OL0111SPR

MICRO BIT STEM ⼯程師 Level 1 透過動⼿實作編程，增強MakeCode及 
micro:bit的操作及應⽤，內容包括：
 1. micro:bit 初探
 2. 認識科技素養
 3. micro:bit 模擬器運⽤
 4. 認識積⽊式編程的特性和操作
 5. 變數建立及應⽤
 6. 編程中如果條件的應⽤
 7. 編程中複合如果條件的應⽤

8 12 12 4/4⾄9/4 ⼀⾄六 基礎課︰
 4/4 (⼀)
 10:00 ⾄12:00
 實踐課︰
 5/4 - 9/4 
(⼆⾄六) 
 10:00⾄11:00

網上 675/6堂 * 完成後可銜接MICRO BIT STEM⼯程師Level 2 課程
 *建議學⽣配備電腦上課
 
*上課時可準備兩個電⼦裝置，⼀個⽤作上課，另⼀個
作實作編程之⽤
 *報名前請先閱讀單位網站內之非常暑期報名須知 
 *課程會以網上Microsoft Teams 
形式進⾏，請預備相關電⼦設備
 *負責同事︰柯⼩彥

1.創意科技 PS-S22- 
OL0500SPR

STEM Leader Week 
消毒噴霧盒DIY課程（網上）

兒童藉着動⼿做製作消毒噴霧盒 
DIY，學習各種STEM的元素及科學原
理，理解基礎製作元件的知識。 

7 12 12 15/4 五 11:15⾄12:15 網上Zoom形式 $180/堂 * 已包括材料費
*報名前請先閱讀單位網站內之非常暑期報名須知 
*課程會以網上Zoom形式進⾏，請預備相關電⼦設備
* 為確保安全，是次課程使⽤的液體為清⽔
* 負責職員：柯⼩彥

1.創意科技 PS-S21- 
OL0501SPR

滑翔機設計及DIY課程（網上） 課程導師畢業於英國著名航空⼯程⼤
學兼滑翔機師。導師在每堂中會透過
帶領學⽣製造簡單易明的實驗，從⽽
掌握到基本⾶⾏原理。學⽣亦會利⽤
堂上學到的物理論，D.I.Y. 
設計出屬於⾃⼰嘅模型滑翔機！課程
中，導師亦會加插航空專業英⽂單詞
，令學⽣由起初已經接觸到航空⽤語
。

7 12 12 26/3⾄9/4 六 14:00-15:00 網上Zoom形式 280/3堂 * 已包括材料費
*報名前請先閱讀單位網站內之非常暑期報名須知 
*課程會以網上Zoom形式進⾏，請預備相關電⼦設備
* 負責同事︰柯⼩彥

                創意科技



課程/活動分類 編號 課程名稱 內容 年齡由 年齡⾄ 名額 ⽇期 星期 時間 地點 收費(元) 備注/導師

4.語⽂學習 PS-S21-
OL0135SPR

⼩三英⽂精進班 (⼩班教學)（網上） 課程內容主要包括教授理論、實戰練習及解說練習，且同時集中應付各級評核試之要求，
以建立學⽣的良好英語基礎。
 1. Tenses 時態
 2. Preposition 介詞
 3. 5W1H 六何法
 導師會視乎學習進度給予學⽣閱讀理解(Reading comprehension)練習。

7 9 6 21/3⾄4/4 ⼀ 10:15⾄11:15 網上Zoom班 270/3堂 *課程為⼩班教學，每4-6⼈⼀班
 *上課前會於家長Whatsapp群組發出課堂notes
 *報名前請先閱讀單位網站內之非常暑期報名須知 
 *課程會以網上Zoom形式進⾏，請預備相關電⼦設備
 * 負責職員：柯⼩彥

4.語⽂學習 PS-S21-
OL0136SPR

⼩四英⽂精進班 (⼩班教學)（網上） 課程內容主要包括教授理論、實戰練習及解說練習，且同時集中應付各級評核試之要求，
以建立學⽣的良好英語基礎。
 教學主題︰
 1. Tenses 時態
 2. Quantifiers 量化詞
 3. Directions ⽅向
 導師會視乎學習進度給予學⽣閱讀理解(Reading comprehension)練習。

8 10 6 21/3⾄4/4 ⼀ 11:30⾄12:30 網上Zoom班 270/3堂 *課程為⼩班教學，每4-6⼈⼀班
 *上課前會於家長Whatsapp群組發出課堂notes
 *報名前請先閱讀單位網站內之非常暑期報名須知 
 *課程會以網上Zoom形式進⾏，請預備相關電⼦設備
 * 負責職員：柯⼩彥

4.語⽂學習 PS-S21-
OL0137SPR

⼩五英⽂精進班 (⼩班教學)（網上） 課程內容主要包括教授理論、實戰練習及解說練習，且同時集中應付各級評核試之要求，
以建立學⽣的良好英語基礎。
 教學主題︰
 1. Tenses 時態
 2. Connectives and Gerunds 連接詞及動名詞
 3. Adverbs of sequence 序列副詞
 導師會視乎學習進度給予學⽣閱讀理解(Reading comprehension)練習。

9 11 6 21/3⾄4/4 ⼀ 12:45⾄13:45 網上Zoom班 270/3堂 *課程為⼩班教學，每4-6⼈⼀班
 *上課前會於家長Whatsapp群組發出課堂notes
 *報名前請先閱讀單位網站內之非常暑期報名須知 
 *課程會以網上Zoom形式進⾏，請預備相關電⼦設備
 * 負責職員：柯⼩彥

4.語⽂學習 PS-S21-
OL0138SPR

⼩六英⽂精進班 (⼩班教學)（網上） 課程內容主要包括教授理論、實戰練習及解說練習，且同時集中應付各級評核試之要求，
以建立學⽣的良好英語基礎。
 教學主題︰
 1. Tenses 時態
 2. Phrasal verb 片語動詞
 3. Adjectives - as…as, be…like 比喻句
 導師會視乎學習進度給予學⽣閱讀理解(Reading comprehension)練習。

10 12 6 21/3⾄4/4 ⼀ 14:00⾄15:00 網上Zoom班 270/3堂 *課程為⼩班教學，每4-6⼈⼀班
 *上課前會於家長Whatsapp群組發出課堂notes
 *報名前請先閱讀單位網站內之非常暑期報名須知 
 *課程會以網上Zoom形式進⾏，請預備相關電⼦設備
 * 負責職員：柯⼩彥

4.語⽂學習 PS-S21-
OL0139SPR

⼩三數學精進班 (⼩班教學)（網上） 課程內容主要包括教授理論、實戰練習及解說練習，且同時集中應付各級評核試之要求，
以建立學⽣的良好數學基礎。
 1. 乘除法及應⽤題
 2. 時間及24 ⼩時報時制
 3. 分數

7 9 6 23/3⾄6/4 三 10:15⾄11:15 網上Zoom班 270/3堂 *課程為⼩班教學，每4-6⼈⼀班
 *上課前會於家長Whatsapp群組發出課堂notes
 *報名前請先閱讀單位網站內之非常暑期報名須知 
 *課程會以網上Zoom形式進⾏，請預備相關電⼦設備
 * 負責職員：柯⼩彥

4.語⽂學習 PS-S21-
OL0140SPR

⼩四數學精進班 (⼩班教學)（網上） 課程內容主要包括教授理論、實戰練習及解說練習，且同時集中應付各級評核試之要求，
以建立學⽣的良好數學基礎。
 教學主題︰
 1. 數學四則混合計算
 2. 周界
 3. 整除性

8 10 6 23/3⾄6/4 三 11:30⾄12:30 網上Zoom班 270/3堂 *課程為⼩班教學，每4-6⼈⼀班
 *上課前會於家長Whatsapp群組發出課堂notes
 *報名前請先閱讀單位網站內之非常暑期報名須知 
 *課程會以網上Zoom形式進⾏，請預備相關電⼦設備
 * 負責職員：柯⼩彥

4.語⽂學習 PS-S21-
OL0141SPR

⼩五數學精進班 (⼩班教學)（網上） 課程內容主要包括教授理論、實戰練習及解說練習，且同時集中應付各級評核試之要求，
以建立學⽣的良好數學基礎。
 教學主題︰
 1. 分數乘法
 2. 代數符號
 3. ⼩數加減混合計算

9 11 6 23/3⾄6/4 三 12:45⾄13:45 網上Zoom班 270/3堂 *課程為⼩班教學，每4-6⼈⼀班
 *上課前會於家長Whatsapp群組發出課堂notes
 *報名前請先閱讀單位網站內之非常暑期報名須知 
 *課程會以網上Zoom形式進⾏，請預備相關電⼦設備
 * 負責職員：柯⼩彥

4.語⽂學習 PS-S21-
OL0142SPR

⼩六數學精進班 (⼩班教學)（網上） 課程內容主要包括教授理論、實戰練習及解說練習，且同時集中應付各級評核試之要求，
以建立學⽣的良好數學基礎。
 教學主題︰
 1. 百分數、分數和⼩數互化
 2. 立體圖形
 3. 平均數

10 12 6 23/3⾄6/4 三 14:00⾄15:00 網上Zoom班 270/3堂 *課程為⼩班教學，每4-6⼈⼀班
 *上課前會於家長Whatsapp群組發出課堂notes
 *報名前請先閱讀單位網站內之非常暑期報名須知 
 *課程會以網上Zoom形式進⾏，請預備相關電⼦設備
 * 負責職員：柯⼩彥

4.語⽂學習 PS-S21-
OL0143SPR

Phonics 互動體驗班 (外藉導師)（網上） 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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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 12 21/3⾄14/4 逢⼀、四10:15⾄11:15 網上Zoom班 920/8堂 *上課前會於家長Whatsapp群組發出課堂notes
 *報名前請先閱讀單位網站內之非常暑期報名須知 
 *課程會以網上Zoom形式進⾏，請預備相關電⼦設備
 * 負責職員：柯⼩彥

4.語⽂學習 PS-S21-
OL0144SPR

劍橋Junior Starter 體驗班 
(外藉導師)（網上）

劍橋⼩學英語評核試是由英國劍橋⼤學考試局主辦，是享譽全球的兒童英語評核試。
 
「劍橋⼩學英語」課程為建立學⽣的良好英語基礎，包括聽、讀、寫、講之能⼒⽽設；且
同時集中應付各級評核試之要求。課程由外籍導師教授，跟據不同學⽣安排不同的課程，
讓學⽣提升學習英語之興趣及信⼼，以及建立穩健牢固的英⽂基本能⼒。

3 5 12 21/3⾄14/4 逢⼀、四11:30⾄12:30 網上Zoom班 1160/8堂 *上課前會於家長Whatsapp群組發出課堂notes
 *報名前請先閱讀單位網站內之非常暑期報名須知 
 *課程會以網上Zoom形式進⾏，請預備相關電⼦設備
 * 負責職員：柯⼩彥

4.語⽂學習 PS-S21-
OL0145SPR

劍橋Pre-starter 體驗班 
(外藉導師)（網上）

劍橋⼩學英語評核試是由英國劍橋⼤學考試局主辦，是享譽全球的兒童英語評核試。
 
「劍橋⼩學英語」課程為建立學⽣的良好英語基礎，包括聽、讀、寫、講之能⼒⽽設；且
同時集中應付各級評核試之要求。課程由外籍導師教授，跟據不同學⽣安排不同的課程，
讓學⽣提升學習英語之興趣及信⼼，以及建立穩健牢固的英⽂基本能⼒。

4 6 12 21/3⾄14/4 21/3⾄14/412:45⾄13:45 網上Zoom班 1160/8堂 *上課前會於家長Whatsapp群組發出課堂notes
 *報名前請先閱讀單位網站內之非常暑期報名須知 
 *課程會以網上Zoom形式進⾏，請預備相關電⼦設備
 * 負責職員：柯⼩彥

4.語⽂學習 PS-S21-
OL0146SPR

⼩學普通話拼⾳課程(網上)(3⽉) 合⼩⼆或以上參加。教授普通話拼⾳，朗讀短⽂和練習拼讀⾳節寫漢字，課程可以幫助⼩
學⽣鞏固普通話語⾳知識。每堂所教內容不同，如不想錯過任何部分，建議報讀所有課堂
。

7 12 12 23/3⾄30/3 三及五 10:00⾄11:00 網上ZOOM進⾏ 450/3堂 *報名前請先閱讀單位網站內之非常暑期報名須知 
*課程會以網上Zoom形式進⾏，請預備相關電⼦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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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語⽂學習 PS-S22-
OL0147SPR

⼩學普通話拼⾳課程(網上)(4⽉) 合⼩⼆或以上參加。教授普通話拼⾳，朗讀短⽂和練習拼讀⾳節寫漢字，課程可以幫助⼩
學⽣鞏固普通話語⾳知識。每堂所教內容不同，如不想錯過任何部分，建議報讀所有課堂
。

7 12 12 1/4⾄20/4 三及五 10:00⾄11:00 網上ZOOM進⾏ 750/5堂 *報名前請先閱讀單位網站內之非常暑期報名須知 
 *課程會以網上Zoom形式進⾏，請預備相關電⼦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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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語⽂學習 PS-S21-
OL0148SPR

⼩三⾄⼩四普教中綜合卷及寫作訓練班(
網上)(3⽉)

以普通話教授中⽂，整個課程包括閱讀理解、語⽂知識運⽤、重組句⼦、排句成段和簡易
寫作等等。每堂所教內容不同，如不想錯過任何部分，建議報讀3⽉和4⽉所有課堂。

8 11 12 23/3⾄30/3 三及五 11:00⾄12:00 網上ZOOM進⾏ 450/3堂 *報名前請先閱讀單位網站內之非常暑期報名須知 
*課程會以網上Zoom形式進⾏，請預備相關電⼦設備
*教材於上課前兩天WHATSAPP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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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語⽂學習 PS-S22-
OL0149SPR

⼩三⾄⼩四普教中綜合卷及寫作訓練班(
網上)(4⽉)

以普通話教授中⽂，整個課程包括閱讀理解、語⽂知識運⽤、重組句⼦、排句成段和簡易
寫作等等。每堂所教內容不同，如不想錯過任何部分，建議報讀3⽉和4⽉所有課堂。

8 11 12 1/4⾄20/4 三及五 11:00⾄12:00 網上ZOOM進⾏ 750/5堂 *報名前請先閱讀單位網站內之非常暑期報名須知 
*課程會以網上Zoom形式進⾏，請預備相關電⼦設備
*教材於上課前兩天WHATSAPP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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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語⽂學習 PS-S21-
OL0150SPR

⼩五⾄⼩六普教中綜合卷及寫作訓練班(
網上)(3⽉)

以普通話教授中⽂，整個課程包括閱讀理解、語⽂知識運⽤、詞義辨析、段意理解、排句
成段和簡易寫作等等。每堂所教內容不同，如不想錯過任何部分，建議報讀3⽉和4⽉的所
有課堂。

10 13 12 23/3⾄30/3 三及五 12:00⾄13:00 網上ZOOM進⾏ 450/3堂 *報名前請先閱讀單位網站內之非常暑期報名須知 
*課程會以網上Zoom形式進⾏，請預備相關電⼦設備
*教材於上課前兩天WHATSAPP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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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語⽂學習 PS-S22-
OL0151SPR

⼩五⾄⼩六普教中綜合卷及寫作訓練班(
網上)(4⽉)

以普通話教授中⽂，整個課程包括閱讀理解、語⽂知識運⽤、詞義辨析、段意理解、排句
成段和簡易寫作等等。每堂所教內容不同，如不想錯過任何部分，建議報讀3⽉和4⽉的所
有課堂。

10 13 12 1/4⾄20/4 三及五 12:00⾄13:00 網上ZOOM進⾏ 750/5堂 *報名前請先閱讀單位網站內之非常暑期報名須知 
*課程會以網上Zoom形式進⾏，請預備相關電⼦設備
*教材於上課前兩天WHATSAPP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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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語⽂學習 PS-S21-
OL0152SPR

奧林匹克數學(網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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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何規律』、『移多補少』
配合清晰的教學要點及例題，使學⽣有效地掌握課題要點，數學能⼒更進⼀步。

6 7 8 23/3⾄13/4 三 14:30⾄15:30 網上ZOOM進⾏ $360/4堂 * 課程與展才能通識教育集團合辦
* 已包括材料費
* 負責職員：蘇津慧

4.語⽂學習 PS-S21-
OL0153SPR

奧林匹克數學(網上)(升⼩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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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差倍問題』、『時鐘問題』
配合清晰的教學要點及例題，使學⽣有效地掌握課題要點，數學能⼒更進⼀步。

8 9 8 24/3⾄14/4 四 14:30⾄15:30 網上ZOOM進⾏ $360/4堂 * 課程與展才能通識教育集團合辦
* 已包括材料費
* 負責職員：蘇津慧

                語文學習



課程/活動分類 編號 課程名稱 內容 年齡由 年齡⾄ 名額 ⽇期 星期 時間 地點 收費(元) 備注/導師

2.⽂化藝術 PS-S21-
OL0112SPR

⽣活⽤具魔術(⾼1)(網上) 真正免運費，唔駛等物資泡製！
教授利⽤屋企⽇常⽤品，製作道具學玩魔術。每堂不同主題。
本堂主題：百分之⼀百硬幣預⾔

8 12 12 21/3 ⼀ 10:15⾄11:15 網上ZOOM進⾏ 120/1堂 *2⼈成班
*報名前請先閱讀單位網站內之非常暑期報名須知 
*課程會以網上Zoom形式進⾏，請預備相關電⼦設備
*課堂需要準備：5個⼀樣既硬幣 、1⽀筆（ 好油性筆）及⼀張紙。 
* 負責職員：鍾潔雯

2.⽂化藝術 PS-S21-
OL0113SPR

⽣活⽤具魔術(⾼2)(網上) 真正免運費，唔駛等物資泡製！
教授利⽤屋企⽇常⽤品，製作道具學玩魔術。每堂不同主題。
本堂主題：不會倒下的啤牌

8 12 12 24/3 四 10:15⾄11:15 網上ZOOM進⾏ 120/1堂 *2⼈成班
*報名前請先閱讀單位網站內之非常暑期報名須知 
*課程會以網上Zoom形式進⾏，請預備相關電⼦設備
*課堂需要準備：3張唔要嘅啤牌(可⽤如啤牌⼤⼩的卡片或卡紙替代)＋膠紙＋剪⼑
* 負責職員：鍾潔雯

2.⽂化藝術 PS-S21-
OL0114SPR

⽣活⽤具魔術(⾼3)(網上) 真正免運費，唔駛等物資泡製！
教授利⽤屋企⽇常⽤品，製作道具學玩魔術。每堂不同主題。
本堂主題：逃脫吸管

8 12 12 28/3 ⼀ 10:15⾄11:15 網上ZOOM進⾏ 120/1堂 *2⼈成班
*報名前請先閱讀單位網站內之非常暑期報名須知 
*課程會以網上Zoom形式進⾏，請預備相關電⼦設備
*課堂需要準備：飲管2-3⽀
* 負責職員：鍾潔雯

2.⽂化藝術 PS-S21-
OL0115SPR

⽣活⽤具魔術(⾼4)(網上) 真正免運費，唔駛等物資泡製！
教授利⽤屋企⽇常⽤品，製作道具學玩魔術。每堂不同主題。
本堂主題：念⼒彎匙羹

8 12 12 31/3 四 10:15⾄11:15 網上ZOOM進⾏ 120/1堂 *2⼈成班
*報名前請先閱讀單位網站內之非常暑期報名須知 
*課程會以網上Zoom形式進⾏，請預備相關電⼦設備
*課堂需求準備：鐵匙羹1個
* 負責職員：鍾潔雯

2.⽂化藝術 PS-S22-
OL0116SPR

⽣活⽤具魔術(⾼5)(網上) 真正免運費，唔駛等物資泡製！
 教授利⽤屋企⽇常⽤品，製作道具學玩魔術。每堂不同主題。
 本堂主題：穿越橡筋

8 12 12 4/4 ⼀ 10:15⾄11:15 網上ZOOM進⾏ 120/1堂 *2⼈成班
*報名前請先閱讀單位網站內之非常暑期報名須知 
*課程會以網上Zoom形式進⾏，請預備相關電⼦設備
*課堂需要準備：橡筋3條
* 負責職員：鍾潔雯

2.⽂化藝術 PS-S22-
OL0117SPR

⽣活⽤具魔術(⾼6)(網上) 真正免運費，唔駛等物資泡製！
 教授利⽤屋企⽇常⽤品，製作道具學玩魔術。每堂不同主題。
 本堂主題：剪繩原還

8 12 12 7/4 四 10:15⾄11:15 網上ZOOM進⾏ 120/1堂 *2⼈成班
*報名前請先閱讀單位網站內之非常暑期報名須知 
*課程會以網上Zoom形式進⾏，請預備相關電⼦設備
*課堂需要準備：⼀定要綿繩⼀條 ，⽩膠漿，剪⼑ 
* 負責職員：鍾潔雯

2.⽂化藝術 PS-S22-
OL0118SPR

⽣活⽤具魔術(⾼7)(網上) 真正免運費，唔駛等物資泡製！
 教授利⽤屋企⽇常⽤品，製作道具學玩魔術。每堂不同主題。
 本堂主題：變走硬幣

8 12 12 11/4 ⼀ 10:15⾄11:15 網上ZOOM進⾏ 120/1堂 *2⼈成班
*報名前請先閱讀單位網站內之非常暑期報名須知 
*課程會以網上Zoom形式進⾏，請預備相關電⼦設備
*課堂需要準備：硬幣2個及1⽀筆
* 負責職員：鍾潔雯

2.⽂化藝術 PS-S22-
OL0119SPR

⽣活⽤具魔術(⾼8)(網上) 真正免運費，唔駛等物資泡製！
 教授利⽤屋企⽇常⽤品，製作道具學玩魔術。每堂不同主題。
 本堂主題：紙⼱消失了

8 12 12 14/4 四 10:15⾄11:15 網上ZOOM進⾏ 120/1堂 *2⼈成班
*報名前請先閱讀單位網站內之非常暑期報名須知 
*課程會以網上Zoom形式進⾏，請預備相關電⼦設備
*課堂需要準備：紙⼱⼀⼤包
* 負責職員：鍾潔雯

2.⽂化藝術 PS-S21-
OL0120SPR

⽣活⽤具魔術(初1)(網上) 真正免運費，唔駛等物資泡製！
 教授利⽤屋企⽇常⽤品，製作道具學玩魔術。每堂不同主題。
 本堂主題：百分之⼀百硬幣預⾔

6 9 12 21/3 ⼀ 11:30⾄12:30 網上ZOOM進⾏ 120/1堂 *2⼈成班
 *報名前請先閱讀單位網站內之非常暑期報名須知 
 *課程會以網上Zoom形式進⾏，請預備相關電⼦設備
 *課堂需要準備：5個⼀樣既硬幣 、 1⽀筆（ 好油性筆）及⼀張紙。
 * 負責職員：鍾潔雯

2.⽂化藝術 PS-S21-
OL0121SPR

⽣活⽤具魔術(初2)(網上) 真正免運費，唔駛等物資泡製！
 教授利⽤屋企⽇常⽤品，製作道具學玩魔術。每堂不同主題。
 本堂主題：不會倒下的啤牌

6 9 12 24/3 四 11:30⾄12:30 網上ZOOM進⾏ 120/1堂 *2⼈成班
*報名前請先閱讀單位網站內之非常暑期報名須知 
*課程會以網上Zoom形式進⾏，請預備相關電⼦設備
*課堂需要準備：3張唔要嘅啤牌(可⽤如啤牌⼤⼩的卡片或卡紙替代)＋膠紙＋剪⼑
* 負責職員：鍾潔雯

2.⽂化藝術 PS-S21-
OL0122SPR

⽣活⽤具魔術(初3)(網上) 真正免運費，唔駛等物資泡製！
 教授利⽤屋企⽇常⽤品，製作道具學玩魔術。每堂不同主題。
 本堂主題：逃脫吸管

6 9 12 28/3 ⼀ 11:30⾄12:30 網上ZOOM進⾏ 165/1堂 *2⼈成班
 *報名前請先閱讀單位網站內之非常暑期報名須知 
 *課程會以網上Zoom形式進⾏，請預備相關電⼦設備
 *課堂需要準備：飲管2-3⽀
 * 負責職員：鍾潔雯

2.⽂化藝術 PS-S21-
OL0123SPR

⽣活⽤具魔術(初4)(網上) 真正免運費，唔駛等物資泡製！
 教授利⽤屋企⽇常⽤品，製作道具學玩魔術。每堂不同主題。
 本堂主題：念⼒彎匙羹

6 9 12 31/3 四 11:30⾄12:30 網上ZOOM進⾏ 120/1堂 *2⼈成班
 *報名前請先閱讀單位網站內之非常暑期報名須知 
 *課程會以網上Zoom形式進⾏，請預備相關電⼦設備
 *課堂需求準備：鐵匙羹1個
 * 負責職員：鍾潔雯

2.⽂化藝術 PS-S22-
OL0124SPR

⽣活⽤具魔術(初5)(網上) 真正免運費，唔駛等物資泡製！
 教授利⽤屋企⽇常⽤品，製作道具學玩魔術。每堂不同主題。
 本堂主題：穿越橡筋

6 9 12 4/4 ⼀ 11:30⾄12:30 網上ZOOM進⾏ 120/1堂 *2⼈成班
 *報名前請先閱讀單位網站內之非常暑期報名須知 
 *課程會以網上Zoom形式進⾏，請預備相關電⼦設備
 *課堂需要準備：橡筋3條
 * 負責職員：鍾潔雯

2.⽂化藝術 PS-S22-
OL0125SPR

⽣活⽤具魔術(初6)(網上) 真正免運費，唔駛等物資泡製！
教授利⽤屋企⽇常⽤品，製作道具學玩魔術。每堂不同主題。
本堂主題：剪繩原還

6 9 12 7/4 四 11:30⾄12:30 網上ZOOM進⾏ 120/1堂 *2⼈成班
*報名前請先閱讀單位網站內之非常暑期報名須知 
*課程會以網上Zoom形式進⾏，請預備相關電⼦設備
*課堂需要準備：⼀定要綿繩⼀條 ，⽩膠漿，剪⼑ 
* 負責職員：鍾潔雯

2.⽂化藝術 PS-S22-
OL0126SPR

⽣活⽤具魔術(初7)(網上) 真正免運費，唔駛等物資泡製！
教授利⽤屋企⽇常⽤品，製作道具學玩魔術。每堂不同主題。
本堂主題：變走硬幣

6 9 12 11/4 ⼀ 11:30⾄12:30 網上ZOOM進⾏ 120/1堂 *2⼈成班
*報名前請先閱讀單位網站內之非常暑期報名須知 
*課程會以網上Zoom形式進⾏，請預備相關電⼦設備
*課堂需要準備：硬幣2個及1⽀筆
* 負責職員：鍾潔雯

2.⽂化藝術 PS-S22-
OL0127SPR

⽣活⽤具魔術(初8)(網上) 真正免運費，唔駛等物資泡製！
教授利⽤屋企⽇常⽤品，製作道具學玩魔術。每堂不同主題。
本堂主題：紙⼱消失了

6 9 12 14/4 四 11:30⾄12:30 網上ZOOM進⾏ 120/1堂 *2⼈成班
*報名前請先閱讀單位網站內之非常暑期報名須知 
*課程會以網上Zoom形式進⾏，請預備相關電⼦設備
*課堂需求準備：紙⼱⼀⼤包
* 負責職員：鍾潔雯

2.⽂化藝術 PS-S21-
OL0128SPR

氣球⼩達⼈(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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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包括：
1，迪⼠尼樂園主題
2，武器編
3，雨傘

6 12 12 29/3⾄19/4(5/4暫停) ⼆ 10:15⾄11:15 網上ZOOM進⾏ $660/3堂 * 報名前請先閱讀單位網站內之非常暑期報名須知 
* 課程會以網上Zoom形式進⾏，請預備相關電⼦設備
*已包括材料費(雜⾊長氣球40條，氣泵⼀個)須先到單位取，請留意單位開放時間
* 負責職員：鍾潔雯

2.⽂化藝術 PS-S22-
OL0129SPR

霓虹燈⼿作DIY(網上) 利⽤霓虹燈把喜歡字句或圖案製作成裝飾品，作為房間創意裝飾，打做家中
拍照熱點。

8 19 15 12/4 ⼆ 11:30⾄12:30 網上ZOOM進⾏ $260/1堂 * 報名前請先閱讀單位網站內之非常暑期報名須知 
* 課程會以網上Zoom形式進⾏，請預備相關電⼦設備
*已包括材料包(1米冷光線＋紙板＋開關電池盒)，須先到單位取，請留意單位開放時間
 * 負責職員：鍾潔雯

                文化藝術



課程/活動分類 編號 課程名稱 內容 年齡由 年齡⾄ 名額 ⽇期 星期 時間 地點 收費(元) 備注/導師

3.體育運動 PS-21-
OL0132SPR

跑步體能放電班(網上) 本訓練班為青少年⽽設的系統性跑步
體能訓練；課程希望參加者能夠以運
動學習⾃我調節的能⼒；課程導師會
以正式教學法施教，多⽤⿎勵的⽅式
，引導⼩朋友能夠跟隨指⽰做不同的
動作以及通過不同的挑戰和⼩遊戲建
立⾃信⼼，發揮他們的潛能。
*特殊學習需要 
(主要為ADHD亦適⽤報讀) 

8 12 6 21/3⾄11/4 ⼀ 15:00-16:00 網上ZOOM進⾏ $800/4堂 *完成80%或以上的參加者可獲電⼦證書
*課程會以網上Zoom視像會議形式進⾏﹐請預備相關電
⼦設備。
*報名前請先閱讀單位網站內之非常暑期報名須知
*會議ID及密碼會於活動開始前⼀天，透過Whatsapp發
送⾄參加者於會員系統中所登記得電話號碼。
* 請穿著合適的運動服裝
* 負責職員：蘇津慧

3.體育運動 PS-21-
OL0133SPR

MV舞蹈速成班(網上) 學習當代⼈氣偶像團體歌曲舞步，歌
曲節奏輕快及舞步簡單，有助提昇參
加者的節奏感。
本課程能吸引即使平時不常做運動的
青少年⼀同接觸舞蹈。另外導師會教
導快速記舞步記憶法，令參加者能夠
較容易上⼿。
參加者也能籍此班級發掘他們對節奏
及舞蹈的興趣，此外還能認識更多志
同道合的朋友。

10 18 16 23/3⾄13/4 三 16:00-17:00 網上ZOOM進⾏ $360/4堂 *完成80%或以上的參加者可獲電⼦證書
*課程會以網上Zoom視像會議形式進⾏﹐請預備相關電
⼦設備。
*報名前請先閱讀單位網站內之非常暑期報名須知
*會議ID及密碼會於活動開始前⼀天，透過Whatsapp發
送⾄參加者於會員系統中所登記得電話號碼。
* 請穿著合適的運動服裝
* 負責職員：蘇津慧

3.體育運動 PS-21-
OL0134SPR

⾝體柔軟及增⾼拉筋班 (網上) 專為增強⾝體柔軟能⼒及增⾼之⼩朋
友⽽設，⾝體柔軟能⼒對⼩朋友⽇常
運動、玩樂都有幫助

課程導師將會設計⼀系列簡單⽽富趣
味性的遊戲，配合專業的指導，為⼩
朋友帶來提昇⾝體柔軟能⼒及增⾼⽅
⾯的最佳效果。

8 12 16 30/3⾄20/4 三 15:00-16:00 網上ZOOM進⾏ $240/4堂 *完成80%或以上的參加者可獲電⼦證書
*課程會以網上Zoom視像會議形式進⾏﹐請預備相關電
⼦設備。
*報名前請先閱讀單位網站內之非常暑期報名須知
*會議ID及密碼會於活動開始前⼀天，透過Whatsapp發
送⾄參加者於會員系統中所登記得電話號碼。
* 請穿著合適的運動服裝
* 負責職員：蘇津慧

                體育運動



課程/活動分類 編號 課程名稱 內容 年齡由 年齡⾄ 名額 ⽇期 星期 時間 地點 收費(元) 備注/導師

5.環保永續 PS-S22-
OL0154SPR

再⽣玩具‧⾜球機製作⼯作坊(網上) 透過玩具製作⼯作坊教導參加者怎樣
善⽤環保物料，製作出⾜球機玩具。
課程提倡兒童共享玩具，同時⿎勵兒
童⾃製玩具「從玩具創出想像」，發
揮兒童⾃⾝的創意優勢。

8 12 15 13/4 三 14:30-16:00 網上ZOOM進⾏ $340/堂 * 課程與再⽣玩具店合辦
*費⽤已包括製作⾜球機材料費（屆時會透過whatsapp形
式通知參加者到本單位供取材料包）
*只需⾃備簡單⼯具，包括剪⼑、膠紙、筆、間尺等便
可
*課程會以網上Zoom視像會議形式進⾏﹐請預備相關電
⼦設備
*報名前請先閱讀單位網站內之非常暑期報名須知
*會議ID及密碼會於活動開始前⼀天，透過Whatsapp發
送⾄參加者於會員系統中所登記得電話號碼
*負責職員：蘇津慧

                環保永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