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第一週 - 2018 年 6 月 19 至 22 日（共四天） 

第二週 - 2018 年 6 月 25 至 29 日（共五天） 

第三週 - 2018 年 7 月 3 至 6 日（共四天） 

第四週 - 2018 年 7 月 9 至 13 日（共五天） 

時間: 上午班 - 上午 9:00 至 12:00  

下午班 - 下午 1:00 至 4:00 

費用: 各課程費用請參閱下面列表 

(**非弘立幼稚園學生另加港幣 500 元行政費) 

人數： 語文夏令營 - 每班最多 20 人 

聯課活動夏令營 – 每班最多 18 人 

對象: 2012 年 9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出生的幼兒 

報名方法： 弘立幼稚園學生 – 請登入 PowerSchool 

非弘立幼稚園學生 – 請登入「弘立之友」 

報名日期： 2018 年 3 月 19 日上午 10:00 至 3 月 29 日下午 4:00 

*若報名人數不足或空間可用性等原因，弘立幼稚園可自行決定取消課程。 

**非弘立幼稚園學生須就每次申請繳交港幣 500 元正之行政費用。家長每  

 次可同時申請一個或以上的課程。 

 

弘立幼稚園夏令營是為三至五歲的幼兒

在暑期期間提供活動而設。夏令營課程

選擇豐富，除了由本校幼師執教以話劇

為主的語文夏令營外，學校同時提供由

校外專業導師執教的聯課活動夏令營。

聯課活動夏令營讓幼兒發展他們的興趣

及提升知識和技巧，內容上包括科學、

科技及工程、棋藝、烹飪、武術、體

操、美藝、音樂、話劇和其他體能運

動。 

學生如同時參與上、下午的課程，期間

可留校享用自備午餐。學校將提供校車

服務。 

http://powerschool.isf.edu.hk/
http://admissions.isf.edu.hk/


 

  

 上午班 費用（港幣） 下午班 費用（港幣） 

第

一

週 

普通話班 $2,400 足球夏令營及遊走的線條 $2,040 

英文班 $2,400 足球夏令營及兒童聲樂團 $2,000 

第

二

週 

普通話班 $3,000 暑期體操小健將及科學歷奇 $3,300 

英文班 $3,000 暑期體操小健將及敲擊樂遊遊 $2,900 

第

三

週 

STEAM 綜合科技夏令營 I 及印象色彩 $2,480 足球夏令營及棋藝學院 $2,320 

STEAM 綜合科技夏令營 I 及兒童聲樂團 $2,440 足球夏令營及夏日小寶貝廚房 $2,200 

第

四

週 

STEAM 綜合科技夏令營 II 及 

弟子規小南拳 
$3,250 弟子規五步拳及暢遊色彩世界 $2,750 

STEAM 綜合科技夏令營 II 及 

敲擊樂遊遊 
$3,050 藝術與表演訓練營 $3,450 

*非弘立幼稚園學生須就每次申請繳交港幣 500 元正之行政費用。家長每次可申請一個或以上的課程。 

 



  

藝術與表演訓練營 

一起走進無窮創意的世界，盡情探索音樂、舞蹈、歌唱

和手工藝，為您的孩子帶來無限的想像空間。 年青的

演員將會學習舞台設計，創造一系列精緻的道具和藝術

品，並於舞台上使用，表演結束後，更可將所設計的藝

術品帶到家中。 

(Kids` Gallery) 

弟子規五步拳 

國際武術規定五步拳包含了武術的三種基本手法和五種

基本步型，故稱為五步拳。本中心將其分解簡化配合弟

子規的謹篇，邊讀邊打，讓小朋友在學習武術中了解日

常生活習慣，從小養成良好的生活作風，樹立堅強的意

志品質，了解學習武術基本動作及學武的真諦，努力將

自己培養成為文武雙全的優秀人才。 

 （香港國際武術文化中心）

印象色彩 

孩子在幼兒階段，他們的感官知覺十分鮮明，感受到的

每件事物都直接在大腦留下印象，喜歡看色彩鮮豔的，

尤其是紅、綠和黃色等.印象派因為色彩飽滿、鮮艷，

辨識度高，孩子容易感受到畫面的美感，讓學生欣賞印

象派大師如梵古，莫奈等作品來領悟色彩的豐富變化，

去描述他們眼裏的奇妙世界。 

（童藝園） 

語文夏令營 

語文夏令營採用全普通話或全英語教學，由經驗豐富的

弘立幼稚園教師執教。每星期均有特定以話劇為主的主

題，綜合各個學科的學習.語文夏令營主要為了發展幼

兒的語言能力，同時啟發他們的想像力和創意，提升社

交技巧和自信心。 

（弘立幼稚園） 



  

暑期體操小健將 

暑假是孩子們探索不同樂趣和運動的最佳時間。 

GymFit 體操是為學齡前兒童設計, 這個課程提供了 4

個獨特的設備，如平衡木, 低杠, 跳馬和自由體操, 為兒

童身心健康的發展提供終身的好處。 

(Health and Fitness Consultancy 

International Limited) 

 

敲擊樂遊遊 

敲擊樂課程適合 3 歲或以上的學生，透過課程可了解敲

擊樂樂器的基本技巧及姿勢介紹、基本節奏訓練和樂曲

合奏等。可增加手部、腳部靈活及耐力訓練，還可認識

不同風格的演繹方式，以輕鬆愉快的方式學習敲擊樂。 

（通利音樂基金） 

遊走的線條 

線條繪畫可以通過線的曲直、剛柔等來表現物象的質

感，通過線條的濃淡粗細、穿插重疊等表現畫面的層次

感。引導孩子學會將復雜物象簡單化，並且對簡單物體

進行裝飾，熟練使用鉛筆、馬克筆、水彩筆和油畫棒等

繪畫工具 。 

（童藝園） 

科學歷奇夏令營 

科學探險回到恐龍時代。 當我們建立一個恐龍模型 , 

一個四足動物恐龍時，了解這些生物。 使用考古學，

化學和生物學的科學，我們將得到動手化石，琥珀和強

大的流星。 發現恐龍突然消失和我們古代地球上其他

生物的生存背後的奧秘。加入我們作為初級古生物學

家，破解偉大的恐龍之謎！ 

(ActiveKids) 



  

  

STEAM 綜合科技夏令營 I 

學生將使用 STEAM Park 學習數學、科學和工程的基

礎概念包括：坡道、浮力、概率、齒輪和連鎖反應，讓

他們建立好奇心，像小科學家般探索世界和創造解決問

題的方案，理解各種 STEAM 概念，培養解難能力。 

(Techbob Academy) 

STEAM 綜合科技夏令營 II 

學生將使用 Tech Machines 學習工程相關的基礎

知識包括：螺絲和驅動器、車輪和軸、樞軸和槓桿、

滑輪和斜面。 學生將分組合作，解決模擬工地的問

題，或創造機器人，把學到的工程原理應用於日常生

活中。 

  

棋藝學院 

ActiveKids 棋藝學院在香港和大中華地區發展兒童

國際象棋。 在經驗豐富的頂尖高排名 FIDE 教練的

帶領下，孩子們將通過國際象棋發展自己的個性。 

培養孩子寶貴的技能： 

體育道德 

注意力 

置信度 

空間推理 

戰略思維 

耐心等等... 

(ActiveKids) 

夏日小寶貝廚房 

兒廚教坊今年會提供在校兒童暑期烹飪課程 ～「夏日

小寶貝廚房」。您們的小寶貝將於課堂中學會基本烹煮

技巧，由資深導師的教導及協助下，親身體驗整個烹調

過程的樂趣。您們更可親嘗小寶貝們的烹煮成果，過一

個美味快樂的暑假！ 

（兒廚教坊） 



 

弟子規小南拳 

弟子規小南拳，將弟子規與武術的南拳基本功，基本手

法，基本步型相結合，發聲發力，讓喜愛武術的小朋友

通過學習武術，既可強身健體，又認識到中國傳統文化

及武德，武風和武術的禮儀，學會做人的道理。並可增

強學習普通話，陶冶情操，增強對中國武術和傳統文化

的興趣。 

 （香港國際武術文化中心）

暢遊色彩世界 

繪畫藝術有不少流派，不少大師，在給孩子欣賞不同的

藝術作品時讓他們感受藝術的多變和創意，對他們除了

進行必要繪畫基本訓練外,更重要的是讓孩子們瞭解美

學概念,知道藝術史上的一些故事，著重給孩子們介紹

歷史上偉大的畫家和傳世經典作品來啟發他們的創意。 

（童藝園） 

兒童聲樂團 

適合 3 歲或以上的學生，了解基本歌唱技巧，包括認識

人體發聲結構及原理、基本發聲及聲線控制技巧、音色

處理及音準訓練。音樂風格多元化－從西方古典到中國

古典；教材語言涵蓋國語、中文及英文。透過此課程，

可體驗互動學習，培養合作性。 

（通利音樂基金） 

足球夏令營 

Tinytots 足球是一間在香港為幼兒園兒童提供頂尖體

育項目有限公司。該計劃旨在發展兒童的身體素質和運

動技能，同時促進同伴互動和建立他們的自尊！所有的

活動和指導都是在多國環境下用英語進行的。這提供了

一個完整的沉浸式體驗，為孩子們提供了練習和增強自

信的機會。一齊來參加 Tinytots 足球吧! 

(Tinytots Soccer Limi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