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S22-P501

對象: 9-12歲

小小YOUTUBER
透過簡單的說話訓練，培訓參加
者面對鏡頭時的表現，及如何能
夠簡而精地介紹他們想介紹的東
西，最後拍攝出一段短片。
日期:
時間:
地點:
費用:

18/8、25/8 (四)
15:00至16:00
本單位
$150/2堂
* 負責職員：孔祥輝

PS-S22-Y502

數碼 未
來
媒體 技
能

對象: 14-24歲

觀塘打卡膠遊遊
你想學習利用相機，拍下你眼中
的城市嗎?誠邀各位對拍攝有興趣
的你，參加今個暑期的拍攝隊，
利用攝影來紀錄你眼中的香港！
日期: 19/8、26/8 (五)
時間: 17:00至18:00
地點: 本單位及觀塘區
費用: $50

PS-S22-C231

* 負責職員：孔祥輝

對象: 9-12歲

快速上手CANVA
設計工作坊(ZOOM)
內容包括：
- 基本排版觀念+基礎色彩學+基礎字
型學（免費字體介紹）
- Canva 介紹/如何操作使用
日期: 26/8 (五)
（請同學登入註冊 Canva）
時間: 17:00至18:00
- 使用 Canva 製作簡報
（教學+同學實作）
費用: $50
- 使用 Canva 製作個人名片
（教學+同學實作）
- 平時會參考的設計資源
*參加者需自備電子器材如手提電腦
* 負責職員：蘇津慧

以 Ca
nv
工具為 a 網路設計
完全零 主要的教學
基礎的
新手能
夠輕易
的上手

報名方法：
1) Easymember.hk
- 快速瀏覽活動編號 或進階搜尋
> 舉辦單位「賽馬會坪石青年空間」
2) 親臨本單位報名
*報名前請先瀏覽本單位網站內之「報名須知」

PS-S22-C217

角落生物黏土樂
14:50至15:50

費用:$220/2堂

10:10至11:10
11:20至12:30
12:30至13:30
13:40至14:40

黏土小食檔
黏土CUPCAKES樂
黏土迪士尼 DIY
黏土小盆栽
* 包括材料費
* 自備手袖、圍裙及盒取回成品

16/8至31/8 逢二、三

Q版水底奇兵黏土樂
16:00至17:00

費用:$220/2堂
* 負責職員：鍾潔雯
* 包括材料費
* 自備手袖、圍裙及盒取回成品

康SIR畫班系列

* 負責職員：鍾潔雯
2/7至24/9 逢六
少年素描畫室(7-13歲)
時間: 10:05至11:05
費用: $1200/12堂

素描寫生(8-16歲)
時間: 13:30至14:45
費用: $750/6堂
* 自備畫簿（B4 size)，2B及4B素描鉛筆
* 會接觸顏料，可自備圍裙及手袖

PS-S22-C223

兒童書法(7-12歲)
時間: 15:00至16:00
費用: $630/6堂
* 提供堂上使用材料，學生自備鉛筆和擦
膠，及報紙帶走毛筆作品
* 會接觸顏料，可自備圍裙及手袖

3D立體畫體驗

* 首堂畫具由導師提供，並指導學生需備畫具詳情
* 3人成班,舊生優先//每三個月按堂數收費

PS-S22-C227

少年創作畫室(8-14歲)
時間: 12:25至13:25
費用: $1200/12堂
* 自備鉛筆、擦膠、木顏色36/48色、廣告
彩(小四或以上參加者自備)、A4畫簿及圍裙
* 3人成班,舊生優先//每三個月按堂數收費

幼兒畫室(4-6歲) PS-S22-C224
時間: 17:15至18:15
費用: $1300/13堂

PS-S22-C230

費用:$220/2堂
* 負責職員：鍾潔雯

2/7至24/9 逢六
PS-S22-C225

PS-S22-P233

手繪體驗

手繪去旅行(8-12歲)
時間: 11:00至12:00
費用: $50/每位

課程內容參考:
1. 浩瀚星空立體畫
2. 聖誕雪景立體畫
3. 海洋世界立體畫
4. 萬聖節城堡立體畫
5. 中秋節嫦娥立體畫

利用創意卡跟步驟作大集繪, 就可以完
成一幅以國家為題之名勝畫作
今次帶大家先用眼睛遊歷英國和泰國,
再用大集繪方式創作得意畫作

*課程已包括所有材料及工具

製作流行飾物 設計新潮時裝
培養工藝興趣 發揮無限創意

PS-S22-C232

Q版英雄黏土樂
12:30至13:30

10/8及17/8 逢三

浩瀚星空立體拼裝畫師 (6-12歲)
時間: 16:20至17:20
費用: $600/5堂

日韓大熱

PS-S22-C221

* 自備B4畫簿、50色油粉彩、手袖及圍裙
兒童畫室(6-10歲)
* 導師康SIR持有藝術學位並具有多年教授
時間: 11:15至12:15
幼兒及兒童經驗
* 3人成班,舊生優先//每三個月按堂數收費
費用: $1200/12堂
* 自備B4畫簿、50色油粉彩及6-12色廣告
彩，2-3枝畫筆，色碟 * 導師康SIR持有藝術
學位並具有多年教授幼兒及兒童經驗
* 3人成班,舊生優先 * 每三個月按堂數收費

16/8-30/8 逢二及四

*課程已包括所有材
料及工具
*每位學員可完成5
件作品
*負責職員：蘇津慧

PS-S22-C220

日式食品黏土樂
11:20至12:20

8/7至30/9 逢五

PS-S22-C226 (*10/9暫停)

PS-S22-C222

PS-S22-C219

可愛Lulu pig 黏土場景
10:10至11:10

PS-S22-C218

* 負責職員：鍾潔雯

康SIR畫班系列

17/8至24/8 逢三

19/8至26/8 逢五

19/8至26/8 逢五
PS-S22-C213
PS-S22-C214
PS-S22-C215
PS-S22-C216

對象:6-10歲

黏土系列

對象:4-6歲

黏土系列

負責職員：李桂玲

PS-S22-P229

17/8、24/8 逢三
木製音樂盒工作坊 (9-12歲)
時間: 15:00至16:00
費用: $120/2堂

16/8-30/8 逢二及四
米蘭時尚潮流飾物DIY (6-12歲)
時間: 13:25至14:25
費用: $550/5堂
課程參考內容 (完成後成品便屬於學員)
奶油膠髮飾DIY,幸運手環編織,韓式項鍊製作
T-SHIRT設計及繪畫, 物料裁剪選擇及配搭心得

透過DIY材料包以製作音樂盒
利用不同裝飾品以美化其作品
* 已包材料費用
* 負責職員：孔祥輝

*課程已包括所有材料及工具
*負責職員：蘇津慧

PS-S22-Y228
Miracle Stage之歌唱比賽 (14-29歲)
初賽 7/8(日) 14:00至18:00
決賽 21/8(日) 14:00至18:00
熱愛音樂的你，隨了在自己熟悉
的環境中表演外，有否考慮挑戰
自己，踏出自己的舒適圈？透過
進行比賽，可以讓自己見多識
廣，認識更多不同風格的朋友。
喜歡表演的你就一同來參與吧！

* 需自備MMO(MP3)或樂器
* 負責職員：孔祥輝

PS-S22-C201

藝術

16/8至25/8 逢二及四
涼浸浸藝術之旅(3-6歲)
時間: 10:15至11:15
費用: $540/4堂

個人名額
20名
組合名額
20名

報名方法：
1) Easymemb
er.h
- 快速瀏覽活動 k
編號 或
- 進階搜尋 >
舉辦
馬會坪石青年空 單位「賽
間」
2) 親臨本單位
報名
*報名前請先瀏
覽本單位網站
內之「報名須知
」

$50/每位或組合

之旅

PS-S22-C202

16/8至25/8 逢二及四
熱辣辣藝術之旅(3-6歲)
時間: 11:30至12:30
費用: $540/4堂

透過名畫欣賞去啟發小朋友們的創意小宇宙
創作涼浸浸冰畫、立體泡泡畫、水彩點滴畫探索、趣味手錶

透過名畫欣賞去啟發小朋友們的創意及好奇心
創作黏土浮雕畫、紙筒謎宮、神秘卡、音樂髮型設計

*包括材料費
*負責職員：鍾潔雯

*包括材料費
*負責職員：鍾潔雯

報名方法：
1) Easymembe
r.hk
- 快速瀏覽活動
編號 或
- 進階搜尋 > 舉
辦單位「賽
馬會坪石青年空
間」
2) 親臨本單位報
名
*報名前請先瀏
覽本單位網站
內之「報名須知
」

幼兒魔法學院(4-5.5歲)
日期: 15/8至29/8 逢一及五
PS-S22-C204 A班: 11:15至12:15
PS-S22-C205 B班: 12:30至13:30
* 包括個人魔術道具套裝材料費
* 負責職員：鍾潔雯

地點:本單位
費用: $675/5堂

魔法Magic Club
日期: 15/8至29/8 逢一及五
PS-S22-C207 A班 10:00至11:00
PS-S22-C208 B班 14:00至15:00
PS-S22-C209 C班 15:00至16:00
* 包括個人魔術道具套裝材料費
* 負責職員：鍾潔雯

PS-S22-C210
氣球小達人(6-12歲)
日期: 15/8至29/8 逢一及五
時間: 16:00至17:00
地點:本單位
費用: $780/5堂

地點:本單位
費用: $675/5堂

PS-S22-C212

*包括雜色長氣球一包(約包100個)及氣汞一個
*負責職員：鍾潔雯

STEAM科學魔術(8-14歲)
日期: 15/8至29/8 逢一及五
時間: 17:00至18:00
* 包括個人魔術道具套裝材料費
* 負責職員：鍾潔雯

地點:本單位
費用: $810/6堂

PS-S22-C206

PS-S22-C233

幼兒爵士舞 (3-5歲)
日期: 2/7至24/9 逢六
(10/9暫停一次)
時間：14:15-15:00
費用: $1140/12堂

中國民間民族舞蹈等級考試 (一級)(4-6歲)
日期: 2/7至24/9 逢六
(10/9暫停一次)
時間: 13:30至14:15
費用: $1560/12堂

* 最後一堂為觀賞課設學生演出學會的舞蹈片段
* 首堂穿著運動服裝或跳舞衣鞋，上課需購買指定服飾，導師可代購合適舞
衣及鞋襪
* 暑期後參加者可報讀長期班
* 負責職員：鍾潔雯

* 最後一堂為觀賞課設學生演出學會的舞蹈片段
* 首堂穿著運動服裝或跳舞衣鞋，上課需購買指
定服飾，導師可代購合適舞衣及鞋襪
* 暑期後參加者可報讀長期班
* 負責職員：鍾潔雯

PS-S22-C203

兒童K-POP (7-10歲)
日期: 16/7至24/9 逢六
(10/9暫停一次)
時間: 15:45至16:30
費用: $950/10堂

幼兒K-POP (4-6歲)
日期: 2/7至24/9 逢六
(10/9暫停一次)
時間: 15:00至15:45
費用: $1140/12堂
*
*
*
*

表
演
藝
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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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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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

*
*
*
*

PS-S22-C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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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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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