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語文及聯課活動夏令營

幼稚園為本校及非本校的幼稚園適齡幼兒提供多種為期約一星期的夏令營。

夏令營將包括由弘立老師帶領的語文夏令營及由校外的聯課活動公司提供的
聯課活動夏令營。

有關詳情，請參閲夏令營時間表和課程簡介。

日期： 第一週 - 6月19至23日 （共四天）

第二週 - 6月26至30日 （共五天）

第三週 - 7月3至7日 （共五天）

第四週 - 7月10至14日 （共五天）

年齡要求： 出生日期為 2017年9月1日 至 2019年12月31日



時間表

週

時間

第一週

6月19至23日（共四天）

第二週

6月26至30日（共五天）

上午9:00 至10:00
語文夏令營

（普通話 / 英文）

語文夏令營

（普通話 / 英文）
上午10:00至11:00

上午11:00至中午12:00

下午1:00至2:00
語文夏令營

（普通話 / 英文）
來,表演吧!

創意敲擊樂夏令營
語文夏令營

（普通話 / 英文）
來,表演吧!

兒童機械程式 - 邏輯思維

下午2:00至3:00 科學歷奇 棋藝學院

下午3:00至4:00 兒童機械程式 - 邏輯思維 科學歷奇

週

時間

第三週

7月3至7日（共五天）

第四週

7月10至14日（共五天）

上午9:00 至10:00

語文夏令營

（英文）

STEM課程：小小科學家 /

美藝工作坊

語文夏令營

（英文）

中國美學創想課 /

科學歷奇

上午10:00至11:00
中國美學創想課 /

科學歷奇

創意敲擊樂夏令營 /

棋藝學院

上午11:00至中午12:00
夏日繽紛廚房 /

兒童機械程式 - 邏輯思維

夏日繽紛廚房 /

美藝工作坊

下午1:00至2:00
語文夏令營

（普通話 / 英文）

Tinytots 幼童運動班
語文夏令營

（普通話 / 英文）

Tinytots 幼童運動班

下午2:00至3:00 科學歷奇 創意敲擊樂夏令營

下午3:00至4:00 棋藝學院 兒童機械程式 - 邏輯思維



語文夏令營

此夏令營是為年齡介乎三至五歲的幼兒而設，每週不同内容的主題有助提升幼兒的聽、說、讀、寫能力，豐
富的課堂活動可以引發幼兒的學習興趣並確保在動與靜之間取得平衡，取得最佳學習成效。此課程由弘立教
師以普通話或英文教授。

日期及時間： 第一週 普通話 - 上午9:00至中午12:00 / 下午1:00至4:00

英文 - 上午9:00至中午12:00 / 下午1:00至4:00

第二週 普通話 - 上午9:00至中午12:00 / 下午1:00至4:00

英文 - 上午9:00至中午12:00 / 下午1:00至4:00

第三週 普通話 - 下午1:00至4:00

英文 - 上午9:00至中午12:00 / 下午1:00至4:00

第三週 普通話 - 下午1:00至4:00

英文 - 上午9:00至中午12:00 / 下午1:00至4:00

每班人數： 22人
學費： 港幣2,760元（四天）港幣3,450元（五天）



聯課活動夏令營（課程資料由服務供應商提供）

中國美學創想課

以中國傳統文化為主題的藝術創作，在傳統繪畫形式上融入現代美學，通過老師精心設計的課題讓同學們認
識中國美學和了解更多的創作方式和技巧。

日期及時間： 第三週 上午10:00至11:00
第四週 上午9:00至10:00 

每班人數： 16人
學費： 港幣1,100元（五天）

創意敲擊樂夏令營

教導小朋友認識不同的簡單敲擊樂器, 如沙鎚, 搖鈴，三角等。學習如何識別歌曲中的節拍，節奏和音符。學
生將學習音樂欣賞，基礎理論，訓練孩子的節奏和旋律的敏感度。

日期及時間： 第一週 下午1:00至2:00
第四週 上午10:00至11:00 / 下午2:00至3:00

每班人數： 10人

學費： 港幣1,200元（四天） 港幣1,500元（五天）



來,表演吧！

在這個有趣的互動工作坊中，學習唱歌、跳舞、表演等，旨在建立自信和創造力。
• 學習戲劇和演講技巧
• 製作服裝、道具和佈景
• 玩有趣的、有挑戰性的遊戲，培養你的表演技巧
• 參加工作坊結束時的表演

日期及時間： 第一週 下午1:00至4:00
第二週 下午1:00至4:00

每班人數： 14人
學費： 港幣3,750元（四 / 五天）

兒童機械程式 - 邏輯思維

「機械程式」邏輯思維 採用源於日本的教育材料, 透過專業而獨一無二的專案, 啟發及增強孩子的邏輯思維
能力。通過使用邏輯板和簡單的編程部件, 將引導學生邏輯思維, 這是讓兒童發展終身技能的基礎課程。

日期及時間： 第一週 下午3:00至4:00
第二週 下午1:00至2:00
第三週 上午11:00至中午12:00
第四週 下午3:00至4:00

每班人數： 9人
學費： 港幣880元（四天） 港幣1,100元（五天）



科學歷奇

「科學歷奇」是以「互動學習」及「新穎有趣」為宗旨，啟發兒童以開放的態度探索及學習。 我們的使命:
• 激發學生對科學的熱情
• 發展及提升學生的科學素養
• 提供具啟發性、有趣的學習環境鼓勵學生動手學科學

日期及時間： 第一週 下午2:00至3:00
第二週 下午3:00至4:00
第三週 上午10:00至11:00 / 下午2:00至3:00
第四週 上午9:00至10:00

每班人數： 20人
學費： 港幣880元（四天） 港幣1,100元（五天）

STEM課程：小小科學家

科學是對我們周圍世界的觀察。小小科學家將帶您完成各種有趣的化學、生物學和物理學實驗，讓您了解科
學無處不在！

日期及時間： 第三週 上午9:00至10:00
每班人數： 12人

學費： 港幣1,100元（五天）



夏日繽紛廚房

兒廚教坊將提供兒童烹飪課程 ～「夏日繽紛廚房」。您們的小寶貝會在資深導師的教導下學會基本烹煮技
巧，如:刀工和廚房設備的使用，我們也會強調廚房安全和衛生。為了促進健康的飲食習慣和增進飲食知識，
我們將以新鮮的時令食材，一起製作各款健康可口的菜式。

日期及時間： 第三週 上午11:00至中午12:00
第四週 上午11:00至中午12:00

每班人數： 12人
學費： 港幣1,400元（五天）

美藝工作坊

今個暑假十分期待看到你的小朋友與我們一起創作藝術。善用這四週不同的藝術主題，當中透過使用各式各
樣的色彩/線條/技巧等，發掘小朋友的創意和激發藝術細胞，令假期過得更加精彩、充實。

日期及時間： 第三週 上午9:00至10:00
第四週 上午11:00至中午12:00

每班人數： 18人
學費： 港幣1,175元（五天，另加港幣100元材料費）



棋藝學院

「棋藝學院」是香港首屈一指的國際象棋課程！本學院由棋力相當的國際象棋特級大師TWO Grand
Master (only ~1500 GMs in the world) 及FIDE 評鑑認可的經驗導師任教, 讓孩子們享受國際象棋的策
略同時，透過下棋來發展他們的性格。 我們的使命為培養:

• 自信心及體育精神
• 策略思維及解決難題技巧
• 耐性及專注力
• 以積極的態度從錯誤學習

日期及時間： 第二週 下午2:00至3:00
第三週 下午3:00至4:00
第四週 上午10:00至11:00

每班人數： 15人
學費： 港幣1,100元（五天）



Tinytots 幼童運動班

課程旨在使孩子們保持動感和參與運動的興趣。孩子們可以通過每一節不同的課程，把一項新技能帶回家。
這些全面的課程將足球，橄欖球和籃球捆綁在一起，為孩子們提供了一個了不起的基礎。積極參與各種運動
能讓孩子們終生受益。我們的主要目標是通過參加體育活動來教授體育精神，紀律，領導才能，團隊精神和
體能鍛煉。每個遊戲/訓練都旨在培養以下3大範疇：體能，社交和教育。

日期及時間： 第三週 下午1:00至2:00
第四週 下午1:00至2:00

每班人數： 12人
學費： 港幣1,100元（五天）



備註
1. 幼兒須獨立上課
2. 弘立幼稚園擁有最終收生決定權
3. 冠忠遊覽車有限公司將提供有限度校車服務
4. 如教育局宣佈延長學校停課以致課程取消，學校將安排退款
5. 現就讀弘立幼稚園或曾入讀本學年星期六課程的學生可獲豁免繳交

港幣300元行政費
6. 若超額報名，2023-24學年新生及現有學生會被優先取錄

立即申請
弘立學生
非弘立學生 如何打開申請表

條款與細則
報名期：3月27日至4月7日

https://powerschool.isf.edu.hk/public/
https://admissions.isf.edu.hk/
https://preschool.isf.edu.hk/wp-content/uploads/2022/05/How-to-Open-an-Application-Form-Steps-CN.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