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了讓家長認識YMCA營會理念及運作，
並了解各日營及宿營須知，我們將於營會
舉辦前一星期或之前，以電郵形式將資料
送出。
如有查詢，歡迎與各活動負責同工聯絡。

培育孩子良好品格

我們鼓勵孩子不斷嘗試，跳出框框，挑戰自以為的不可能。

我們著重團隊小組的建立，同時尊重每個孩子的不一樣。

我們關懷我們的環境，帶著孩子勇敢踏前，走進社區、親近大自然。

我們深知良好的品格是成功的基礎，所以我們著意培育孩子正確的處事態度。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言 22:6) 

童玩齊學共成
長

常見問題FAQ

全日的日營包括午膳嗎 ? 
全日的日營包括午膳嗎 ? 

日營的游泳環節是怎樣的呢 ?
日營的游泳環節是怎樣的呢 ?

營導師由什麼人擔任 ?營導師由什麼人擔任 ?

導師比例是多少 ?導師比例是多少 ?

如欲了解營會安排，請即登入以下網址閱讀 ( 網上版 ) 家長手冊。

為方便在職家長接送子女參與營活動，暑期日營託管於營會前後設託管時段，讓營友在導師照顧下留於本會所活動室 
舒適空間內活動。
•	 Child	care	services	before	and	after	camp	activities.	
•	 Stay	at	our	activity	room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our	camp	counselors.

備註 Remarks：備註 Remarks：
1. 請於託管日期一星期前到票務處報名，以便安排人手 Please register at G/F Ticketing Office 1 week in advance1. 請於託管日期一星期前到票務處報名，以便安排人手 Please register at G/F Ticketing Office 1 week in advance
2. 服務時段結束後，家長須自行負責子女之安全。Parents/ guardians shall take responsibility of their children's  2. 服務時段結束後，家長須自行負責子女之安全。Parents/ guardians shall take responsibility of their children's  
 safety after the stated service sessions. safety after the stated service sessions.

查詢 Enquiry：2783 3618 ( 湯映嵐 Ena)查詢 Enquiry：2783 3618 ( 湯映嵐 Ena)

暑期日營延長託管

程序編號：	 	 490403794
日期 Date：		 13/7 至 28/8 日營活動日子	All	camp	dates	between	13/7	and	28/8
時間 Time：	 上午 08:30-09:30;	下午 17:00-19:00
地點 Venue：	 九龍會所 Kowloon	Centre
對象 Target：	 暑期營活動營友	( 非暑期營友如欲參加，請先致電 2783	3618 以作安排 )
	 	 Campers	of	summer	camps	(For	non-campers,	please	call	2783	3618	in	advance	for	special	arrangement)
費用 Fee：	 	 按日收費，不論時段節數，一律每日 $50
	 	 $50	per	day,	regardless	of	sessions	attended	

日營營友
延長接送時間

http://kln.ymca.org.hk/chb

營會
CAM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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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恆常或特別活動不設折扣優惠

暑期活動於暑期活動於3030/6/6 前報名前報名 95 折 !95 折 !



10 天日營

Email 營會須知
全日班
豁免託管收費

仲夏兒童智趣學堂
2020 SMART Kids Summer Programme

程序編號 Program IO： 490403792A ( 七月上午班 ),  490403792B ( 七月下午班 ),  490403792C( 七月全日班 )
 490403793A ( 八月上午班 ),  490403793B ( 八月下午班 ),  490403793C( 八月全日班 )

智趣學堂設有全日班及半日班名額，全日班將為小朋友安排午膳，方便全日參與活動之營友。日營透過每天功課輔導，協助兒童完成
暑期作業及溫習知識，配合不同主題活動及戶外旅行，促進兒童全人發展，過一個充實、有意義又樂趣無窮的暑假！
SMART	Kids	is	a	multi-disciplinary	summer	programme	which	includes	homework	guidance,	sports	activities,	art	creation,	language	
games,	character	education,	outdoor	adventures…	there	are	 just	 too	many	to	be	named!	With	both	entertaining	and	educational	
values,	SMART	Kids	will	certainly	enrich	your	summer	days.

查詢 Enquiry：2783	3618	( 湯映嵐	Ena) * 功課輔導時段，參加者可自備學校暑期作業或由營導師安排合適程度之工作紙

每期內容 ( 每期將稍作調整 )：

日期及時間 Date	&	Time：( 共十天 10	days)
半日班 :	星期一至四半日活動 ,	星期五全日活動 ,	全日活動包括午膳
全日班 :	星期一至五全日活動 ,	包括十天午膳 ,	豁免託管服務收費

七月上午班 =	27/7/20	- 	7/8/20	( 逢一至四 Mon	-	Thu	0930	- 	1230	+	逢五	Fri 	0930-1700)
七月下午班 =	27/7/20	- 	7/8/20	( 逢一至四 Mon	-	Thu	1400	- 	17:00	+	逢五	Fri 	0930-1700)
七月全日班 =	27/7/20	- 	7/8/20	( 逢一至五 Mon	-	Fr i 	0930	- 	1700)	

八月上午班 =	17/8	- 	28/8	( 逢一至四 Mon	-	Thu	0930	- 	1230	+	逢五	Fri 	0930-1700)
八月下午班 =	17/8	- 	28/8	( 逢一至四 Mon	-	Thu	1400	- 	1700	+	逢五	Fri 	0930-1700)
八月全日班 =	17/8	- 	28/8	( 逢一至五 Mon	-	Fr i 	0930	- 	1700)	

地點 Venue：九龍會所 Kowloon	Centre
對象 Target：升小一至升小六會友 P.1-	P.6	members	
名額 Quota：上 /	下午班各 16 人	( 包括全日班名額 )
費用 Fee：半日班：每期 $2,000
　　　　　全日班：每期 $4,000

(•交通 transportat ion•膳食 lunch•戶外旅行 out-tr ip)

上午班
Morning	
Session

下午班
Afternoon	
Session

一 Mon 二 Tue 三Wed 四 Thu

0930	-	1100 1400	-	1530
功課輔導 *

小休
功課輔導

1100	-	1230 1530-	1700
集體遊戲 /	解難任務 /	體育運動 /	美食製作 /	美術勞作 /	

夏日水戰 /	故事劇場 /	棋藝比拼 /	科學實驗
( 上午班星期三：運動 )		( 下午班星期二：運動 )

上午	+	下午班
Morning	+	

Afternoon	Session
五 Fri

0930	-	1700
第一個星期五 :
戶外旅行 /	參觀
( 地點待定 )

0930	-	1700
第二個星期五 :
智趣畢業日

( 九龍會所活動 )

營會
CAM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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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恆常或特別活動不設折扣優惠

暑期活動於暑期活動於3030/6/6 前報名前報名 95 折 !95 折 !



4天日營

Email 營會須知

託管適用 童玩齊學成長營
此活動以「童玩、齊學、共成長」為主題，著重提供豐富及多元化的夏令營活動，讓
參加者在暑假期間透過「愉快學習」體驗而「發掘潛能」；更藉著「相交好友」以群
育「培養品格」。
夏令營共有2期，內容包括：詩歌唱遊、體藝活動、技能學習、品格主題活動、烹飪、
音樂等，當中一天是戶外活動。	

查詢 Enquiry：2783	3638	( 盧 sir)備註：1)	安排獨立個人飯餐用膳		2) 戶外活動地點按實際安排而決定

程序編號 Program IO： 490403863
童玩齊學成長營 727：27/7/20	-	30/7/20	( 一至四Mon-Thu)
程序編號 Program IO： 490403864
童玩齊學成長營 803：3/8/20	-	6/8/20	( 一至四Mon-Thu)

時間Time	:	0930-1630	(解散後如有報名託管服務則由導師看管至1700託管時間)
地點 Venue	:	九龍會所及户外活動
對象及名額 Target	&	Quota：5-8 歲會友Members	aged	5-8/24 人
費用 Fee：	 $1680	(•交通 transportation•膳食	lunch•戶外旅行 out-trip)

時間 Day	1 Day	2 Day	3 Day4
0930 集合及點名

挪亞方舟

1030 體藝活動體驗 / 學習
1230	 午膳
1330 團康活動 / 任務遊戲
1600 茶點	及	導師時間
1630 解散

Day	1 Day	2 Day	3 Day	4 Day	5
平衡車
/ 單車 攀石 平衡車 / 單

車
平衡車
/ 單車 攀石

午餐

平衡車
/ 單車

平衡
車 / 單
車

Just	Climb
室內攀石場 攀石 攀石

Email 營會須知5天日營

Email 營會須知

託管適用 玩學運動營
透過五天的活動，讓小朋友在成長的過程中體驗學習「踏單車」及「運動攀登」，鍛鍊身體四肢協調、平衡力，加強體適能及發掘興趣。
單車活動安排於九龍會所 9樓天台網球場進行，包括平衡車及設有附助轆單車練習、適合初學小童，運動攀登活動安排於九龍會所 7
樓室內攀石牆進行，特別安排其中一節到位於杏花新城的 Just	Climb 進行攀石活動。
平衡車 / 單車：學習平衡車可鍛鍊平衡力及下肢肌力，設有附助轆單車針對鍛鍊身體四肢動作協調及力量。
運動攀登：是一項健康並富挑戰性的活動，學習攀石的基本技巧既可挑戰自我，更能體會攀爬的樂趣。

備註：1) 安排獨立個人飯餐用膳	2) 如活動因天雨影響，將調往室內場地進行其他營會活動代替。
查詢Enquiry：2783	3638	( 盧 sir	Mr.	Lo)

程序編號 Program IO : 490403865
日期	Date:	17/8/20	-	21/8/20	( 一至五Mon	-	Fri)
時間	Time:	0930	-	1630( 解散後如有報名託管服務則由導師看管至 1700 託管時間 )
地點	Venue:	九龍會所及戶外活動
集合及解散地點	Registration	&	Dismissal: 九龍會所	Kowloon	Centre
對象	Target:	4	-	6 歲會友 Members	aged	4-6
名額	Quota	:	10
費用	Fee:	$2200	(•交通 transportation•膳食 lunch•場地 venue•器材 equipment)

時間 Day	1 Day	2 Day	3 Day	4
0930	 九龍會所集合

香港濕地
公園

Mega	Ice
溜冰體驗 機場童夢城 海洋公園

1630 九龍會所解散

4天日營

Email 營會須知

託管適用 童遊齊學團
孩子開始長大，是時候讓他們放眼及探索各種新奇新鮮事物，提高自
理、自控及自我學習能力，從遊樂旅程中發掘自己的興趣、增進課本
以外的知識；此活動安排一連串體驗、導賞及參觀等活動，去遊歷香
港各處不同特色地方，透過活動和經歷讓孩子感受一個奇妙的旅程。
活動地方按實際安排而決定：

查詢Enquiry：2783	3638	( 盧 sir	Mr.	Lo)

程序編號 Program IO : 490403866
日期	Date:	10/8/20	-	13/8/20	( 一至四Mon	-	Thu)
時間	Time:	0930	-	1630(解散後如有報名託管服務則由導師看管至1700託管時間 )
地點	Venue:	九龍會所及及戶外活動
集合及解散地點	Registration	&	Dismissal: 九龍會所	Kowloon	Centre
對象	Target:	8	-	11 歲會友 Members	aged	8-11
名額	Quota	:	20
費用	Fee:	$2100	(•交通 transportation•膳食 lunch•戶外旅行 out-trip)

營會
CAM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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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恆常或特別活動不設折扣優惠

暑期活動於暑期活動於3030/6/6 前報名前報名 95 折 !95 折 !



暑期攀石訓練日營
運動攀登是一項健康並富挑戰性的活動，透過訓練增加參加者對

運動攀登的認識，掌握基本技巧，體會攀爬的樂趣，在安全的
環境下挑戰自我及發掘潛能。

查詢Enquiry：2783	3619	( 霍澄	Ching)

備註：活動可能因應情況而有所調整。第一天已包括膳食，第二天需自備乾糧及水。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九龍會所獲二零一九至二零年度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 (主要基金 )撥款資助非建設
工程計劃下購置的體育 / 康樂用品。

日期及課程編號	Date	&	Course	Code：
第一期 29/7/20	-	31/7/20	( 三至五Wed-Fri)
程序編號 Programme IO：490403773
第二期 12/8/20-14/8/20	( 三至五Wed-Fri)
程序編號 Programme IO：490403774
時間	Time:		 0930	-	1700
集合及解散地點	Registration	&	Dismissal: 九龍會所	Kowloon	Centre
對象	Target:	 7	-	11 歲會友Members	aged	7-11
名額	Quota	:	15 人

費用	Fee:			 $1880		(•交通 transportation•膳食	lunch
	 •場地 venue•器材 equipment•教練 instruction	fee)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康文署體育館

攀石場 室內抱石場 九龍會所
室內攀石場

3天日營

Email 營會須知

託管適用

第一天	原野烹飪體驗 第二天	遠足體驗
1.	簡單爐具認識
2.	清洗食材
3.	烹調
4.	享用美味食物 ( 田園沙
律，黑松露卡邦尼意粉，
香草烤雞，美味湯丸 )

1. 基本遠足知識
2. 簡單地圖閱讀
3. 欣賞大自然生態環境

2天日營 Email 營會須知託管適用 人在野．體驗營
此活動適合初次接觸大自然或較少戶外經驗的小朋友，透過自然環境作為學習題材。小朋友輕鬆從市區走進
郊外，沿途既可欣賞大自然生態環境，亦可學習基本烹飪及遠足知識，提升小朋友的觀察能力及溝通能力，
學習到與人相處的技巧，體驗團結的重要性。

查詢Enquiry：2783	3619	( 霍澄	Ching)

程序編號 Program IO : 490403781
日期Date：	 4/8/20	-	5/8/20	( 二至三	Tue-Wed)	
時間 Time：	 0930	-	1700
地點 Venue：郊野公園
集合及解散地點Registration	&	Dismissal：九龍會所	Kowloon	Centre
對象 Target：8	-	12 歲會友 Members	aged	8	-	12
名額 Quota：14 人
費用 Fee：	 $1380	(•交通 transportation•場地 venue•器材 equipment
	 •教練 instruction	fee)

7共 堂
Email
營會須知 小種子發現號

活動內容由本會臨床心理學家聯同本會同工共同設計，運用在遊戲中學習的方式，在每週教導參加者不同主題，其中包括與人合作，
相處之道，面對逆境能力，控制自己等，從而令小朋友發現自己的優點和長處，增加自信心，讓他們勇於突破自己，在日後的學

習過程有更多的發揮。

查詢Enquiry：2783	3319( 佘 sir)

幼兒組 (3-5 歲 ) 程序編號 Program IO: 490403429A
日期	Date:	15/7/20	-	19/8/20( 三 Tue)	 時間	Time:	1000-1130
兒童組 (7-10 歲 )
兒童組 (7-10 歲 ) 程序編號 Program IO: 490403429B
日期	Date:	22/7/20	-	26/8/20( 三 Tue)	 時間	Time:	1430-1700

地點	Venue:		 九龍會所	2/F
集合及解散地點	Registration	&	Dismissal: 九龍會所	Kowloon	Centre
名額	Quota	:		 幼兒組 12 人		兒童組 8人
費用	Fee:		 $1000( 幼兒組 )	$1600( 兒童組 )

營會
CAM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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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18/8 19/8 20/8
破冰遊戲 智激

遊樂園
智 FUN
天地

智激遊戲
( 戶外旅行 )

團隊建立
午膳

智激大挑戰 歷奇
大挑戰

真心相對 ( 分組交流 )

4天日營

Email 營會須知

託管適用 智激特攻隊
由資深活動導師策劃，結合團隊訓練及歷奇教育元素，期望能於愉快環境中讓
參加者學習勇於面對挑戰，並於困難中互相合作。

程序編號 Program IO : 490403746
日期Date：	 17/8/20	-	20/8/20	( 一至四Mon	to	Thu)	
時間	Time:	 	0930	-	1700
集合及解散地點	Registration	&	Dismissal: 九龍會所	Kowloon	Centre
對象	Target:		7	-	11 歲會友 Members	aged	7-11
名額	Quota	:	 15 人
費用	Fee:		 $1380	(•交通 transportation•場地 venue•器材 equipment
	 •教練 instruction	fee)

*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九龍會所獲二零一九至二零年度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 (主要基金 )撥款資助非建設
工程計劃下購置的體育 / 康樂用品。

第一天 第二天
外出

攀樹及繩索運用
九龍會所

攀石及沿繩上攀

2天日營

Email 營會須知

託管適用 暑期攀爬之旅
讓小朋友離開市區，走進郊外，零距離擁抱大樹，接觸大自然。透過兩日各類型的攀爬活動，讓小朋友增強
個人自信及挑戰自己，在輕鬆無壓力下學習和成長，體驗攀爬的樂趣。

查詢Enquiry：2783	3619	( 霍澄	Ching)

程序編號 Program IO : 490403775
日期Date：	 23/7/20	-	24/7/20	( 四至五 Thu-Fri)	
時間	Time:	0930	-	1700
集合及解散地點	Registration	&	Dismissal: 九龍會所	Kowloon	Centre
對象	Target:		7	-	11 歲會友 Members	aged	7-11
名額	Quota	:	 15 人
費用	Fee:	$1380	(•交通 transportation•場地 venue•器材 equipment
	 •教練 instruction	fee)

查詢 Enquiry：2783	3319( 佘 sir)

備註	Remarks：	活動可能因應情況而有所調整。第二天已包括膳食，第一天需自備乾糧及水。

5天半日營

Email 營會須知

託管適用

學習目標 活動特式

建立安全感

練習場地設於九龍會所 9樓天
台網球場
提供平衡車及設有附助轆單車
提供頭盔、護膝、護肘

在毋須他人
協助下自行
平衡兩輪單
車作開車和

停車

複式學習，平衡車及設有附助
轆單車交替練習
平衡車針對鍛鍊平衡力及下肢
肌力
設有附助轆單車針對鍛鍊身體
四肢動作協調及力量

玩學單車營
此活動專為 4-6 歲小朋友初學踏單車而設，讓他們在安全的環境下，透過有系統的學習，學識踏單車及享受踏單車的樂趣。
學習大綱：認識平衡車 / 單車、基本安全守則、基本控車、學習平衡、剎車技巧、練習走直線、過彎技巧

備註：如活動因天雨影響，將調往室內場地進行其他營會活動代替。
查詢Enquiry：2783	3638	( 盧 sir	Mr.	Lo)

程序編號 Program IO : 490403867
玩學單車上午營：24/8/20	-	28/8/20	( 一至五Mon-	Fri)			時間	Time:	0930	-	1230
程序編號 Program IO : 490403868
玩學單車下午營：24/8/20	-	28/8/20	( 一至五Mon-	Fri)			時間	Time:	1400	-	1700
地點	Venue:	九龍會所活動室及 9樓天台網球場
集合及解散地點	Registration	&	Dismissal: 九龍會所	Kowloon	Centre
對象	Target:	4-6 歲會友 Members	aged	4-6
名額	Quota	:	10									費用	Fee:	$1000

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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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3

天半日營

天半日營

天半日營

Email 營會須知

Email 營會須知

Email 營會須知

上午託管適用

下午託管適用

下午託管適用

查詢Enquiry：2783	3618	( 湯映嵐	Ena)

查詢 Enquiry：2783	3618	( 湯映嵐	Ena)

程序編號 Programme IO： 
490403796A (A 期 )、490403796B (B 期 ) ﹑ 490403796C (C 期 )
日期Date	：	 A 期：13/7/20	-	17/7/20	( 一至五Mon-Fri)	
	 B 期：20/7/20	-	24/7/20	( 一至五Mon-Fri)	
	 C 期：10/8/20	-	14/8/20	( 一至五Mon-Fri)	
時間 Tine：	 0930	-	1230	 			
地點 Venue：九龍會所	Kowloon	Centre
對象 Target：		3-	5 歲會友Members	aged	3-5
名額 Quota：	 16 人	( 導師比例	1:5)	 		
	費用 Fee：每期 $1250

小豆丁暑期半日營

小伙子暑期半日營

Beanie Kiddie
此日營透過多元化營會活動，讓孩子們增強體能、學習小組分享、培養良好品

格、訓練自理能力。活動設計適合幼童學習能力，活動包括遊戲、輕量運動、
故事、手工等。

此日營透過多元化營會活動，鼓勵孩子們嘗試新體驗、學習小組合作、
培養良好品格。

備註	Remarks：	1) 請穿著輕便服裝，自備毛巾及飲用水。		
		 2) 建議帶備內外衣物一套備用。

時間 暫定內容
0930 小豆丁集合
0945 熱身小遊戲

1000 體適能
遊樂 平衡車 幼兒

體操
音樂
律動

球類
遊戲

1100 小休
1115 品格故事分享 /	幼兒手工藝 /	自選學習閣
1230 再見小豆丁

時間 暫定內容
1400 小伙子集合
1415 熱身小遊戲

1430 兒童體適能 球類遊戲 芬蘭木柱 解難任務 個人挑戰站

1530 小休
1545 品格故事分享 /	手工藝 /	自選學習閣
1700 再見小伙子

暑期美食半日營
此日營透過讓小朋友親手製作饅頭、朱古力杯、蛋撻，訓練其專注、組織和創意。小朋
友更可在日營活動中，認識新朋友，學習小組合作，一同分享經歷。

查詢Enquiry：2783	3618	( 湯映嵐	Ena)

程序編號 Program IO : 490403797
日期Date：	 15/7/20	-	17/7/20	( 三至五Wed-Fri)
時間 Time：	 1430	-	1700
地點 Venue：	 九龍會所	Kowloon	Centre
對象 Target：	 6	-	9 歲會友Members	aged	6-9
名額 Quota：	 10 人
費用 Fee：	 $600

程序編號 Programme IO： 490403871
日期Date：	 13/7/20	-	17/7/20	( 一至五Mon-Fri)		
時間 Time：	 1400	-	1700
地點 Venue：	九龍會所	Kowloon	Centre
對象 Target：	6	-	9 歲會友Members	aged	6	-	9
名額 Quota：	 16 人				
費用 Fee：	 $1250

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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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Enquiry：2783	3626	( 張小姐	Karen	Cheung)

備註 Remarks：LEGO組件只作堂上使用，不設贈送。本課程不設證書。

為了要培育 4-5 歲小朋友的好奇心，工作坊利用 System没細積木及Duplo没大積木機械組件 ( 如齒輪、十字軸等 ) 向他們展示令人
興奮又新奇趣怪的日常生活科學概念和想法，讓他們從中學習如何建築複雜的結構，並嘗試通用簡單的機械原理，設計和建造自己的
創作。
課程內容：探索「基礎穩定性結構」的搭建方法；探索「齒輪、車軸」的運作原理；學習如何建構故事、探索及解決問題

小朋友在工作坊中將透過使用 LEGO没MINDSTORMS没機械人組件 (Technic 系列組件 )，學習如何使用摩打、感應器及簡單的機械
結構 ( 如齒輪、槓桿、拉桿等 )，設計及製作屬於他們的偉大發明。
課程內容：學習簡單機械結構原理；了解編程基礎概念及邏輯；學習馬達的控制技巧；學習感應器的應用技巧；提升對日常生活科學
的學習興趣。此組別將以 2-3 人為一小組運作，讓小朋友學習小組合作、分工解難、互相分享。

8-10 歲的小朋友將會使用 LEGO没MINDSTORMS没機械人組件 (Technic 系列組件 )，學習基本的編程及基礎搭建技巧 ( 同時控制 2
個或以上的摩打及感應器，並應用齒輪、槓桿或拉桿等原理 )，讓小朋友創作出創意無限的智能機械。
課程內容：學習機械結構原理及應用技巧；學習編程邏輯及應用技巧；學習操控馬達的應用技巧；學習感應器的應用技巧；提升觀察能力、
邏輯思維及解難能力。此組別將以 2-3 人為一小組運作，讓小朋友學習小組合作、分工解難、互相分享。

在工作坊內，學員將學會利用BBC	micro:bit 內置的感應器 (Sensor)	及	簡單的編程 (Coding)，進行一連串的測試及修正，找出最好的
方案應用在自己的作品上。透過有趣主題的工作坊，培養及啟發學員對學習Coding 編程思維和日常生活科學的興趣，進而設計和製
作屬於自己的創作。
課程內容：學習簡單編程思維和程式語言；啟發學生機械編程邏輯的潛能；學習感應器的控制及應用技巧；提升創造、邏輯思考及解
難能力。備註：費用已包括BBC	micro:bit	Starter	Kit 套裝

STEM 暑期工作坊 STEM Summer Workshop

樂高探險家 LEGO Adventure (4-5 歲 )

樂高發明家 LEGO Inventor (6-7 歲 )

樂高機械人 LEGO Robotics(8-10 歲 )

BBC micro:bit 暑期工作坊 (8-10 歲 )

工作坊使用一種有趣而完整的創意教育方法，帶領小朋友「從遊戲中學習」，用不同角度去認識身邊的事物，鼓勵他們面對問題時
勇於用不同方法解決，在學習和理解知識的同時進行實驗和探索。

導師：Pigeon	City	Technology	(HK)	Limited

半日營

課程編號
Course	Code

日期 ( 除外 )
Date(Exception)

時間
Time

星期
Day

費用
Fee

對象
Age

上課地點
Venue

名額
Quota

暑期 齊來做個發明家
4904.45W.20001 13/7/20	-	17/7/20 0900	-	1100 一至五	

Mon	to	Fri 1500 4	-	5 1/F 8

課程編號
Course	Code

日期 ( 除外 )
Date(Exception)

時間
Time

星期
Day

費用
Fee

對象
Age

上課地點
Venue

名額
Quota

暑期 智激繽紛遊樂場
4904.45W.20002 13/7/20	-	17/7/20 1115	-	1315 一至五	

Mon	to	Fri 1500 6	-	7 1/F 10

課程編號
Course	Code

日期 ( 除外 )
Date(Exception)

時間
Time

星期
Day

費用
Fee

對象
Age

上課地點
Venue

名額
Quota

暑期 過山車狂歡樂園
4904.45W.20003 13/7/20	-	17/7/20 1415	-	1615 一至五	

Mon	to	Fri 1500 8	-	10 1/F 10

課程編號
Course	Code

日期 ( 除外 )
Date(Exception)

時間
Time

星期
Day

費用
Fee

對象
Age

上課地點
Venue

名額
Quota

暑期 micro:bit 大搜查線
4904.45W.20004 13/7/20	-	17/7/20 1630	-	1830 一至五	

Mon	to	Fri 1800 8	-	10 1/F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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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編號
Course	Code

日期 ( 除外 )
Date(Exception)

時間
Time

星期
Day

費用
Fee

對象
Age

上課地點
Venue

名額
Quota

創意．手作．小廚房 Creative Arts ,Crafts and Cooking 
每天創作新手作及美點，啟發想像小宇宙。
Children	will	learn	to	be	imaginative	and	use	their	creative	talents	to	make	different	crafts	and	create	dishes	to	take	home	every	
lesson.	Books	and	materials	provided.

暑期 4904.35J.20713 13/7/20	-	17/7/20 0930	-	1230 一至五	Mon	to	Fri 2300 5	-	8 3/F 9

恐龍總動員 Dinosaurs and Volcanos 
恐龍和火山關係密切，你又知幾多 ?
Children	can	explore	a	time	of	dinosaurs	and	volcanos	through	stories,	creating	fossils,	discovering	dinosaurs,	making	their	own	
volcano,	and	more!	Books,	costumes,	and	materials	provided.

暑期 4904.35J.20720 20/7/20	-	24/7/20 0930	-	1230 一至五	Mon	to	Fri 2000 5	-	8 3/F 9

宇宙天際探索 Space and Solar Adventure
探索天際，在宇宙中穿梭。
Children	will	learn	about	the	different	planets	and	explore	all	the	things	in	the	space.	Books,	costumes,	and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暑期 4904.35J.20727 27/7/20	-	31/7/20 0930	-	1230 一至五	Mon	to	Fri 2000 5	-	8 3/F 9

故事表演劇場 English Performing Arts 
音樂道具服裝小演員缺一不可，各就各位，表演即將開始。
Children	will	go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making	a	story	come	alive	on	stage!	They	will	learn	through	acting,	music,	singing,	
making	props	and	costumes,	and	creative	arts.	Books,	Costumes,	and	Materials	provided.

暑期 4904.35J.20803 3/8/20	-	7/8/20 0930	-	1230 一至五	Mon	to	Fri 2000 5	-	8 3/F 9

魔盜王尋寶記 Pirate Adventure
流傳已久的海盜故事…齊來找尋寶藏，荒島絕地求生。
Children	will	learn	imaginary	and	creative	thinking	through	pirates	and	treasure	hunting	stories.	They	will	imagine	how	to	survive	
on	a	deserted	island,	to	explore	and	enjoy	the	adventure.

暑期 4904.35J.20810 10/8/20	-	14/8/20 0930	-	1230 一至五	Mon	to	Fri 2000 5	-	8 3/F 9

夢想職業特工 Dream Come True Community Helpers 
尋找夢想，認識不同職業，共建小社區。
Children	will	learn	about	different	careers	through	role	play	and	creativity.	Actively	learning	how	to	make	their	dreams	come	
true.	They	will	learn	the	importance	of	each	occupation	and	how	to	serve	the	community.	Books,	costumes,	and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暑期 4904.35J.20817 17/8/20	-	21/8/20 0930	-	1230 一至五	Mon	to	Fri 2000 5	-	8 3/F 9

半日營

查詢	Enquiry：2783	3626	( 張小姐	Karen	Cheung)

Fun Fun 英語半日營 ( 外籍導師 )
Fun	Fun	英語半日營讓兒童透過不同創意主題學習英語。活動內容包括故事、角色扮演、藝術創作、音樂唱遊等。兒童可從有趣活
動中學習新字彙、發揮創意思維、增強自信及協助其言語發展。
Children	will	 learn	English	 in	a	creative	way	through	various	kinds	of	 theme.	 Interesting	activities	 include	stories,	role-playing,	
crafts	and	music.	New	vocabularies	will	be	taught	and	kids	will	have	the	chance	to	speak	up	and	increase	their	confidence	and	
English	fluency	through	interacting	with	Native	English	Speaker.
導師：Jazzy's	English	Playhouse	(Native	English	Speaker)

Fun Fun English Half-Day Camp

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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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Enquiry：2783	3626	( 張小姐	Karen	Cheung)

Kiddie 英語半日營 ( 外籍導師 )

導師：	Goodie	Education

備註	Remarks:	
-	 授課語言為英語，衛生及安全相關事宜或會以英語輔以粵語提醒All	English	Half-Day	Camps	are	conducted	in	English.	Instructions		
	 will	be	primarily	in	English	with	Cantonese	translation	for	the	hygiene	and	safety	reasons.
-	 歡迎家長為有需要的幼兒準備抹手巾、茶點或後備衣物。Kids	are	encouraged	to	bring	their	own	handkerchief,	snack	and	a	set	of		
	 spare	clothes.

課程由經驗外藉幼兒導師設計，特別適合 3-5 歲幼兒。教材生動有趣，小朋友在豐富而具啟發性的語言環境下學習英語。每天設有不
同的主題，並透過歌謠、集體遊戲、小手工及故事等課堂活動，讓小朋友輕鬆愉快地運用日常英語，從而提升英語水平。
-	Courses	designed	by	experienced	native	English	teachers
-	Learn	daily	English	through	various	activities	such	as	songs,	mass	games,	crafts	and	stories
-	Enjoy	using	English	by	engaging	in	our	fun-filled	activities

半日營

課程編號
Course	Code

日期 ( 除外 )
Date(Exception)

時間
Time

星期
Day

費用
Fee

對象
Age

上課地點
Venue

名額
Quota

暑期

A班 4904.35G.20713 13/7/20	-	17/7/20

0930	-	1230

一至五	
Mon	to	Fri 1990 3	-	5 7/F 10

B 班 4904.35G.20720 20/7/20	-	24/7/20

C 班 4904.35G.20727 27/7/20	-	31/7/20

D 班 4904.35G.20803 3/8/20	-	7/8/20

E 班 4904.35G.20810 10/8/20	-	14/8/20

F 班 4904.35G.20817 17/8/20	-	21/8/20

G 班 4904.35G.20714 13/7/20	-	17/7/20

1400	-	1700

H 班 4904.35G.20721 20/7/20	-	24/7/20

I 班 4904.35G.20728 27/7/20	-	31/7/20

J 班 4904.35G.20804 3/8/20	-	7/8/20

K 班 4904.35G.20811 10/8/20	-	14/8/20

L 班 4904.35G.20818 17/8/20	-	21/8/20

每班
內容不同

Kiddle English Half Day Camp

運動小勇士訓練營
2 1日 夜 Email 營會須知

宿 營

程序編號 Programme IO：490403976
日期	Date:		 3	-	4/8/20
時間	Time:		 第一天 1400	集合，第二天 1630 解散
地點 Venue：	 烏溪沙青年新村	Wu	Kwai	Sha	Youth	Village
集合及解散地點Registration	&	Dismissal:	九龍會所	Kowloon	Centre
對象 Target:			 7-12 歲
名額Quota:		 18 人
費用 Fee：	 $1100

與HKEVA香港專業排球學校及香港斯巴達品牌大使合作，讓小朋友透過不同的運動遊戲、體能訓練及障礙比賽，培養學員的紀律、
鍛鍊強健體魄及團隊合作！

查詢Enquiry：2783	3612	(Gloria	Ma)

第一天 第二天
上午 排球新體驗

下午 集合、入營、破冰小遊戲 團體運動競技、離營、解
散

晚上 障礙賽體驗、夜間探索

營會
CAMPING

21

* 恆常或特別活動不設折扣優惠

暑期活動於暑期活動於3030/6/6 前報名前報名 95 折 !95 折 !



暑期動歷之源 2020
2 1日 夜 Email 營會須知

宿 營

程序編號 Programme IO：490403991
日期Date：	11/8/20	-	12/8/20	( 二至三 Tue	to	Wed)
時間 Time：	11/8	12:30集合Registration	,	12/8	17:30解散Dismissal		
	 ( 兩日一夜 2days	1night)
地點 Venue：黃宜洲青年營 (Y's	Wong	Yi	Chau	Youth	Camp)
集合及解散地點Registration	&	Dismissal：九龍會所 (Kowloon	Centre)
對象 Target：7-12 歲會友	Members	aged	7-12
名額 Quota：30 人							費用 Fee：$1100

Summer	sports	and	adventure	camp	2020

參加者在營內學習各種運動，再配合歷奇活動，讓他們分組比拼，在過程中學習團隊相處，克服困難等，從而訓練團隊精神及態度。

查詢Enquiry：2783	3620	( 梁瑞恒	Terry)

第一日 第二日
上午 歷奇，學習和分享
下午 入營，破冰遊戲 離營，解散
晚上 運動體驗，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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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兩日一夜宿營活動，讓參加者學習關懷和尊重他人之餘，更學習自理，建立自信，勇敢面對挑戰及困難，經歷和學習成長。學
習撘建帳幕於九龍會所進行室內宿營活動，在安全的環境下體驗宿營的樂趣。

查詢Enquiry：2783	3638	( 盧 sir	Mr.	Lo)
備註：1) 安排獨立個人飯餐用膳	2) 一人一帳幕留宿	3) 分批梳洗

成長體驗營A：31/7/20	-	1/8/20	( 五至六 Fri	-	Sat)
程序編號 Program	IO：490403869

成長體驗營 B：14/8/20	-	15/8/20	( 五至六 Fri	-	Sat)
程序編號 Program	IO：490403870

時間	Time:	第 1 天 0930 集合至第 2天 1000 解散
地點	Venue:	九龍會所
集合及解散地點	Registration	&	Dismissal: 九龍會所	Kowloon	Centre
對象	Target:	5	-	8 歲會友
名額	Quota	:	12
費用	Fee:	$950	(•膳食•器材及宿營活動 )

時間 Day	1 時間 Day	2
0930	 集合 0800 起床及梳洗
1030 歷奇活動 0900 早餐
1230	 午膳 1000	 九龍會所解散
1400 任務遊戲
1800 晚餐
1900 搭建帳幕 ( 九龍會所留宿 )
2030 梳洗
2130 睡覺

程序編號 Programme IO：490403777
日期Date：	 29/8/20	-	30/8/20	( 六至日 Sat	-	Sun)	
時間 Time：	 第一天 1430 集合，第二天 1600 解散
地點 Venue：	九龍會所	Kowloon	Centre
名額 Quota：	 14 人
對象 Target：	6-10 歲會友	Members	aged	6-10
費用 Fee：	 $1180	
	 (•住宿 camp	fee•膳食meal•場地 venue
	 •器材 equipment•教練 instruction	fee)

透過兩日一夜各類型的活動，讓小朋友玩樂之餘，亦有學習的
時間。學習與人相處的技巧及提高自理的能力、體驗團結的

重要性。讓他們在輕鬆無壓力的環境下愉快地學習和成長。

第一天 第二天
熱身遊戲 團隊任務
腦筋急轉彎 體能訓練
躲避盤 攀石

搭建帳幕	( 九龍會所留宿 ) 彈網

暑期玩樂營

查詢Enquiry：2783	3619	( 霍澄	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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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九龍會所獲二零一九至二零年度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 ( 主要基金 ) 撥款資助非建
設工程計劃下購置的體育 / 康樂用品。

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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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恆常或特別活動不設折扣優惠

暑期活動於暑期活動於3030/6/6 前報名前報名 95 折 !95 折 !



目的： 以青年會提倡之四個品格核心價值 ( 關懷、誠實、尊重、責任 )，透過長期及有系統的品格教育課程， 
 配合適當的團隊紀律訓練，培養幼兒良好品格。
Aim:  To help children build good characters based on the four core values of YMCA (Caring, Honesty, 
Respect, Responsibility) by engaging them in long-term and systematic syllabus with appropriate 
discipline and etiqnette training.
小種子格言：一盎司的品格比一磅智力更有價值 
One ounce of character is more valuable than one pound of intelligence.
小種子隊訓：

查詢 Enquiry：盧國昌 Jacky, 湯映嵐 Ena ( 電話 Tel：2783 3636)

舊生截止報名日期： 31/8/2020 ( 餘額將公開新生報名 )
新生報名日期： 1-21/9/2020 ( 額滿即止 )請親臨地下票務處報名

獎勵計劃

報名方法

小種子獎章
	( 參加半年後頒發 )

小荳芽獎章
	( 參加 1年後頒發 )

小綠葉獎章
	( 參加 1年半後頒發 )

小樹苗獎章
	( 參加 2年後頒發 )

小紅花獎章
	( 參加 2年半後頒發 )

小果子獎章
	( 參加 3年後頒發 )

程序編號：490403872A
對象： A 組 (3.5 至 5 歲 )
日期： 星期六 ( 每期共 12 節 )
時間： 09:30am - 11:00am

程序編號：490403872B
對象： B 組 (6 至 8 歲 )
日期： 星期六 ( 每期共 12 節 )
時間： 11:15am - 12:45pm

費用： $900/ 一期
地點： 3/F Studio B

2020 年 10 月至 2021 年 3月
第 1節 10/10/2020 第 7 節 9/1/2021
第 2 節 24/10/2020 第 8 節 23/1/2021
第 3 節 7/11/2020 第 9 節 6/2/2021
第 4 節 21/11/2020 第 10 節 20/2/2021
第 5 節 5/12/2020 第 11 節 6/3/2021
第 6 節 19/12/2020 第 12 節 20/3/2021

集會內容

開會儀式

唱遊	/	品格故事
品格主題活動 ( 歷奇
活動、運動、團康遊
戲、藝術、美食製作)

日誌分享	/	導師時間

日誌分享 /	導師時間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 ( 加 5:22-23) 
But the fruit of the Spirit is love, joy, peace, longsuffering, gentleness, goodness, faith, meekness, 
temperance. (Galatians 5: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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