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ttp://tivoliparentsclub.wordpress.com



 

 

2012-2013 年度親子會課程及簡介 
課程名稱 

對象 星期 時間 
開始 

日期 
費用 地點     

 

幼兒體操班 

合辦機構： 

香港青年體育會 

K2-K3 一 

 

12:00pm-1:00pm 5/11 $1760/16 堂一期 

全年兩期 

TYSC 名額 6-14 人 

未包考試費用，考試日為 27/5/2013 

詳情請留意稍後通知 

 

YPC 普通話水平測試 

合辦機構： 

亞洲教育中心 

K2-K3 一 4:30pm-5:30pm 8/10 $1600/16 堂 

半年一期 

TK 以普通話授課，名額 8 – 15 人 

未包考試費用，考試日為 4/2/2013 

詳情請留意稍後通告 

 

EQ 提升課程 

合辦機構： 

People Impact 

K1-K3 二 4:30pm-5:30pm 9/10 $1590/8 堂一期 

全年四期 

TK 以英語授課，名額 8-18 人 

每期最後一堂 5:30-6:00 為家長講座，

費用全免 

 

Parent & Toddler 

Program 

1.5-2 歲 一,三/ 

二,四 
12:15pm-1:15pm 24/9 $1500/8 堂一期 TI 以英語授課 

親子預備班 2-3 歲

(New!) 

二, 四 4:30pm-5:30pm 9/10 $700/4 堂一期 TN 名額 6-８對親子組合 

 

 

幼兒芭蕾舞 

合辦機構： 

童謠藝坊 

K1-K3 三 

 

12:00pm-1:00pm 

 

3/10 $1600/ 16 堂一期 

全年兩期 

芭蕾舞服$350 

TK/ 

TYSC 

名額 6-14 人 

報讀兩期可免費獲贈芭蕾舞服 

11 月開始轉往青衣體育館上課 

 

「查篤撐」兒童粵劇 

合辦機構： 

查篤撐兒童粵劇協會 

K2-K3 

(New!) 

三 4:30pm-6:00pm 3/10 $1760/16 堂一期 

全年兩期 

 

TK 名額 10 –15 人 

需另購水袖$200 及自備技巧鞋 

 

普通話話劇班 

導師： 

向良老師、向前老師 

K3 

K2 

 

四 2:00pm-3:00pm  

3:00pm-4:00pm  

 

4/10 $960/ 8 堂一期 

全年四期 

TI/ 

TYSC 

以普通話授課 

名額 14-20 人 

11 月開始轉往青衣體育館上課 



 

 

 

普通話唱遊班 

導師： 

向良老師、向前老師 

N1-K1 五 12:00pm-1:00pm 5/10 $960/ 8 堂一期 

全年四期 

TI 以普通話授課 

名額 6-14 人 

 

 

幼兒珠心算 

合辦機構：香港(國際)

算心珠學會 

K2-K3 六 9:00am-10:00am 初階

10:00am-11:00am 進階 

6/10 $900/8 堂一期 

全年四期 

TK 名額 6-14 人 

代購算盤$50 個 

需自備適量文具 

 

創意美藝班 

合辦機構： 

Fruitful Education 

K2-K3 

N1-K1  

 

六 9:00am-10:00am 

10:00am-11:00am 

 

6/10 $960/8 堂一期 

全年四期 

TK 名額 6-14 人 

已包材料費 

需自備畫簿袋、圍裙 

 

搖擺 Do Re Mi  

合辦機構： 

熊熊兒童合唱團 

N1-K1 

K2-K3 

六 9:00am-10:00am 

10:00am-11:00am 

6/10 $1680/ 16 堂一期 

全年兩期 

TK 名額 10-15 人 

已包教材 

 

 

幼兒空手道 

合辦機構： 

正正武武館館健健武武會會 

K2-K3 六 4:00pm-5:30pm 舊生 

5:30pm-7:00pm 新生 

6/10 $1440/ 16 堂一期 

全年兩期 

TYSC 需另購道袍$230 

 

 

 

幼兒游泳證書 

合辦機構： 

青嵐體育中心 

K1-K3 日 9:45am-10:45am 

池蛙章 

 

21/10 $1600/16 堂 

$800/8 堂 

 

TYSP 費用已包考試及證書 

考試合格方可獲發證書 

未包入場費，請自備八達通入場 

 

新界第 1318 旅小童軍 

團長：Ms Katy     

副團長：Ms Maggie 

5-8 歲 六 11:00am-12:00pm 6/10 $960/學年 

已畢業之小童軍 

費用全費 

TK 由本年度開始依從童軍總會指引穿著小

童軍服裝而非制服。（費用已包） 

 

報名須知： 

 報名方法：可於本會網頁網上報名及列印表格，連同支票(抬頭:親子會)交回校務處。報名日期：17-9-2012(星期一)至 21-9-2012(星期五) 

 上課地點：(TK)宏福中英文幼稚園／(TI) 宏福國際幼兒學校 / (TN) 宏福幼兒園/ (TYSC)青衣體育館 / (TYSP)青衣游泳池 

 報名交款後將收到有關收據及活動出席咭，請留意上課日期，如有興趣報名第二期課程者，請於本會網頁自行檢查上課日期，並於 少新一期上課前一星期交費作實。 

 有關各班上課日期、簡介及更多課程，請瀏覽本會網頁。如有查詢，請與 Miss Katy 聯絡，電話：24326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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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體操班 
Children Gymnastic Program 
香港青年體育會合辦 

 
主要以簡單的自由體操、平衡木以及跳馬為主的訓練項目。「自由體操」主要是包括一些靜止姿勢、地墊動

作、 翻滾以及騰空的動作。「平衡木及跳馬」主要是用以訓練幼兒身體的協調性。他們會在平衡木上造一些

簡單的動作以對其身體作出配合而跳馬一方面與平衡木相若， 目的是訓練他們身體的協調性；另一方面是用

以訓練幼兒的反應。此課程分為初級、中級及高級，參加者亦可以參加考試考取其級別。 

  
 轉載自 

香港青年體育會 
<TVB 周刊> 2002
年 4 月 30 日> 

溫馨提示： 

＊學員每堂穿著輕便體育服上課 

＊為免著涼，必需內穿汗衣及預

備外套 

＊穿白襪白布鞋／白波鞋 

＊可帶備適量清水供小休時飲用 

＊可帶備小手帕供抹汗之用 

＊請於所有個人物品上寫上姓名

及由學生自行保管 

＊請提醒幼兒切勿在未有教練或

成人指導下自行練習，免生意外 

對象：K2-K3 

地點：青衣體育館舞蹈室 

日期：逢星期一 

時間：下午 12:00-1:00 

費用：$1760/16 堂，全年兩期 

    (未包考試費) 

考試日期：27/5/2013 

名額：6– 14 人 

有關考試詳情，詳情請留意稍後

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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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體操班 
Children Gymnastic Program 
香港青年體育會合辦 

初級 (建議 3 歲或以上) 中級(建議 4 歲或以上) 
1. 前滾翻 1. 前滾翻(不可以用斜墊) (不可以協助) 

2. 屈膝及手按地支撐，將身體升起水平 2. 仰臥摺體 (似肩胛倒立) 

3. 面向牆靠牆斜倒立 3. 燕式平衡 

4. 分腿坐 側身(左右各一次) 4. 大字馬 (手可以按地) 

5. 原地直跳 5.

自由操 

原地蹲跳 

6. 

自由操 

原地半轉 6. 跳箱 踏板直跳 用彈板 需助跑 

7. 踏板直跳 7. 沒有踏板 蹲跳上, 蹲腿跳下 (三格木箱/三格海綿) 不用彈板 不需助跑 

8. 

跳箱 

踏板直跳半轉 8. 跳箱 踏板直跳半轉 用彈板 需助跑 

9. 平衡木 向前直行, 半轉直跳落 9. 沒有踏板 蹲跳上, 分腿跳下 (三格木箱/三格海綿) 不用彈板 不需助跑 

10. 直身垂吊 10. 平衡木 向前直行,用腳畫半圓形 下法: 轉向橫木,直跳落 上法及平衡木高度沒有規定 

 

雙槓 

正面支撐(掌上壓姿勢)   如 10 平衡木平衡木 向前直行, 單腳提腿 下法: 轉向橫木,直跳落 

高級(建議 5 歲或以上) 

1. 後滾翻 

2. 向後彎腰爬牆 (靠牆用厚墊) (大開腳) 

3. 全轉跳 

4. 仰臥起橋 

5. 

自由操 

貓跳 

6. 蹲跳上, 蹲腿跳下 用彈板 需助跑 

7. 

跳箱 

蹲跳上, 分腿跳下 用彈板 需助跑 

8. 向後直行 下法: 轉向橫木,蹲腿落 

9. 

平衡木 

向前直行,高踢腿 下法: 轉向橫木,蹲腿落 

10. 雙槓 直身垂吊, 

 沒有雙槓 橫行斜十字支撐 
    

幼兒綜合體操考試介紹 



 

 

YPC 普通話水平測試 
Youer Putonghua Shuiping Ceshi 
亞洲教育中心合辦 

對象：K2-K3 

地點：宏福中英文幼稚園 

日期：逢星期一 

時間：下午 4:30-5:30 

費用：$1600/16 堂 (未包考試費) 

考試日期：4/2/2013 

名額：8 – 15 人 

有關考試詳情，請留意稍後通告 



 

 

EQ 提升課程 
Positive Values Builder EQ Program 
People Impact 合辦 

 

課程由世界著名的心理學家及腦部研究博士 Anthony R. Dickinson 親自研發，

由修讀心理學學位及 People Impact 的專業培訓導師，以體驗式學習，透過形

形色色的趣味活動和互動的學習環境，訓練學生的社交及行為技巧，激發其領導

才能及解決問題的能力。課程包含不同單元，透過輕鬆有趣的活動領略終生學

習，以迎接不可預期的各項挑戰。 

為更設合 2-6 歲幼兒，People Impact 從全方位領袖課程中修訂，全面針對學前

幼兒的 EQ 發展而設，每完成一單元(有 80%出席率)，可獲單元証書及中心發展

領域課堂報告乙份，另於每單元最後一課後安排免費家長工作坊，幫助家長了解

子女的發展需要。 

 
 對象：K1-K3 

地點：宏福中英文幼稚園 

日期：逢星期二 

時間：下午 4:30-5:30 

費用：$1590/16 堂  

授課語言：英語 

名額：12 – 18 人 



 

 

 

親子班(1.5-2 歲) 
Parent & Toddler Program 
by Qualified Kindergarten teachers & Child Care Workers 
 

For children aged from 18 months to 2 years old.    
The Parents and Toddlers program originated from the western countries like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Besides enlightening children’s learning, it is also a key to enhancing parents 
and children’s relationship, as well as enriching parents’ awareness of their child’s social 
development. Our Club has been organizing the Parents and Toddlers program for more than 
10 years, the activities are carefully designed and taught by qualified Kindergarten teachers & 
Child Care Workers and experienced English teachers. 
 

 

 Age：18 months to 2 year old 

Venue：Tivoli International Playschool 

Date：Group A/ Monday and Wednesday 

             Group B/ Tuesday and Thursday 

Time: 12:15p.m.-1:15p.m. 

Fee：$1500 per a parent and a child /8 lessons 

Language: English 

Remark：Please bring along a pair of indoor 

shoes 

Playdough 
Making 

Water Play 

Music & Movements 

*Activity may adjust 
according to theme. 



 

 

親子班(2-3 歲) 
Parent & Toddler Program 
由合格幼稚園教師或註冊幼兒工作員任教 
 

為 2 至 3 歲之幼兒而設 
銜接學前親子班課程，由專業的社會福利署註冊之幼兒工作員/合格幼稚園教師任教，

課程以幼兒為中心，以生活化的主題教學法(Thematic approach)進行活動，提供豐

富的學習經驗，促進幼兒社交發展及鼓勵他們嘗試獨立進行活動。為準備入讀幼稚園

之幼兒提供一個愉快適應過程，輕鬆預備新階段。課程以不多於 8 對之小組進行，以

高效能教學比例進行，讓幼兒充份地得到導輔。 
 

 

 

 

 

 

 

Music & Movements 

Water Play 

對象：2-3 歲準入學幼兒 

地點：宏福幼兒園 

日期：逢星期二、四 

時間：下午 4:30-5:30 

費用：$700/4 堂  

名額：6 – 8 對親子組合 

備註：宏福機構轄下之幼稚園/幼兒園/幼兒學校

正實施「預防傳染病擴散」政策，為確保

室內衛生，敬請家長每堂自備室內穿著的

鞋（成人及幼兒各一對）作園內替換。 

*活動或因應主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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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芭蕾舞班 
Children Ballet Program 
童謠藝坊合辦 
 

 

親子會及童謠藝坊合辦之幼兒芭蕾舞班，課程適合 3-6 歲幼稚園學生，由經驗豐富的專業芭蕾舞導師教授，

以英國皇家舞蹈院課程為主，課程包括 Running、Matching、Small Jump 等，採用故事形式教授，讓孩子

在輕鬆有趣的學習氣氛下，訓鍊孩子的大、小肌肉、注意力的集中、想像力及合群的重要，從而啟發及培養

兒童的節奏感、音樂感和藝術氣質。如幼兒的舞蹈技巧達致水準，可保送參加英國皇家舞蹈考試，為小朋友

學習芭蕾舞建立穩建的基礎。 

專業師資：英國皇家芭蕾舞學院教師証書 

對象：K1-K3 

地點：10 月份-宏福中英文幼稚園 

            11 月份-青衣體育館舞蹈室 

日期：逢星期三 

時間：下午 12:00-1:00 

費用：$1600/16 堂，全年兩期 

            $350/夏季芭蕾舞服 

名額：6 – 14 人 

溫馨提示： 

＊芭蕾舞服裝項目： 

芭蕾舞鞋$150、舞衣$100、紗裙$80、短襪$20、冬季自選服飾：

襪褲$40、外套$100。 

* 請於所有個人物品寫上姓名及由家長或學生自行保管。 

* 如於青衣體育館上課，場地將不會受三號風球或紅色暴雨警告訊號

影響，學生需如常上課，敬請留意。 

 

一次報讀整年兩期

課程，可免費獲贈

夏季芭蕾舞服一套 

冬字自選服飾 

夏季服飾 



 

 

「查篤撐」兒童粵劇 
Chadukchang Children Chinese Opera 
查篤撐兒童粵劇協會合辦 
 

 

課程目的：粵劇是一項道地的傳統戲曲藝術，當中包涵了不同範疇的學

科知識，包括中文、聲韻、文學、美術、音樂、體育、舞蹈、武術、歷

史及文化知識等。 我們希望通過學習這個綜合藝術，使「小朋友」認識

這個豐富多姿的舞台藝術外，更藉著粵劇的多元性，配合粵曲粵劇基本理論，小朋友可一併學

習其他分科知識，例如中文、聲律平仄、押韻、腰腿功、身體節奏、咬字發音、音樂理論及舞蹈等；而通過學習英語粵曲，更可提高小朋友

學習英語的興趣。別以為這些知識太深奧，小朋友不易理解，其實只要小朋友有興趣，便再艱深的材料他們也不難學習。課堂內容包括： 
 
1. 基本功 
小朋友可從中學會踢腿、落腰、拉筋、一字馬、飛腿、翻
身、側手翻、倒立、抬腿及槍花等⋯ 

4. 兒童粵劇 

現有的粵曲曲目，多是「大人」粵曲，以
國仇家恨、生離死別、兒女感情入題，小
孩子不容易投入；所以「查篤撐」定位於
兒童粵劇，特別編寫以小朋友生活為主題
的劇目，以傳說、詩詞、歷史、德育教化
入題，教授曲目包括：《后羿與嫦娥》、
《燕詩》、《少年英雄》、《月亮姐姐睡
何鄉》、《灶王爺爺》及《點解點解大封
相》等適合兒童之粵劇。 

2. 唱曲 

訓練同學基礎粵劇音樂理論、音律節奏、吐字發音及文學
基礎。 

3. 身段、造手 

訓練同學舉止談吐、身體節奏、眼神關目，亦可提高學員
的身體語言表達能力及專注力。學員由「學行路」開始走
台步，繼而穿上水袖，以水袖翻出不同的身段、造手。 

對象：K2-K3 

地點：宏福中英文幼稚園 

日期：逢星期三 

時間：下午 4:30-6:00 

費用：$1760/16 堂， 

全年兩期 

名額：10 –15 人 

需另購水袖$200 及自備技巧鞋 



 

 

普通話話劇 
Putonghua Drama 
向良老師、向前老師 
 

普通話日趨普及，部份小學更以普通話作為中國語文

科之教授語言。本課程旨透過輕鬆活潑故事遊戲及話

劇形式，提升兒童普通話的綜合能力，當中包括：聆

聽能力、普通話會話、漢語拼音之音準訓練等。由來

自北京之資深普通話老師任教，憑藉豐富的教學經

驗，除了讓幼兒享受課堂的樂趣外，透過扮演劇中的角色，更能有助幼兒抒發情感，培養幼兒從

多角度思考，提升待人接物的社交技巧。 

對象：K2-K3 

地點：10 月份-宏福國際幼兒學校 

            11 月份-青衣體育館舞蹈室 

日期：逢星期四 

時間：K2/下午 3:00-4:00 

            K3/下午 2:00-3:00 

費用：$960/8 堂，全年四期 

授課語言：普通話 

名額：14 – 20 人 



 

 

 

                      
向良老師、向前老師                                   

  

    

 

*以上資料僅作參考，進度或將因應兒童程度調動。 



 

 

 

普通話唱遊 
Putonghua Sing & Play 
向良老師、向前老師 
 

課程著重發展幼兒對普通話聽及講的技巧，透過一系列有趣的活

動、遊戲及練習教授普通話拼音，讓幼兒輕鬆而準確地發音和讀

字、藉此鞏固幼兒的普通話基礎及提高學習語文的能力及效率；

而每四堂設有一個主題，促進幼兒的學習能力、為日後學習拼音

作預備。 

 

-    螺旋式的課程以鞏固幼兒的學習內容，每堂流程如下︰ 

 10mins 重溫 

 15mins 教授主題的新內容 

 20mins 教授配合內容的兒歌及遊戲 

 15mins 總結 

-    透過不同活動，如遊戲、唱歌、故事、唸詩、手工等，讓幼兒在開心愉快的環境下學習普通話 

(包括發音、語調)。 

-    通過有趣的對話、練習和遊戲，讓幼兒在遊戲中建立字彙。 

-    通過不同的故事處境，讓幼兒學習在學校、家中、商店、餐廳等不同情景中的普通話運用。 

-  題目環繞幼兒的生活，透過生動的故事，教授簡單的問候語、日常用語、禮貌用語等。

對象：N1-K1 

地點：宏福國際幼兒學校 

日期：逢星期五 

時間： 下午 12:00-1:00 

費用：$960/8 堂，全年四期  

授課語言：普通話 

名額：6 – 14 人 



 

 

 

幼兒珠心算 
Children Abacus 
香港(國際)珠心算學會合辦 
 

 

珠心算是一種帶氧健腦操，能提高兒童創作力、想像力、專

注力、記憶力及計算力，引發兒童對數學的興趣，並能有效

地提升計算速度。由資深珠心算導師教授，適合 4 至 12 歲

兒童參加。此外，香港(國際)珠心算學會每年於暑假期間均

舉辦學界心算比算，藉以增強學童於數學科的自信，詳情請

留意稍後公布。 

國際珠心算等級 

完成直加直減，不須口訣 十五級 

完成 5 補加減 十四級 

完成 10 補加減 十三級 

完成 5 補 10 補混合 十二級 

完成二位 2 口(一位 8 口) 十一級 

完成二位 3 口(一位 10 口) 十級 

完成二位 4 口(一位，二位 10 口) 九級 

完成乘法 3×1 位 

除法３÷１位 

加減二位 10 口 

八級 

完成乘法 2×2 位 

  除法 4÷１位 

  加減二位，三位 10 口 

七級 

完成乘法 3×2 位 

除法 4÷2 位 

  加減二位，三位 10 口 

六級 

對象：K2-K3 

地點：宏福中英幼稚園 

日期：逢星期六 

時間： 初階/ 上午 9:00-10:00 

   進階/ 上午 10:00-11:00 

費用：$900/8 堂，全年四期  

名額：6 – 14 人 

 每堂必需帶備算盤($50)、適量文具及課堂練習簿 

 請家長鼓勵學童在家完成功課以確保學習進度 



 

 

創意美藝班 
Creative Art 
Fruitful Education 合辦                                      Dicky 哥哥任教 

 
N1-K1 課程旨在幫助幼兒提升對顏色運用技巧、空間概念、手眼協調及小肌肉發展，內容以多

種顏料畫畫為主；K2-K3 課程涵蓋多種元素及物料，包括手工藝、紙黏土、摺紙等，體現創作

的樂趣。此外，課程中會透過各類型的著名藝術品介紹及同儕觀摹，拓展孩子的藝術視野，培

養懂得欣賞的正面態度，啟發創意思維。 

 

對象：N1-K1 / K2-K3 

地點：宏福中英幼稚園 

日期：逢星期六 

時間：K2-K3/上午 9:00-10:00 

           N1-K1/上午 10:00-11:00 

費用：$960/8 堂(已包材料費)，全年四期  

 每堂必需帶備自備圍裙及畫袋



 

 

創意美藝班 
Creative Art 
Fruitful Education 合辦      

                                  

 



 

 

搖擺 Do Re Mi 
Do Re Mi Music Class 
熊熊兒童音樂中心合辦 
 

 

課程內容 ： 
以輕鬆互動的教學方式進行，重啟發、以音樂遊戲，即興律動、互動小故事…等

作練耳和節奏訓練，鼓勵孩子積極參與，培養幼兒欣賞和喜愛音樂，從而學習基

礎樂理概念、合唱技巧。目標為讓孩子在快樂中學習，並終身喜愛音樂藝術。 

 

師資 ： 
  熊熊兒童音樂中心所有導師均持碩士學士學位或文憑、音樂演奏文憑或以上程度的資深音樂人，

富教學經驗，擁有教導孩子的熱誠和專業操守。 

 

背景 ： 
  熊熊兒童音樂中心於1983年成立，在過去的27年當中，「熊熊」積極製作兒童音樂

教材，發展兒童音樂藝術及為各界提供音樂教育活動。因此；「熊熊」一直堅持高水準音

樂培訓，並有專業及龐大製作隊伍支援。「熊熊」製作的音樂產品及教材多達百多種，包

括語文教材、兒童故事、唐詩、成語、中英文童謠、幼稚園音樂教材等。 我們所製作的

音樂教材曾被教統局及多間教育機構採用作小學視聽教材。 
 

對象：N1-K1/ K2-K3 

地點：宏福中英文幼稚園 

日期：逢星期六 

時間：N1-K1/上午 9:00-10:00 

            K2-K3/上午 10:00-11:00 

費用：$1680/16 堂，全年兩期  

   (已包教材)  

名額：10 – 15 人 



 

 

 

幼兒空手道 
Children Karate 
正武館健武會合辦 

 

透過專業武術練

習，訓練學員平衡力、身體協調及增強體魄。從課堂

中學習禮儀、自理能力及團隊精神。長遠目標為挑選

有潛質學員作專業訓練及參加各項公開大型比賽。  

 

魯建洪五段總教練親自主教 

＊香港業餘空手道總會賽事委員會委員 

＊香港業餘空手道總會裁 

＊世界空手道連盟黑帶五段  
 

 

 
日本正武館於 1950 年由已故日本武術名家鈴木正文館長（十段範士）創辦。其總部設於京都，門生遍佈全球

30 多國。鈴木館長於 1967 年舉辦全港首次黑帶升段試，並同時把正武館正式帶進香港，成為本港最早成立

的空手道館之一。 

健武會於 1997 年成立，爲日本正武館駐港支部。「健武」之名來自正武館道場訓最後兩句日本漢語：「質實

剛健，正義練武」，喻意要踏實、剛強地以正直、公義的信念鍛練「身」「心」。我們深信傳受武術是一門

兼負社會責任的專業，除了訓練最優秀的空手道選手外，更重要的是鼓勵學員有勇氣面對失敗，並肩努力為

理想作戰的團隊精神。這就是隱藏於會徽背後，健武大家庭的核心價值。 

對象：K2-K3 

地點：青衣體育館舞蹈室 

日期：逢星期六 

時間：舊生/ 下午 4:00-5:30，新生/ 下午 5:30-7:00 

費用：$1440/16 堂，全年兩期，$230/道袍 

2012 年 香港首屆剛柔流空手道大賽 
簡梓宇於 6-8 歲組第五名， 
並獲大會頒發優異表現獎。 

2010 南區空手道套拳邀請賽 
吳家俊 冠軍，呂梓騫 亞軍 

 



 

 

 

幼兒游泳證書  
Swimming Certificate Program 
青嵐體育訓練中心合辦 

 
由青嵐體育訓練中心專業教練以小組形式教授（每組師生比例 1:6），按香港游泳教師總會証章課程，輔導幼兒克服畏水心理，掌握閉氣、

浮身、打水及踢腳等基本游泳技巧，按幼兒進度教授安排各証章考試，適合 K1 或以上未懂及略懂泳術者參加（3 至 7 歲)。 

＊考試進度因應幼兒能力而定，學生必須出席率達 90%及考試合格方可獲發證書 

小熊章 1 (Teddy Bear 1)   池蛙章 1 (Pool Frog 1) 努力章 1( Endeavour1) 
坐在池邊下水(可由旁人協助)    
1.     潑水濕臉。 
2.     涉水前行，手扶旁人  
3.     俯泳前進 5 米 (可由旁人協助)  
4.     仰泳前進 5 米 (可由旁人協助)  

自行由池邊下水及步行 10 米，步行時不觸
及池壁。  
1.   手扶池邊，埋頭入水 6 次，每次有節奏
地在水中呼氣。  
2.   雙手從池底拾起一物件。  
3.   抱膝摺浮 5 秒，後轉手腳伸直，俯浮水
面，然後復原站立。          
4.   蹬前俯伏飄浮，然後復原站立。  
5.   手持浮物，踢腳游泳 10 米。 

臉部浸入水中，呼氣一次。  
1.   漂浮不少於 15 秒。  
2.   以任何泳式游泳 10 米。  
3.  以下三項動作，考生可選一項：  
ａ 在水中取回一物件（水深及腰或以上）  
ｂ 不需旁人協助轉動身體位置－由俯浮改
變為仰浮，或由仰浮改變為俯浮。  
ｃ 將一件浮物向前推進 2 米 

 

 對象：K1-K3 

地點：青衣游泳池 

日期：逢星期日 

時間：上午 9:45-10:45 

費用：$800/8 堂 



 

 

第 1318 旅小童軍 
Tsing Yi 1318th Grasshopper 
團長：Ms Katy    副團長：Ms Maggie 
 

目的：小童軍支部旨在提供小童軍身心發展的活動，使小童軍在家庭及學校外，

透過生活學習體驗，快樂健康地成長。在成年人的指導下，透過有趣味性及啟發性的活

動，如以遊戲，唱歌，故事及創作性活動，協助兒童的成長。 

特色：不設考驗制度，透過遊戲、舞蹈、戲劇、唱歌、律動、故事及美勞創作等項目，

以啟發小童軍從活動中學習得到「德，智，體，群，美」之平衡發展。 

新界青衣第 1318 旅：由 2001 年成立至今超過十年，致力舉辦各類型多元化活動，為小童軍提供與社

區接觸的機會，培養作為童軍應有的良好品格。此外，家長亦可以透過參與子女的童軍活動和服務，

促進親子關係，成為子女的好榜樣。 

 

 

對象：5-8 歲 (K3 及畢業生) 

地點：宏福中英文幼稚園 

日期：逢星期六 

時間：上午 11:00-12:00 

費用：$960/學年（已包服飾） 

   約 32 次集會/活動 

必須穿著小童軍指定服飾集會 

小童軍約每一至兩個

月至少一次戶外活

動，該活動必須由家

長陪同出席，敬請家

長留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