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單位舉辦的暑期活動及課程，主要是為 6 至 24 歲人士而設計，部分活動亦適合家長
或 6 歲以下的幼童參加；所有符合活動參加資格的人士，均可報名。
所有報名申請，請逕交本單位，經繳費及填報所需資料，參加資格方會被確認。
部分活動為本會會員提供收費優惠；如欲取得有關優惠，繳費時必須出示有效會員證，
或以『會員』身份登入會員易網站(easymember.hk)進行網上報名。
歡迎申請成為會員或青協之友：
會員﹕6 至 35 歲
青協之友﹕6 歲以下或 35 歲以上

如欲於網上報名，只需於登入「青協‧會員易」easymember.hk 直接報名及繳費
如需享用會員優惠價報名，參加者於報名時必須已登記成為青協會員／之友，並完成個
人資料核實；電子會員證上顯示 2 個  符號, 如下圖

報名須知
在編印《香港青年協會暑期活動概覽 2022》時，本單位會務求資料準確，惟由於受疫情及
政府政策影響，本單位可能有必要按當時情況作出相應的修改，及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的發展
適時採取相應的措施，因此活動資料以本單位最後公佈為準。

參加資格
1.

2.
3.

4.

有興趣申請者可登入「青協．會員易」網站（easymember.hk）填寫會員／青協之友申
請表。

網上報名注意事項
1.
2.

3.參加者如因未核實會員身份而需以非會員價報名，一經繳付，將不會退回會員及非會員
的收費差價；

4.於登入後可於 45 分鐘內無限次報名及付款，但每次繳費最多可同時處理八個活動的
報名；

5.不適用於網上報名的暑期活動 :
i.接受 3 人或以上同時報名的活動，如家庭旅行
ii.需經面試才接受報名的活動
iii.免費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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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活動及課程
活動編號 活動名稱 課程內容 日期及時間 對象 收費

FW-S22-
010

太陽學：
幼兒「情緒
EQ及逆境
智能AQ」
提升班

透過「正向心理」及「遊戲啟導」技
巧，以遊戲、故事、角色扮演、解難小
練習等，訓練學童如何勇敢地面對困難
和逆境，增強個人自信心及解決困難的
能力。
EQ元素內容：EQ情緒智能、調節心情
小技巧、自我激勵動力、正面思想平常
心、管理情緒萬事通等。
AQ元素內容：AQ逆境智能、挑戰正
面睇、自信建立小技巧、舒壓小習作、
解難活動等。

*正向教育課程系列全部由黃潔盈教育
博士建構及擁有。
*實體或疫情嚴峻改為ZOOM

15/8-29/8
(逢一及三)

10:00-11:00
3-5歲 $600

(5節)

FW-S22-
011

太陽學：
幼兒「口才
及正向思
維」提升班

本課程為一個專攻自信心、說話組織能
力及加強思考訓練的課程，以口才傳意
訓練為基礎，加上一系列好玩而具啟發
性的遊戲，期望您的孩子，口才與信心
兼備的人。同時，加入多元智能的活動
及思考訓練的遊戲，引導小朋友理解、
思考及分析。
內容：思維及口才訓練、有趣急口令、
「快不如表達精準」小習作、好故事齊
分享及演繹等; 另加入創意及正向思維
應用，綜合提升「思考能力及組織表達
力」。

*太陽學課程系列全部由黃潔盈教育博
士建構及擁有。
*實體或疫情嚴峻改為ZOOM

15/8-29/8
(逢一及三)

11:10-12:10
3-5歲 $600

(5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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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活動及課程
活動編號 活動名稱 課程內容 日期及時間 對象 收費

FW-S22-
012

太陽學：
幼兒「正向
專注力學
習」提升班

「正向專注力學習提升班」以兒童智力
發展專家格連杜曼博士的研究理論為基
礎，採用一連串視覺、聽覺、觸覺等專
注力活動和練習，讓學童接觸多元學習
法和專注力技巧，學童學習中亦有助建
構大腦。課程採用遊戲啟導手法，提供
全面和有系統的專注小習作，以提升孩
子在學習上的自信和樂趣。
內容：專注力智能訓練，包括：集中
力、注意力，觀察力及多元智能學習力
訓練，協助學生專注力及學習方法，另
加入正向學習讀書法，全面提升!

*太陽學課程系列全部由黃潔盈教育博
士建構及擁有。
*實體或疫情嚴峻改為ZOOM

15/8-29/8
(逢一及三)

12:20~13:20
3-5歲 $600

(5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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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活動及課程
活動編號 活動名稱 課程內容 日期及時間 對象 收費

FW-S22-
085

太陽學：
兒童「情緒
EQ及逆境
智能AQ」
提升班

透過「正向心理」及「遊戲啟導」技
巧，以遊戲、故事、角色扮演、解難小
練習等，訓練學童如何勇敢地面對困難
和逆境，增強個人自信心及解決困難的
能力。
EQ元素內容：EQ情緒智能、調節心情
小技巧、自我激勵動力、正面思想平常
心、管理情緒萬事通等。
AQ元素內容：AQ逆境智能、挑戰正
面睇、自信建立小技巧、舒壓小習作、
解難活動等。

*正向教育課程系列全部由黃潔盈教育
博士建構及擁有。

15/8-29/8
(逢一及三)

14:00-15:00
6-10歲 $600

(5節)

FW-S22-
086

太陽學：
兒童「口才
及正向思
維」提升班

本課程為一個專攻自信心、說話組織能
力及加強思考訓練的課程，以口才傳意
訓練為基礎，加上一系列好玩而具啟發
性的遊戲，期望您的孩子，口才與信心
兼備的人。同時，加入多元智能的活動
及思考訓練的遊戲，引導小朋友理解、
思考及分析。
內容：思維及口才訓練、有趣急口令、
「快不如表達精準」小習作、好故事齊
分享及演繹等; 另加入創意及正向思維
應用，綜合提升「思考能力及組織表達
力」。

*正向教育課程系列全部由黃潔盈教育
博士建構及擁有。

15/8-29/8
(逢一及三)

15:10-16:10
6-10歲 $600

(5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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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活動及課程
活動編號 活動名稱 課程內容 日期及時間 對象 收費

FW-S22-
087

太陽學：
兒童「全
腦記憶學
習」提升
班

課程透過「記憶學」及全腦學習力訓
練，以遊戲啟導、記憶法即學即試和有
趣小比賽等，讓學童認識腦袋操作和運
用，明白到＂用腦學習先做好準備，記
憶是有方法的＂，從而有效地儲存知
識，增強在學習上的信心和興趣。內
容：多元記憶法應用、腦袋裝甚麼、記
憶分短長、視聽觸覺記憶法及家中小習
作等。
多元記憶法：視聽觸覺記憶法、圖像記
憶法、分類記憶法、故事串連法、圖像
聯想中文及英文記憶法等。

*實體或疫情嚴峻改為ZOOM
*太陽學課程系列全部由黃潔盈教育博
士建構及擁有。

15/8-29/8
(逢一及三)

16:20-17:20
6-10歲 $600

(5節)

FW-S22-
088

太陽學：
兒童「正
向專注力
學習」提
升班

「正向專注力學習提升班」以兒童智力
發展專家格連杜曼博士的研究理論為基
礎，採用一連串視覺、聽覺、觸覺等專
注力活動和練習，讓學童接觸多元學習
法和專注力技巧，學童學習中亦有助建
構大腦。課程採用遊戲啟導手法，提供
全面和有系統的專注小習作，以提升孩
子在學習上的自信和樂趣。
內容：專注力智能訓練，包括：集中
力、注意力，觀察力及多元智能學習力
訓練，協助學生專注力及學習方法，另
加入正向學習讀書法，全面提升!

*實體或疫情嚴峻改為ZOOM
*太陽學課程系列全部由黃潔盈教育博
士建構及擁有。

15/8-29/8
(逢一及三)

17:30-18:30
6-10歲 $600

(5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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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西貢厚德邨德安樓地下

電話 : 2706 2638
傳真 : 2706 7396
電郵 : fw@hkfyg.org.hk
網站 : fw@hkfyg.org.hk
Facebook : www.facebook.com/fwspot
Instagram : instagram.com/hkfygfw

星期一 ( 2:00pm - 6:00pm )
星期二至六 ( 2:00pm - 10:00pm )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網上報名連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