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H-S17-102

兒童花式跳繩班A(6-8/2017)

LH-S17-103

兒童花式跳繩班B

LH-S17-104

兒童國術詠春班

LH-S17-105

地壺訓練A班

LH-S17-106

地壺訓練B班

LH-S17-107

青協5人足球隊
(沙田)7-8/17

LH-S17-108

幼兒室內足球B班

LH-S17-109

幼兒室內足球A班

LH-S17-110

兒童長拳班

LH-S17-111

青少年長拳班

LH-S17-115

幼兒乒乓球(B)班

LH-S17-117

小型網球(A)班

LH-S17-118

小型網球(B)班

LH-S17-119

初小小隊長訓練班

LH-S17-120

幼兒小隊長訓練A班

LH-S17-121

幼兒小隊長訓練B班
7-8/17

LH-S17-122

尖子發掘運動
潛能課程(A班)

透過花式跳繩培養及提高學員對跳繩的興趣、鍛鍊身體、建立自信及團隊精神，另外 8 -14
還會引導學生作出思考,令學員得到良好的品格及正確價值觀、得到身心正面的發展。 歲
**備註 1. 舊生優先 2. 需購買拍子繩$80一條
詠春是舉世流行的中國拳術，注重對練及黐手，實用易學，是修心、強身、防衛力
強之功夫，另開辦恆常班組，讓學員能長時間訓練並參與不同比賽及表演，以助提
6 -12
升自信心及能力。
歲
**備註 1. 舊生優先
2. 上課時需穿著運動服
3. 可按能力考取級別 4. 參加者需購買訓練服飾，費用＄150
認識地壺玩法，技巧以及了解不同型式的比賽。
**備註 1. 此活動將申請賽馬會基金贊助
2. 暑假後將組成地壺隊，繼續進行練習及參與不同比賽
提供正統五人足球訓練，學習紀律和球技，培養參加者品格，並以參與年底舉行
青協盃五人足球賽作訓練目標。
**備註 1. 地點:沙田區足球場 2. 參加者自行帶備飲用水，替換之衣服
3. 參加者需穿運動服 4. 參加者需購買球衣，費用＄150

3/6-26/8(逢六)
8/7-26/8(逢六)
2/6-25/8
(逢五)

下午2:15-3:15

$960 共12節

下午3:20-4:20

$640 共 8 節

下午7:308:30

19/7-30/8(逢三)

下午2:15-3:15

$200 共 7 節

11-13歲

19/7-30/8(逢三)

下午3:20-4:20

$200 共 7 節

8 -12
歲

15/7-26/8
(逢六)

下午3:004:30

$315
共7節

17/7-28/8(逢一)

下午4:00 -5:00

$700 共 7 節

17/7-28/8(逢一)

下午5:00 -6:00

$700 共 7 節

包括拳、掌、鉤三種手型，弓、馬、仆、虛、歇五種步型，還有不同的拳法、掌法、 5 - 7歲
肘法和伸屈、直擺、掃轉、擊響等不同組別的腿法及平衡動作。
**備註
1. 由前香港女子武術精英運動員馮泳施主教，曾多次代表香港參加國際性 8 -12歲
賽事，包括2014年仁川亞運，並獲得優異成績
透過學習乒乓球增強兒童集中力、身體協調及敏捷度， 培養兒童對學習乒乓球的興趣，
獨特訓練方式令四歲以上之學員更容易掌握打乒乓球的技巧。
4-6
**備註 1. 導師由新動力體育委派 2. 參加者需穿運動服飾及自備飲用水
歲
3. 暑假後將有延續班
4. 24/8除外
小型網球專為初學者而設，透過軟式網球掌握網球運動。學習重點包括正手及反手擊
7 - 9歲
球，體能測試及鍛鍊等，提升對網球的興趣。
**備註 1. 香港網球總會一級網球教練任教
4 - 6歲
2. 訓練裝備 : 自備球拍，足夠飲用水，替換衣服

18/7-29/8(逢二)

下午5:30 -6:30 $595 共 7 節

18/7-29/8(逢二)

下午6:30 -7:30

**備註 1.導師由新動力體育委派 2.導師會因應學員程度而選用各種適合兒童的球類活動用

4-6
歲

4-6
歲

攻防箭A

LH-S17-127

躲避盤A班

LH-S17-128

躲避盤B班

LH-S17-131

2017暑期跆拳道
-C班 (7點班)

LH-S17-132

2017暑期減壓
瑜伽班

LH-S17-133

青少年乒乓球比賽
(荃灣及沙田區)

LH-S17-134a
LH-S17-134b
LH-S17-135

兒童劍擊進修班
6-7/17
兒童劍擊進修班
7-8/17
兒童乒乓球班 B班

20/7-31/8
(逢四)

下午5:30 6:30

LH-S17-136

幼兒乒乓球(C)班

LH-S17-202a

｢up進修增值｣幼兒畫班
(四B班)17:35-18:35(6-7/17)

$540
共6節

LH-S17-202b

｢up進修增值｣幼兒畫班
(四B班)17:35-18:35(7-8/17)

LH-S17-203a

｢up進修增值｣幼兒畫班
C班 6-7/17

LH-S17-204a

｢up進修增值｣幼兒畫D班
(星期六) 6-7/17

LH-S17-204b

｢up進修增值｣幼兒畫D班
(星期六) 7-8/17
｢up進修增值｣兒童畫班
(星期六) 6-7/17

LH-S17-206a

LH-S17-209

｢up進修增值｣兒童畫班
(星期六) 7-8/17
｢up進修增值｣兒童素描
及漫畫綜合畫B班6-7/17
｢up進修增值｣兒童素描
及漫畫綜合畫B班
幼兒黏土A班 7-8/17

LH-S17-210

幼兒黏土B班 7-8/17

LH-S17-211
LH-S17-212

兒童黏土A班 7-8/17
兒童黏土B班 7-8/17

LH-S17-206b
LH-S17-208a
LH-S17-208b

以深入淺出指導基本素描及漫畫技巧外，更會與學生探討不同的繪畫風格，從不同方
面了解素描及漫畫，啟發創意思維。
**備註 1. 參加者需自備 A3畫簿及手袖
2. 此班由著名網絡插畫家小花老師教授
教授製作不同的動物黏土，以訓練兒童的手部靈活性及創意發展。
**備註 1.此課程由 Art Point Studio 導師教授
2. 參加者須於首堂向導師繳付全期教材費$30

LH-S17-219b

玻璃刻蝕畫B班

15/7-26/8(逢六)

中午1:30-2:15

$455 共 7 節

3/6-8/7
(逢六)

上午11:30 12:15

$325
共5節

15/7-26/8
(逢六)

上午11:30 12:15

$455
共7節

3/6-8/7
(逢六)

上午10:30 11:15

$325
共5節

15/7-26/8
(逢六)

上午10:30 11:15

$455
共7節

9-11歲

14/7 (五)

下午3:30-4:30

$20 共 1 節

6-8歲

28/8 (一)

下午2:30-3:30

$20 共 1 節

7-8
歲

9-10
歲

$700 共 7 節

LH-S17-220

頸巾編織班

學習基本針法,以及正確手勢技巧 , 一針一線製造出全手工冷織製品。
**備註
1. 另需付材料費$80

6 - 12
歲

18/7-29/8
(逢二)

上午11:00 12:00

$490
共7節

下午2:15 3:15

$595
共7節

LH-S17-221

毛公仔製作班

學習基本針法,以及正確手勢技巧 , 一針一線製造出全手工冷織製品。
**備註
1. 另需付材料費$100

6 - 12
歲

18/7-29/8
(逢二)

中午12:30 1:30

$560
共7節

LH-S17-222a

4-6
歲

$475 共 5 節

$595 共 7 節

以輕鬆教學形式啟發繪畫興趣。
主要以粉彩加水彩畫為主。
以卡通人物及生活題材作主題教學 ， 畫畫技巧和學生自由創作並用教學 。

下午2:15-3:15

下午3:20-4:20

15/7-26/8(逢六)

下午2:15-3:15

$665 共 7 節

18/7-29/8(逢二)

下午4:25-5:25

$595 共 7 節

｢up進修 增值｣ 幼兒畫班
F班 6-7/17 (星期六)
｢up進修 增值｣ 幼兒畫班
F班 7-8/17 (星期六)

3/6-8/7(逢六)

18/7-29/8(逢二)

LH-S17-301

專注力大考驗(幼兒)

透過觀察圖像、分辨顏色、健腦運動等手段，配合輔助器材和玩具，
進行多感官專注訓練，提升幼兒學習的動機，增強求知的慾望。

4-6
歲

17/7-21/8
(逢一)

中午12:251:25

$540
共6節

LH-S17-302

100分專注力(初小)

課程配合輔助器材，透過觀察圖像和顏色及健腦運動，對學員進行多感官
專注訓練，從而增強學員求知的慾望，並將專注力轉移於日常的學習中。

6-8
歲

17/7-21/8
(逢一)

上午11:2012:20

$510
共6節

LH-S17-305

EQ小主人(初小)

本課程通過遊戲讓幼兒認識自己的情緒，瞭解什麼是喜怒哀樂，
培養學生獨立處理情緒的能力。

6-8
歲

21/7-25/8
(逢五)

上午11:2012:20

$510
共6節

LH-S17-307

小小福爾摩斯

4-6
歲

17/7-21/8
(逢一)

下午1:30 2:30

$540
共6節

LH-S17-308

LOGICO思維升級訓練

課程透過一些有趣的偵探故事或遊戲，逐步培養幼兒觀察、思考、分析及推理的能力，
加強幼兒思維的邏輯性，提升他們的判斷能力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增強幼兒的自信。
「Logico」是一種全新的學習方法來取代傳統的教育模式，致力啟發孩子的智力及個體思
維水平的發展。Logico的設計根據小朋友喜歡透過遊戲和獨立自主操作的學習特點來打造
，教材包含操作板及多元化的教學內容，主題不但豐富有趣，而且高效實用！

4-6
歲

20/7-24/8
(逢四)

下午2:15 3:15

$450
共6節

LH-S17-311

記憶思維班

課程著重全腦學習以啟發式互動，有趣教學方法及多元思考能力的情況下，激發學童的
創造力和記憶力。

6 - 12
歲

21/7-25/8
(逢五)

上午11:50 中午12:50

$510
共6節

LH-S17-313

全方位創意思維訓練
(初小)

課程通過問題探索、遊戲和活動，讓學員學習從多角度分析問題的方法，克服一般「線
性思考」的缺點，養成多元思考的習慣，鍛煉觀察能力，加強邏輯思維能力，提升綜合
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6-8
歲

17/7-21/8
(逢一)

上午10:15 11:15

$510
共6節

LH-S17-317

創意記憶學習法

針對人腦的記憶運作的模式，運用右腦天賦的創意及龐大的記憶力作訓練，提昇記憶
力及專注力。

8-9
歲

17/7-21/8
(逢一)

下午3:20 4:20

$450
共6節

LH-S17-402

幼兒Letterland Phonics B
(7-8/2017)

Letterland Phonics為英國一個有系統的拼音課程，課程把學習拼音與人物及圖像化的故事
世界建立記憶關係，融入字音中，並透過練習、唱歌及遊戲的過程中學習，及鞏固其拼
音知識，培養幼兒認識26個字母及其發音。
**備註
1. 舊生優先
2. 長期課程合共30堂

4-6
歲

8/7-26/8
(逢六)

下午2:15 3:15

LH-S17-701

獨木舟浮潛

參加者以獨木舟暢遊西貢海面、飽覽西貢郊外美麗的風光，並在戶外環境享用午膳，再浮游
於多姿多彩的海底世界中，與海洋生物作近距離接觸。
**備註 1. 費用已包營費、午餐、獨木舟及導師費用
2. 請自備交通費
3. 此活動正申請賽馬會基金贊助，如獲贊助，收費將可調低

15 - 29
歲

13/8 (日)

上午8:00下午5:00

$250
共2節

LH-S17-702

攻防箭B

Archery Tag 攻防箭 是最新興起的運動，包含著War Game的緊張和閃避球的刺激，以獨特的
弓及專利安全設計的泡沫箭，為參加者帶來刺激而且興奮的活動體驗。
**備註
1. 費用已包括裝備及教練費用
2. 參加者需穿運動服

14 - 16
歲

9/8 (三)

晚上7:009:00

$320
共1節

舞壇新秀

教授基本的舞蹈技巧，講求對音樂的感覺，訓練身體的協調能力，讓學員初嚐跳舞的樂趣，
以及提升參加者的自信心，成功感及團隊合作精神。
此活動會以教授K-POP或JAZZ FUNK為主。
**備註 1. 活動由資深舞蹈導師任教
2. 此活動正申請賽馬會基金贊助，如獲贊助，收費將可調低

12 - 29
歲

11/7-29/7
(二)

晚上8:0010:00

$640
共 12 節

由香港聖約翰救護導師教授急救訓練， 包括介紹急救的原則 、 認識並練習急救處理方法
， 如：心肺復甦法 。 考取之急救證書(AFA)獲廣泛認可， 從而增加競爭力和生活技能 。 課
程更安排參加者於本空間進行考試 ，免除舟車勞頓之苦。
**備註
1. 學員出席率必需達 80%以上，方獲安排考試。
2. 考試合格之學員可另付$50申領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認可之「急救證書」， 證書有效期
為三年 。 3. 費用不包括急救手冊($80) 、 繃帶包($38)及人工呼吸口面防護膜($6)， 學員如
欲購買，需於成功報名後親臨本單位交費 。

12歲
或以上

19/7-18/8
(逢三、五)；
考試：待定

晚上7:0010:00

$450
共 10 節

8/8(二)

上午10:00下午6:00

$30
共2節

18/7-29/8
(逢二)

LH-S17-222b

17/7-28/8
(逢一)
26/7
(三)

7 - 9歲 17/7 - 28/8(逢一)

上午10:1511:15

$700
共7節

晚上7:00 9:00
上午11:2012:20
中午12:251:25
晚上7:00-8:00
晚上8:159:30
下午2:006:00
下午3:00-4:30

$320
共1節
$525 共 7 節
$525 共 7 節
$520 共 13 節
$770
共 14 節
$60
共1節
$1000 共 5 節

上午11:20-12:20

$540 共 7 節

下午2:15-3:15

1/6-6/7(逢四)

下午5:35-6:35

$570

共6節

13/7-24/8(逢四)

下午5:35-6:35

$665

共7節

2/6-7/7
(逢五)

下午5:056:05

3/6-8/7(逢六)

上午10:3011:30

15/7-26/8(逢六)

上午10:3011:30
上午11:3512:35
上午11:3512:35

3/6-8/7(逢六)
15/7-26/8(逢六)

$680
共8節

下午3:00-4:30 $1400 共 7 節

4 - 6歲 17/7 - 28/8(逢一)

$540 共 7 節

$570
共6節

LH-S17-703

$475 共 5 節
$665 共 7 節
LH-S17-704

聖約翰急救證書課程

LH-S17-705

浪貓義工

將到大澳了解當地流浪貓情況，以及協助機構清理貓貓康復中心。設有自由參觀時
間，欣賞大澳漁村景色。
**備註 1. 於東涌集合及解散

15 - 18
歲

青年職場訓練計劃2017

透過活動讓參加者體驗工作的樂趣，了解不同工作的特質及要求，另一方面，認識
自己的性格，在社會上提升個人競爭力從而掌握自己未來工作的方向。
**備註 1. 必須參加2節工作坊 2. 服務時數32小時或以上可獲 證書 乙張

14 - 25
歲

鄰舍義工隊

暑假想做義工? 想幫人又想增值自己? 咁就岩你喇，快D加入「鄰舍隊」啦！

12歲
或以上

$475 共 5 節
$665

共7節

3/6-8/7(逢六)

下午3:20-4:20

$525

15/7-26/8(逢六)

下午3:20-4:20

$735 共 7 節

4-5歲
4-5歲
6-8歲

19/7-30/8(逢三)
19/7-30/8(逢三)
19/7-30/8(逢三)

下午2:15-3:15
下午3:20-4:20
下午2:15 -3:15

$525 共 7 節
$525 共 7 節
$525 共 7 節

6-8歲

19/7-30/8(逢三)

下午3:20 -4:20

$525 共 7 節

11-13
歲

｢up 進修增值｣芭蕾舞
grade 2 班 7-8/17

$325 共 5 節

下午3:05 -4:05

教授跆拳道各種基本技巧，強身健體，更可培養自律及團體精神。
6 - 18歲
6/6-29/8(逢二)
**備註 1. 長期班
課程強調學習瑜伽基本入門技巧，保持身心健康，達到修身效果，更可認識不同朋友
6 - 35
1/6-31/8
，互相交流心得，擴闊社交網絡。
歲
(逢四)
**備註 1. 舊生優先
2. 參加者需要自備瑜伽墊
於荃灣青年空間進行分組比賽，設冠、亞及季軍。每組首4名勝出者，將於29/8（二 男子組：
）與將軍澳區勝出者進行總決賽。
U13,U9
24/8 (四)
**備註 1. 乒乓球班參加者優先報名
2. 29/8前未滿13歲及9歲
女子組：
3. 每位參加者只限報名一組比賽
4. 決賽地點待定
U13,U9
劍擊除了攻防的技巧外，更能促進腦部思維，鍛練集中力、訓練手腳協調能力、加
3/6-8/7(逢六)
強自信心以及認識禮儀及紀律。此班適合學習劍擊一段時間，希望進修參加比賽的
7 - 12
青少年參加。
歲
15/7-26/8(逢六)
**備註 1. 活動費用包括導師費及裝備借用 2. 參加者需穿著運動服飾 3. 舊生優先

7-9
歲

LH-S17-218b

Grade 2 課程，進一步透過群體訓練學習紀律及禮儀；加強兒童在芭蕾舞的基本舞蹈技巧。
本課程以RAD 英國皇家芭蕾舞學院所編制之課程為教學基礎，考獲之證書均獲世界各地之
舞蹈學院承認。
**備註 1. 如欲報考2018年RAD英國皇家芭蕾舞考試者，必須於2017年12月31日或以前年滿
9歲。 2. 參加者需曾修讀芭蕾舞課程 3. 本單位舞蹈室設有兩面落地大鏡，地方寬敞，讓
學員有充足學習空間。 4. 2017年9月後學員可參加延續課程(視乎參加人數決定)，表現良好
者可獲推薦參加2018年RAD英國皇家芭蕾舞考試(Grade2)。5.本課程由鄭健敏芭蕾舞學校導
師任教

中午1:30-2:15

14/7-25/8(逢五)

19/7-30/8(逢三)

以輕鬆教學形式啟發繪畫興趣。主要以粉彩加水彩畫為主。以卡通人物及生活題材作
主題教學，畫畫技巧和學生自由創作並用教學。
**備註 1. 參加者需自備 A3畫簿及手袖 2. 此班由著名網絡插畫家小花老師教授
3. 舊生優先

｢up 進修增值｣芭蕾舞
grade 2 班 6-7/17

3/6-8/7(逢六)
4歲

玻璃刻蝕畫C班

11 -13歲

4-6
歲

LH-S17-218a

$665
共7節

LH-S17-219c

19/7-30/8(逢三)

4-6
歲

｢up 進修增值｣芭蕾舞
grade 1 班 7-8/17

下午5:306:30

$700 共 7 節

8 -10歲

以輕鬆教學形式啟發繪畫興趣。主要以粉彩加水彩畫為主。以卡通人物及生活題材作
主題教學，畫畫技巧和學生自由創作並用教學。
**備註 1. 參加者需自備 A3畫簿及手袖 2. 此班由著名網絡插畫家小花老師教授
3. 舊生優先
以輕鬆教學形式啟發繪畫興趣。主要以粉彩加水彩畫為主。以卡通人物及生活題材作
主題教學，畫畫技巧和學生自由創作並用教學。
**備註 1. 參加者需自備 A3畫簿及手袖 2. 此班由著名網絡插畫家小花老師教授
3. 舊生優先

LH-S17-217b

19/7-30/8
(逢三)

下午2:00 -3:00

認識躲避盤玩法，技巧以及接觸不同型式的比賽。
**備註
1. 費用已包括裝備及教練費用
2. 參加者需穿運動服

4-6
歲

｢up 進修增值｣芭蕾舞
grade 1 班 6-7/17

Grade 1 課程，進一步透過群體訓練學習紀律及禮儀；加強兒童在芭蕾舞的基本舞蹈技巧。
本課程以RAD 英國皇家芭蕾舞學院所編制之課程為教學基礎，考獲之證書均獲世界各地之
舞蹈學院承認。
**備註 1. 如欲報考2018年RAD英國皇家芭蕾舞考試者，必須於2017年12月31日或以前年滿7
歲。 2. 參加者需曾修讀芭蕾舞課程 3. 本單位舞蹈室設有兩面落地大鏡，地方寬敞，讓學
員有充足學習空間。 4. 2017年9月後學員可參加延續課程(視乎參加人數決定)，表現良好
者可獲推薦參加2018年RAD英國皇家芭蕾舞考試(Grade1)。 5. 本課程由鄭健敏芭蕾舞學校
導師任教。

9 - 12
歲

14/7-25/8(逢五)

10 -13
歲

以輕鬆教學形式啟發繪畫興趣。主要以粉彩加水彩畫為主。以卡通人物及生活題材
作主題教學，畫畫技巧和學生自由創作並用教學。
**備註 1. 參加者需自備 A3畫簿及手袖
2. 此班由著名網絡插畫家小花老師教授
3. 舊生優先

LH-S17-217a

「UP進修‧增值」芭蕾舞
幼兒班7-8/17

以動、植物及風景主作題，讓學員活用多種技法設計畫面，發揮平面創作的各種可能性。
以及教授調色及構圖技巧。
**備註 1. 由Art Point Studio導師教授 2. 參加者須於首堂向導師繳付全期教材費$60
透過輕鬆的芭蕾舞體驗課程，啟發兒童的音樂感及手腳協調能力，加強想像力之餘亦可培
養對舞蹈之興趣。
**備註 1.本單位舞蹈室設有兩面落地大鏡，地方寬敞，讓學員有充足學習空間 2.本課程由
鄭健敏芭蕾舞學校導師任教 3.參加者若需買芭蕾舞衣服及鞋，可於上課時向導師訂購
4. 本班組於暑假後有延續課程，成為長期班組

在玻璃器皿上刻繪圖案，為自己製成獨一無二的餐盒。

Archery Tag 攻防箭是最新興起的運動，包含著War Game的緊張和閃避球的刺激，以
獨特的弓及專利安全設計的泡沫箭，為參加者帶來刺激而且興奮的活動體驗。
**備註 1. 費用已包括裝備及教練費用
2. 參加者需穿運動服

教練以獨特生動輕鬆而且生活化模式教授乒乓球技巧 ， 學生能以短時間掌握艱深技術
。 學員完成課程後會獲發評估報告。
透過學習乒乓球增強兒童集中力、身體協調及敏捷度， 培養兒童對學習乒乓球的興
趣，獨特訓練方式令四歲以上之學員更容易掌握打乒乓球的技巧。

「UP進修‧增值」芭蕾舞
幼兒班6-7/17

$595 共 7 節

具 3. 各學員在課程最後一堂得到一份評估報告 4. 參加者需穿運動服飾及自備飲用水

LH-S17-126

LH-S17-215a

LH-S17-215b

8 -10歲

7-9
歲

夏日塑膠彩B班 7-8/17

$1105
共 13 節

於單位活動室進行簡單足球訓練，讓參加者初步認識足球及訓練其眼睛及身體之協調。 4 - 5
歲
**備註 1. 參加者自行帶備飲用水，替換之衣服 2. 參加者需穿運動服

以體能訓練和遊戲作為挑戰，配合一些特定的規則，學習聽從指令去完成任務，達
至參加者學習解決難題，並且發揮團隊精神，學習領導及被領導的才能。
**備註 1. 活動由Motive Sport教練主理
2. 參加者自行帶備飲用水，替換衣服
3. 參加者需穿運動服
以體能訓練和遊戲作為挑戰，配合一些特定的規則，學習聽從指令去完成任務，達
至參加者學習解決難題，並且發揮團隊精神，學習領導及被領導的才能。
**備註 1. 活動由Motive Sport教練主理
2. 參加者自行帶備飲用水，替換衣服
3. 參加者需穿運動服
透過參與各類球類活動 (如高爾夫球、桌球、棒球等運動)以評估學員手眼協調性、
準成度、敏捷度、距離感、戰略型、耐力型等內在潛能，用作分析學員個人運動特
質，發掘內在潛能。

LH-S17-214

共5節

LH-S17-706

LH-S17-707

7月-8月
義工訓練：
18/7及25/7(二)；
服務：待定

待定

全免
工作坊：2節；
工作體驗：
最少20小時

義工訓練：
全免
下午4:00-6:00；義工訓練：
服務：待定
2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