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名稱 日期及時間 內容 對象 費用及堂數

小學全科提升班

17/07-30/08/2017

(逢星期一、三)

上午11:00 - 1:00

透個針對各科的弱項，包括中、英、數和常識
科，由淺入深，循序漸進，鞏固基礎，釐清概
念，學習如何掌握要訣，加強訓練，從而提高
學生各科學習及理解能力。

升小１—小３ ＄１９６０
(共１４堂)

小學全科強化班

17/07-30/08/2017

(逢星期一、三)

上午11:00 - 1:00

透個針對各科的弱項，包括中、英、數和常識
科，由淺入深，循序漸進，鞏固基礎，釐清概
念，學習如何掌握要訣，加強訓練，從而提高
學生各科學習及理解能力。

升小４—小６ ＄１９６０
(共１４堂)

生活英語通
17/07、24/07、
31/07、07/08、

14/08/2017

(逢星期一)

下午2:30 – 4:00

專業外籍老師會引領學生以全英語進行溝通，
訓練學生的英語會話能力，同時糾正學生的英
語發音，訓練讀出正確及標準的發音；課程會
以日常生活作主題，令學生能靈活應用及記憶
深刻，從而提高他們英語能力。

升小１—小３ ＄８２０
(共5堂)

英語互動區

17/07、24/07、
31/07、07/08、

14/08/2017

(逢星期一)

下午2:30 – 4:00

由教學經驗豐富的外籍老師任教，不但提供平
台給學生與外籍人士作文化交流，更能讓他們
學習正確的英語口音；課程學習形式互動，精
選有趣文章，讓學生更主動學習英語，從而培
養學生的讀寫聽說能力。

升小４—小６ ＄８２０
(共5堂)

幼兒英語樂

18/07、25/08、
01/08、08/08、

15/08/2017

(逢星期二)

上午11:00 – 12:00

由外籍老師帶領小朋友進行有趣的主題活動及
遊戲，課堂會以全英語對話，讓幼兒自小接觸
英語，從而學習準確的英語發音、英文生字，
有助小朋友發展語言能力、創意思維及專注力。

升Ｋ１—Ｋ３ ＄６５０
(共5堂)

上課地點:本會活動室
名 額: ７個



數學能力提升班
19/07、26/07、
02/08、09/08、

16/08/2017

(逢星期三)

下午2:30 – 4:00

課程由淺入深，先幫助學生溫習過往知識，
教授正確的運算方法和技巧，令學生釐清
及明白抽象的概念，鞏固學生在數學上的
基礎後，再預先教授學生新學年不同的課
題，為新學期做足準備。

升小１—小３ ＄４８０
(共5堂)

數學能力強化班
19/07、26/07、
02/08、09/08、

16/08/2017

(逢星期三)

下午2:30 – 4:00

課程先輔助學生複習過往一年所學的數學
知識，糾正和改善以往解題思略，從而鞏
固學生數學根基，再預習新學年的課程，
勤加操練加以運用，提升學生的數學理解
能力，增強學生分析能力及答題準確性，
為新學年做足準備。

升小４—小６ ＄４８０
(共5堂)

中文閱讀能力
21/07、28/07、
04/08、11/08、

18/08/2017

(逢星期五)
上午11:00 -12:30

專業中文導師會教授學生閱讀文章技巧，
掌握答題方式，分析文章結構及特色，並
附設寫作訓練，讓學生利用暑假打好中文
基礎，為新學年做足準備。
課程內容：
1.閱讀理解技巧 2.不同文體寫作訓練
3重組句子 4.語文運用訓練

升小１—小３ ＄５２０
(共5堂)

活動名稱 日期及時間 內容 對象 費用及堂數

上課地點:本會活動室
名 額: ７個



小小科學家探索世界

20/07、27/07、
03/08、10/08、

17/08/2017

(逢星期四)

下午12:00 – 1:00

運用科學原理，配合趣味及啟發性的科學
實驗，提升學生對科學興趣，同時配合小
學常識科中的科學課程，提升小學同學對
科學興趣，並啟發他們的智慧。

升小３—小６ ＄４２０

(共5堂)

魔幻夏日變魔術
18/07、25/08、
01/08、08/08、

15/08/2017

(逢星期二)

下午2:00 – 3:00

魔術課程(初階)擬造一個集體及創意思維
空間，透過不同的魔術小道具及表演示範，
不但讓同學簡單地學會神奇的魔術，還讓
他們從中了解不同的魔術知識，並運用智
力解決魔術難題。
主要內容包括：魔術效果、魔術基本原理、
簡單手法以及表演技巧等，讓學生在課堂
內外有機會表演，有助提升學生思考能力
及自信心。

升小３—小６ ＄６５０
(共5堂)

廚神甜品屋
22/07、29/07、
05/08、12/08、

19/08/2017

(逢星期六)

下午12:30 – 1:30

今個暑假，讓學生學習製作簡易美味的甜
點，在享受烹調樂趣的同時，認識不同食
物材料及掌握簡易烹飪技巧，更有助啟發
學生靈感和新意念，將創意帶到烹飪中。

升小３—小６ ＄６５０
(共5堂)

夏威夷小結他
20/07、27/07、
03/08、10/08、

17/08/2017

(逢星期四)

上午11:00 – 12:00

由資深音樂導師教授學生夏威夷小結他的
彈奏技巧，並教唱結合兒歌、英文歌、流
行曲、學習指法及和弦運用，讓學生有機
會自彈自唱，增添學習樂趣。

7-12歲結他初學
者

＄６５０
(共5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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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語初階

18/07、25/08、
01/08、08/08、

15/08//2017

(逢星期二)

下午3:00 – 4:30

本課程教授韓語之基本拼音、日常會話及句型結
構，注重不同場合之會話及應對。目的為透過學
習寫作及發音練習系統, 以致融入日常基本之溝
通技巧。
課程內容：
1.韓國文化
2.基本發音、閱讀及寫法
3.學習日常之基本文法及詞語
4.透過韓劇及歌曲了解韓國流行文化

中學生及大專生 ＄６５０
(共5堂)

英語綜合班

21/07、28/07、
04/08、11/08、

18/08/2017

(逢星期五)

上午11:00 -12:30

本課程專為中一至中三學生而設的閱讀理解及語
文運用綜合課程，目的是提升學生語文能力、配
合每堂之文法、寫作練習，使學生能利用在悠長
假期鞏固英語，迎接新學年。
課程內容：
1.閱讀文章及書籍技巧 2.英語寫作訓練
3.文法練習 4.生字詞彙練習

升中１—中３ ＄６2０
(共5堂)

結他初班

20/07、27/07、
03/08、10/08、

17/08/2017

(逢星期四)

下午2:30 – 3:30

由資深音樂導師教授學生基本樂理、結他和弦及
彈奏技巧，並結合教唱民歌使學生增加彈奏的興
趣。

12歲以上青少年
結他初學者

＄６５０
(共5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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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CC 幼兒普通話測試班
逢星期六

下午12:30-1:30

 香港幼稚園學生普通話能力綜合測試
 評估學生的聽、說、讀各方面能力，測試具有高度認同性及

權威性
 通過考試及考獲合格成績，均獲頒發證書
 讓學生瞭解自身的強處與弱項，為日後的提升確立明確方向

及目標。

升K2-K3
$560/4堂

拼音會話班
逢星期六

下午1:30-2:30

 由普通話水準測試員及本港音樂家研發
 運用嶄新的音樂媒介學習普通話
 透過歌曲歌唱，幫助兒童準確掌握聲母、韻母及四聲，讓兒

童能夠容易及快速掌握全部拼音，順利銜接小學課程。 升K2-K3
$560/4堂

朗誦小明星
逢星期六

下午1:30-2:30

 通過閱讀及朗誦各種不同體裁的文章，再配合導師的專業教
導，提升學童說普通話的興趣和信心

 包含對學生在吐字、眼神、動作方面的指導
 有助學生全面發展讀寫聽說的綜合語文能力。 升小1-小6

$560/4堂

爵士舞班
逢星期六

下午2:30-3:15

 以澳洲聯邦舞蹈教師協會舞蹈課程 (簡稱:「CSTD」)課程為
教學藍本。

 訓練身體的節奏感、靈活性及情感的表達。
 不但能促進學童達到身體放鬆及運動的效果，亦能讓他們把

內心的感受表達出來，達至身心平衡。

(A組)3-5歲 $550/4堂

下午3:15-4:15

(B組) 6-8歲 $590/4堂

芭蕾舞班
逢星期六

下午4:15-5:00

 以英國皇家芭蕾舞學院(簡稱:「RAD」)課程為教學藍本
 透過芭蕾舞基本技巧訓練，啟發小朋友的想像力和創作潛能。
 同時增強幼童的肌肉發展、平衡力和音樂感，提升個人氣質。

(A組)3-4歲 $550/4堂

下午5:00-6:00

(B組)5-6歲 $590/4堂

中國舞班
逢星期六

下午6:.00-6:45

 以北京舞蹈學院中國舞等級考試(簡稱:「北京級試」)的課程
為教學藍本。

 內容包括中國舞基本功訓練、身韻、中國民族和民間
 訓練身體的協調性和靈活性、關節柔軟度及音樂節拍 感訓

練。
 集舞蹈的訓練性、娛樂性和中國舞蹈的知識性為一體。
培養學童熱愛中國舞蹈藝術及文化。

(A組)3-4歲 $550/4堂

下午6:45-7:45

(B組)5-6歲 $590/4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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