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意、科學

外藉導師系列﹕
通識教材課程

智能機械人 LEGO $ 1050/ 7節

7-10歲/ 9位 認識LEGO MINDSTORMS機械人、程式
17/7-28/8(逢二)/14:30-15:30 編寫基礎、設計及組裝、力學及齒輪運
用、投擲物件以及射龍門競賽等。讓學
創作課程 A班
LH-S18-501
員積極參與科技和數學等課程領域。
智能機械人 LEGO $ 1050/ 7節
7-10歲/ 9位 Level 1：適合新參加者，學習簡單快速
的創作及程式。
MINDSTORMS@EV3
17/7-28/8(逢二)/15:35-16:35
Level 2：適合曾報讀此課程的參加者，
創作課程 B班
LH-S18-502
以建立更複雜程式為主。
MINDSTORMS@EV3

*費用包括所有材料及導師費 *課程由香港大學生教育網導師負責

負責職員_梁偉文

9-12歲/ 10位

17/7-21/8(逢二)/15:35-16:35
*費用包括所有材料及導師費
*課程由香港大學生教育網
導師負責

家庭電器小博士

課程教授各種家電的基本原理，並讓 $ 600/ 6節
6-9歲
學員運用所學理論自行設計及製造獨
16/7-20/8(逢一)/16:45-17:45
一無二的家電，從而啟發科學天份，
LH-S18-506 增加創造能力。主要內容包括：電的 *費用包括所有材料及導師費
*課程由卓師教育導師負責
負責職員_羅佩儀 特性、拆解電器、家電原理等。

9-12歲
E-Blocks 電子積木 課程從認識基本電路元件入手，利用 $ 720/ 6節
電子積木瞭解電子電路的基本概念及
電路拼裝科學
16/7-20/8(逢一)/14:15-15:15
工作原理，配上電池、開關、馬達、
實驗之旅
感測器等組件，創作出各種有趣的電 *費用包括所有材料及導師費
子組合。內容包括：電子元件簡介、 *每位學員可獲E-Blocks
電子積木乙套
LH-S18-515 常見電路原理介紹、實用電路的設計 *課程由卓師教育導師負責
負責職員_羅佩儀 及搭建等。

8-11歲
透過組合金屬外殼之遙控車，講解相 $ 590/ 6節
關的遙控運作原理，以提高學員對遙
19/7-23/8(逢四)/16:25-17:25
LH-S18-507 遠控制原理的應用和興趣。
*費用包括所有材料及導師費

金屬遙控車

*課程由展才能通識教育導師負責

仿生機械模型A班 $ 550/ 6節
LH-S18-508

6-8歲
19/7-23/8(逢四)/12:05-13:05

仿生機械模型B班 $ 550/ 6節
LH-S18-509

9-11歲
19/7-23/8(逢四)/11:00-12:00

透過參考各種動物的特點去提高機械
人的效率。製作各種仿生機械人，提
高學員對各種生物的結構的認知。
*費用包括所有材料及導師費
*課程由展才能通識教育導師負責
負責職員_羅佩儀

太陽能工程師A班
LH-S18-513

太陽能工程師B班
LH-S18-514

6-8歲
19/7-23/8(逢四)/13:10-14:10
8-10歲
19/7-23/8(逢四)/14:15-15:15

*費用包括所有材料及導師費

以太陽能作推動能源的教具，教授太
陽能的運作原理，以提高學員對機械
工程及科學探究的了解和興趣。
$ 550(二人同行，9折)/ 6節

*課程由展才能通識教育導師負責

負責職員_羅佩儀

科學實驗室D班

透過一些科學實驗教育及以科學概念
創作簡單的工具或玩具，滿足學員對
科學理論的好奇心。

科學實驗室B班

*費用包括所有材料及導師費
*課程由展才能通識教育導師負責
負責職員_羅佩儀

$ 450/ 6節
4-6歲
LH-S18-510
19/7-23/8(逢四)/15:20-16:20
$ 450/ 6節
6-7歲
LH-S18-511
20/7-24/8(逢五)/10:15-11:15

語文、數學
外藉導師系列﹕
課程以外藉導師教授，透過多元化的 $ 540/ 6節
6-8歲/ 10位
FUN FUN英語課程B 活動教學來學習英語以培養及鞏固幼 16/7-20/8(逢一)/15:30-16:30
LH-S18-602

LH-S18-608

IPA英語國際
音標拼音 - 初階

劍橋英語課程Starter (7-8/2018)
LH-S18-612
負責職員_楊安祈

LH-S18-605a
負責職員_楊安祈

此課程內容使學生了解在聽、說
、讀、寫所達的水平，完成考試
的學生均獲得由「劍橋大學考試
委員會」頒發的證書，鞏固英語
的學習，提昇學生的自信。

奧林匹克數學 C

$ 480/ 6節
6-9歲/ 8位
LH-S18-613 19/7-23/8(逢四)/14:30-15:30
奧林匹克數學 B $ 480/ 6節
9-12歲/ 10位
LH-S18-614

兒童雙手
珠心算課程 (A)

$ 510/ 6節
4-6歲/ 8位
21/7-25/8(逢六)/14:15-15:15
*舊生優先

$ 450/ 6節
4-7歲/ 10位
21/7-25/8(逢六)/14:30-15:30
$ 450/ 6節
4-7歲/ 10位
21/7-25/8(逢六)/15:45-16:45

LH-S18-619

幼兒普通話唱遊B
LH-S18-620
負責職員_羅佩儀

數學邏輯推理班 A

*舊生優先

4-6歲/ 8位

*舊生優先
*新生須$200教材費

$ 690/ 6節

4-6歲/ 8位

21/7-25/8(逢六)/12:25-13:25
*舊生優先
*新生須$300教材費

負責職員_楊安祈

以雙手撥珠方法提高心算速度，兒
童透過耳聽、手撥、腦算、珠心算
的訓練，掌握一種快速計算方法。
用以培訓兒童靈敏的思考力，加強
記憶力和集中力。
*舊生優先
*新生須交$80費用
負責職員_楊安祈

$ 525/ 7節

4-6歲

14/7-25/8(逢六) /10:30-11:30
$ 525/ 7節

LH-S18-621b

7-9歲

14/7-25/8(逢六) /11:45-12:45

$ 390/ 6節

課程內容：
- 木材介紹
- 畫稿設計
- 手鋸使用技巧
- 手鑽鑽孔技巧
- 上圓榫技巧
- 打磨技巧

LH-S18-705

LH-S18-706

20/7-24/8(逢五) /14:15-15:15

以不同算式、圖形文字題、，排
解疑難，指導學童分析思維，從
而訓練邏輯推理能力。
以數學邏輯、解難、推理、應用
等題目，迎合學校或面試內容。
*另需購買作業$50
負責職員_王匡琳

親子、家長

8歲起一對親子/
8對親子
1/8 (三) /19:00-21:30

*費用包括所有材料及導師費
*課程由Bespecial Wood Craft導師負責

製造母乳皂，其成分溫和，
對於敏感的問題肌膚, 如紅腫、濕疹
等，使用後都有顯著的改善。

負責職員_梁寶怡

驅蚊酸渣樹油及多種不同的精油造成
一枝抗蚊/蠓的蚊油，舆别不同呀!連
LH-S18-707 小朋友也合用!

負責職員_梁寶怡

親子木雕A班
(木製時鐘班)

LH-S18-704
負責職員_梁偉文

課程內容：
- 木材介紹
- 手鋸鋸切技巧
- 打磨技巧
- 上色技巧
- 木料塗裝
- 機芯裝嵌技巧
*費用包括所有材料及導師費
*課程由Bespecial Wood Craft導師負責

$ 400/對 (二人同行，9折) /
1節
8歲起一對親子/
8對親子
25/7 (三) /19:00-21:30

1節
年滿18歲
6/7/2018 (五) /19:00-21:00
*製成品約30g

防晒膏製作工作坊 夏日將至，防晒除了美容，也是保
護皮膚!
除了鋅，鈦白粉，課程採用了蔓越
莓萃取液，覆盆籽油，牛油果油，
摩洛哥堅果油來製作一瓶清爽而不
油膩的美白晶瑩防晒乳霜。除了天
LH-S18-708 然油品外，更添加了防晒精油在內
負責職員_梁寶怡 ~胡蘿蔔籽，玫瑰果油等等。

驅蚊膏製作工作坊 抗蚊用香茅?樟腦?課程用獨特的天
然驅蚊酸渣樹油及多種不同的精油
造成一盒抗蚊/蠓的蚊膏，舆别不同
呀!連小朋友也合用!

負責職員_梁寶怡

$ 500/對 (二人同行，9折) /
1節
年滿18歲
13/7/2018 (五) /19:00-21:30
*製成品約30g

$ 500/對 (二人同行，9折) /
1節
年滿18歲
20/7/2018 (五) /19:00-21:30
*製成品約30g

濕疹膏製作工作坊 由於各類洗髮水，護髮素，洗潔精
含有大量化學品和致癌物質導到濕
疹、牛皮癣....
親手調配一盒能令你舒緩的濕疹膏
，讓你用得安心!
苦楝油(Neem Oil)是印度著名草葯，
LH-S18-710 因其殺菌、消炎特性，可以舒緩問
負責職員_梁寶怡 題皮膚病。
洗潔精製作工作坊 市面上不少洗潔精都有超標化學致
癌物質，就讓我們齊來做安全及天
然成材的洗潔精，脱離防腐劑，用
得安心、皮膚得益!
LH-S18-711
負責職員_梁寶怡

以氣球遊戲玩出歡樂，親子合作扭製 $ 120/ 對 / 1節
不同氣球款式的動物造形，為暑期添
6歲起一對親子/
上繽紛的色彩!
LH-S18-720
8對親子
*費用包括所有材料及導師費
負責職員_梁寶怡
13/7 (五) /19:00-20:30

年滿18歲
29/6/2018 (五) /19:00-21:30
*製成品約700ml

$ 500/對 (二人同行，9折) /
1節
年滿18歲
27/7/2018 (五) /19:00-21:30
*製成品約30g

$ 500/對 (二人同行，9折) /
1節
年滿18歲
3/8/2018 (五) /19:00-21:30
*製成品約480ml至500ml

濕疹皂製作工作坊 由於各類洗髮水，護髮素，洗潔精
親子氣球玩樂坊

1節

防蚊油製作工作坊 抗蚊用香茅?樟腦?課程用獨特的天然 $ 500/對 (二人同行，9折) /

LH-S18-709
4-6歲/ 6位

$ 400/對 (二人同行，9折) /
1節

下列手工皂和護膚品製作由導師 Jenny Pong 教授
導師﹕Jenny Pong
畢業於 IFA英國香薰治療師協會, NAHA美國國家芳療協會.
具有超過十年經驗在各大團體, 學校， 公司教授各種手工皂和護膚品。
母乳皂製作工作坊 不少母乳媽媽都會把過多的母乳用來 $ 500/對 (二人同行，9折) /

21/7-25/8(逢六)/11:20-12:20

幫助學童投入豐富有趣的數學世界
，提高分析能力、推理分析、訓練
思維。

以輕鬆教學形式消除幼兒對普通
話的芥蒂，透過學習普通話兒歌
，從中閱讀和了解歌詞，學會一
些簡單普通話拼音和基礎會話。

LH-S18-621a

數學邏輯推理班 B

$ 540(二人同行，9折) / 6節
6-12歲/ 8位
21/7-25/8(逢六)/16:45-17:45
$ 540/ 6節

親子木雕B班
(木製玩具車班)

負責職員_梁偉文

19/7-23/8(逢四)/16:45-17:45

LH-S18-618

兒童雙手
珠心算課程 (B)

兒的英語基礎，迎接小學教育。

課程以外藉導師教授，透過多元化的 $ 540/ 6節
4-6歲/ 10位
活動教學來學習英語以培養及鞏固幼
20/7-24/8(逢五)/15:30-16:30
兒的英語基礎，迎接小學教育。

讓學生學習每個字母的正確原音，
能讓兒童輕易掌握到生字的正確讀
音。從而提高英語閱讀能力，增加
學習英語的興趣。

此課程內容使學生了解在聽、說
劍橋英語課程Pre-starter A (7-8/2018) 、讀、寫所達的水平，完成考試
的學生均獲得由「劍橋大學考試
LH-S18-610 委員會」頒發的證書，鞏固英語
負責職員_楊安祈 的學習，提昇學生的自信。

負責職員_楊安祈

外藉導師系列﹕
英語唱遊2018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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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職員_楊安祈

負責職員_楊安祈

$ 600/ 6節

負責職員_羅佩儀

幼兒Letterland
Phonics B

LH-S18-609

讓學員積極參與天文、科學、科技、能源
Science World
科學世界探索B班 和科研等眾多關鍵課程領域，擴闊視野
*水火箭模擬製作
*星空投影機
*3D 太陽系模擬製作
*萬花筒模擬製作
LH-S18-504 *天氣瓶模擬製作
負責職員_梁偉文 *望遠鏡模擬製作

課程以外藉導師教授，課程以配合通 $ 600/ 6節
8-12歲/ 10位
識教育新高中學制為核心科目，透過
20/7-24/8(逢五)/15:30-16:30
LH-S18-606 探討不同單元的課題，配合互動環節
負責職員_楊安祈 學習，使學生更容易銜接學校課程。

含有大量化學品和致癌物質導到濕
疹、牛皮癣....親手製手一件能令你
舒緩的濕疹皂，讓你用得安心!
苦楝油(Neem Oil)是印度著名草葯，
LH-S18-712 因其殺菌、消炎特性，把它做成手
負責職員_梁寶怡 功皂，可以舒緩問題皮肤病。

$ 500/對 (二人同行，9折) /
1節
年滿18歲
10/8/2018 (五) /19:00-21:30
*製成品約700ml

廚藝、品味
英語小廚房 D
LH-S18-804d

英語小廚房 E
LH-S18-804e

$ 560/ 7節
5-7歲
14/7-25/8(逢六) / 10:30-11:30
$ 560/ 7節
8-10歲
14/7-25/8(逢六) / 11:45-12:45

透過活學方式教授製作不同食
物,以提升學童學習英語的興
趣和能力。
*另需購買作業$40 自備圍裙，食物盒
負責職員_梁寶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