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龍旺角道 33 號凱途發展大廈 17 樓
17/F, Bright Way Tower, 33 Mongkok Road, Kowloon, HONG KONG
電話：(852) 2770 3918
傳真：(852) 2770 5442
網址：www.hkfew.org.hk
電郵：hkfew@hkfew.org.hk

教聯會到校及網上課程
(學生、教師及家長)
參加以下任何一個活動，送教聯會敬師茶 5 盒，以弘揚師德
(價值 290 元)

學生培訓系列




除特別標明的課程，以下學生課程適合中學、小學及幼稚園學生參加。
到校及 Zoom 課程部分內容將拍攝下來。學員可於半年內，於本會網上學習平台免費重
溫，方便未能上課的學員重溫課堂內容。
課程介紹及每堂時間等詳細資料，請見附件一。

學術交流
課程
量身定制英文寫作課程
DSE 英文寫作課程
初中基礎英文寫作課程
初中進階英文寫作課程
高小基礎英文寫作課程
高小進階英文寫作課程
中文作文好容易：
畫公仔講故仔 *
引爆創意思維──
取用中華文化的智慧寶庫 *

導師

Zoom
直播
✓
✓
✓
✓
✓
✓

學費
(每位學生)
780 元 / 4 堂

✓

✓

580 元 / 4 堂

✓

✓

到校
面授

Zoom
直播

到校
面授

作樂堂

香港孝道文化聯合會
潘樹仁主席

680 元 / 4 堂

藝術興趣
課程

導師

壁畫創作班 *

資深畫師
Edmond Cheung
香港浸會大學
音樂學士徐旺華老師
新城電台主持
可宜 Natalie Mitchell

大提琴班 *
主持技巧訓練工作坊

學費
(每位學生)

✓

980 元 / 6 堂

✓

980 元 / 4 堂

✓

✓

880 元 / 2 堂

水墨山水畫班 * #
花鳥畫班 * #

京津畫派名家劉子久
之孫劉家蘭老師
香港浸會大學
音樂學士鄧瑋峰老師
全港專業魔術師舞台
魔術大賽冠軍
余凱緯先生
香港演藝學院畢業生
黃順榮老師
資深導師
資深導師
資深木藝師
環保生態缸機構創辦
人林長富老師

✓
✓

課程

導師

面授

平衡車訓練班 ^

香港單車總會
青訓教練吳天麟
南華體育會黃智暉教
練 /林旻蔚教練
南華青年籃球隊謝志
強教練
南華體育會伍冠禧教
練/香港足球總會教
練導師吳子維
南華體育會
蔡秉隆教練
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
會教練及裁判
范海清師傅
前港隊成員
田永泰教練
前港隊成員
吳嘉莉教練
前三項鐵人港隊成員
郭汝鏗教練
前港隊成員
曾子峰教練
長跑運動教練
(AASFP)盧少強
資深導師
世界太極拳王王西安
入室弟子林文輝師傅

夏威夷小結他 (Ukulele) 班 *
現代魔術訓練工作坊
中國笛子班 *
畫畫技巧訓練班 * #
Sphero 機械球編程班 * #
Wood Art 木藝班 * #
DIY 免換水 STEM 生態缸工作坊
*

780 元 / 4 堂

✓
✓

680 元 /
1.5 小時

✓

680 元 / 4 堂

✓
✓
✓

580 元 / 4 堂

✓

480 元 /
2 小時

體育訓練

劍擊訓練班
籃球訓練班 *
足球訓練班 *
羽毛球訓練班 *
龍獅王訓練班
跆拳道訓練班
乒乓球訓練班
田徑訓練班
健球訓練班 *
長跑運動訓練班 *
兒童詠春訓練班 ^
強腰健頸易筋經訓練班 *
RhythmFit 工作坊
* 適合中小學生參加。

杜德智先生
^ 適合幼稚園學生參加。

Zoom

學費
(每位學生)

✓
✓
✓

680 元 / 4 堂

✓
✓
✓
✓
✓
580 元 / 4 堂

✓
✓
✓
✓
✓

✓

✓
# 課堂材料另外報價。

280-380 元 /
1 小時

備註：
 如課程參加學校眾多，將安排同級數的導師或教練作培訓。
 如上課時間需微調，可於備註說明。
 如活動當天遇惡劣天氣教育局宣佈學校停課，或受疫情影響，活動將以 Zoom 直播形式或
改期進行 (與學校商討後決定)。
 學校需負責活動及參加者的安全及保險事宜。

教師 / 家長培訓系列





除特別標明的課程，以下學生課程適合中學、小學、幼稚園及特殊學校的教師 / 家長參
加。
到校及 Zoom 課程部分內容將拍攝下來。學員可於半年內，於本會網上學習平台免費重
溫，方便未能上課的學員重溫課堂內容。
課程介紹及每堂時間等詳細資料，請見附件二。

專業發展
課程
童心同行──如何作成功父母
(適合幼稚園參加)
自由遊戲課程設計迷思 (適合幼
稚園參加)
從中國近代史看國家七十多年来
的發展
國家改革開放後的發展
家校合作──禮貌秩序與德育培
訓 (適合小學參加)

導師
資深幼稚園校長
謝玉嬋校長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副主席胡少偉博士

到校
面授

Zoom
直播

✓

450 元 /
1.5 小時

✓
✓

300 元 /
2 小時

✓

香港孝道文化聯合會
潘樹仁主席

✓

課程

導師

到校
面授

痛症伸展班

體適能及運動康復
教練 Jacky Tin

✓

學費
(每位學生)

580 元 / 4 堂

身心健康

鬆一鬆伸展班 (椅上)
活力運動綜合舞
活力伸展運動班
鬆一鬆伸展班
健美修身橡筋帶班
少林易筋經
五行太極
提昇身心靈正能量──快快樂樂
減壓抗疫
康健通識講座

活力 50+計畫導師

世界太極拳王王西安
入室弟子林文輝師傅
香港孝道文化聯合會
潘樹仁主席
香港執業中醫中藥促
進會會長
廖敏璇中醫師

✓
✓
✓
✓
✓
✓
✓

Zoom
直播

學費
(每位學生)
780 元 / 4 堂

680 元 / 4 堂

✓
✓

580 元 / 4 堂

✓
✓

✓

180 元 /
1.5 小時

精選網上課程




每節課約 5 至 15 分鐘不等。學校的負責老師可向本會申請試閱課程內容，之後才決定會
否參加課程。
加 3,000 元可安排一節兩小時的到校面授分享，由導師作相關課程教學及網上平台使用示
範。
網上平台登入方法、課程詳細資料，請見附件三。
學費
(每所學校)

課程

節數

對象

安心樂安全教育課程

11 節

$2,000 / 每年級 (1)

創意尖子英文寫作課程 (Stage 1–4)

25-32 節

每個階段 $3,000 / 每
年級(1)

英語必修語法精讀班

53 節

3 分鐘講故事 ── 學聖賢養正氣：
生命成功課程

24 節

3 分鐘好孩子── 正能量人生指
南：生命教育成德課程

24 節

智叻家長必修班

31 節

$3,500 / 每年級(1)

小學四年級至
六年級學生

$3,500 / 每年級(1)
$3,500 / 每年級(1)

幼稚園家長

$3,500 / 每所學校(2)

(1) 參加學校的所有小四/小五/小六全級學生，半年內均可無限次透過手機或電腦，於本會學習平台上課。
(2) 參加幼稚園的所有家長，半年內均可無限次透過手機或電腦，於本會學習平台上課。

歡迎有興趣的學校報名參與。報名辦法：
1. 填妥報名表格，於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傳真 2770 5442 或 電郵至 school@hkfew.org.hk ；
2. WhatsApp 5392 7419 報名。
以上課程均可提供報價單。本會在收到申請表後，將盡快安排專人致電 貴校進行確認及落實
安排。培訓安排如有任何更新，恕不另行通知。本會保留任何安排的最終決定權。查詢：2963
5189 (WhatsApp 5392 7419) 外展部

教聯會到校及網上課程申請表 (傳真號碼：2770 5442)
學校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培訓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聯絡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提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加課程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加對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加課程 (2) [選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加對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預計課程開始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一：到校課程介紹 (學生)
學術交流
量身定制/DSE/初中/高小英文寫作課程
課程在培訓英語寫作能力、組織表達能力、加強創意思維等能力有顯著幫助。通過系統學習，
課程全面提升學生的英語水準，通過訓練與實踐提升英語寫作的實際技能。
導師：作樂堂
We are a team of experienced English teachers. Like a seagull seeking its food day and night, we learn
English through intensive study.
Maybe, in the eyes of the Creator, the achievement of any creature is somewhat like a dust in the
universe. Still, it cannot hold us back from making all-out effort to nurture our students.
Our ancestors had made their sacrifices for us. Now, we would like to make the same contribution to
the younger generations. Maybe, this is the mission of our lives.
備註：
1. 師生比例：最多 1: 15 (如人數超過 15 人，將安排分班)
2. 每堂時間：1 至 1.5 小時
3. 場地：不限
4. 課堂最少 8 人開班
5. 其他注意事項：課堂包括寫作教學、題目、範文參考及學生寫作批改。

中文作文好容易 ── 畫公仔講古仔
用有趣的象形文字畫公仔，誘發學習動機，引起聯想圖像。由單字到兩字詞語，再到四字短
句，將有層次邏輯思維的句子連繫，便成為好文章。
導師：潘樹仁主席
香港孝道文化聯合會主席、濟川文化研究會會長、禮藝推廣統籌會主席、中華文化聯合會理
事、世界醫學氣功學會常務理事、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執行委員。國際知名生命教育家、
哲學家。多間大專院校客座教授，電視台及電台文化節目主講嘉賓，獲獎無數，研究及推行禮
藝教育、中華文化通識、儒釋道哲學等。出版著作 10 本，於全世界發表論文百餘篇，約共
220 萬字。
備註：
1. 師生比例：最多 1: 20 (如人數超過 20 人，將安排分班)
2. 每堂時間：1 小時
3. 場地：課室 / 活動室
4. 課堂最少 6 人開班

引爆創意思維──取用中華文化的智慧寶庫
天文地理成為象形文字的基礎造形，人體結構也是文字的一部份，哲理思想更是應用字詞表
達，解構中國文字的藝術，引發積木重組的創意，可以再創出新科學文明和哲學。

導師：潘樹仁主席
同上
備註：
1. 師生比例：最多 1: 20 (如人數超過 20 人，將安排分班)
2. 每堂時間：1 小時
3. 場地：課室 / 活動室
4. 課堂最少 6 人開班
5. 其他注意事項：希望學校跟進採用象形文字教學。

藝術興趣
壁畫創作班






學習利用電腦把構圖起稿 (壁畫主題將由學校決定)
將壁畫融入到不同文化和學校生活空間
牆身設計、編排設計元素
概念、構思、起稿、調色、塑膠顏料使用技巧
就算學生參與都可保證質素

導師簡介：Edmond Cheung
超過 10 年畫畫及設計經驗。德寶行手袋設計前總監。曾任小畫家教師。
備註：
1. 師生比例：最多 1: 20 (如人數超過 20 人，將安排分班)
2. 每堂時間：1.5 小時
3. 場地：學校提供想畫的牆身
4. 課堂最少 15 人開班
5. 其他注意事項：價錢已包括材料費用。第一堂需使用電腦，上堂時數或會因應學校想畫的
牆身大小而增加。

大提琴班
大提琴是西方最具代表性的弦樂器之一，其音域廣且表現力強, 是一件舉足輕重的獨奏及合奏
樂器。大提琴一般坐著演奏，用弓子拉奏發聲，適合各年齡的人士學習。本課程旨在讓學員掌
握大提琴的演奏方法，認識基本樂理，由淺入深學習多首樂曲，一起發掘大提琴音樂的趣味。

導師：徐旺華老師
徐旺華老師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音樂系，主修大提琴，並已考獲英國聖三一音樂學院演奏文
憑。擁有多年大提琴教學經驗，擅於啟蒙各年齡層的學員, 現於多間中小學任職大提琴導師。
備註：
1. 師生比例：1:8 (如人數超過指定人數，將安排分班)
2. 每堂時間：1 小時
3. 場地：有椅子及譜架的活動室
4. 堂最少 4 人開班
5. 其他注意事項：課程以 10-12 節為單位。提供大提琴優惠套裝予學員購買。Heman VC1302 大提琴套裝 $3980，附送琴袋、琴弓、德國 OTTO 弦線及松香、Artino 止滑墊 (全套
原價$5280)。

主持技巧訓練工作坊







具體及全面的主持工作介紹
鍛練自信心及訓練表達技巧
溝通方法與技巧、人際心理技巧及練習、語音正讀、身體語言的運用
司儀稿之準備
司儀的肢體語言及儀態
學習危機處理及處理活動中

導師： 可宜 Natalie Mitchell
電視台節目主持。前香港有線電視藝員。2008-2016 年有線娛樂新聞台主播。2018-2020 年 Viu
TV 節目主持。第 11/12 亞洲電影大獎司儀、富衞北極馬拉松 2018 起動禮、渣打利物浦聯辦足
球教室 2017 擔任司儀、第 12 屆亞洲電影大奬司儀。
備註：
1. 師生比例：最多 1: 20 (如人數超過 20 人，將安排分班)
2. 每堂時間：1 小時
3. 場地：課室 / 活動室 / 禮堂等
4. 課堂最少 10 人開班

水墨山水畫班
以傳統山水畫勾勒、皴擦、渲染的筆墨技法，重點研習石頭、山脈、樹、樹叢、瀑布的結構及
之間的虛實關係處理。
導師：劉家蘭老師
京津畫派名家劉子久之孫，童年跟隨祖父習學丹青，深得真傳。她熱衷繪畫事業，早年畢業於
天津美術學院，主修中國畫，並從事中國畫教學四十多年，擅長國畫之花鳥、山水及工筆人
物，具堅實的西洋畫素描和色彩基礎，注重寫實。
備註：
5. 師生比例：最多 1: 15 (如人數超過 15 人，將安排分班)
6. 每堂時間：1 小時
7. 場地：課室 / 活動室 / 禮堂等
8. 課堂最少 10 人開班
9. 課堂材料另外報價
10. 劉老師以國語為教學語言

花鳥畫班
描繪花卉、鳥獸、魚蟲等題材，著重運用線描技法刻劃概括的形態，藉以訓練以線條進行造型
的能力。
導師：劉家蘭老師
同上
備註：
1. 師生比例：最多 1: 15 (如人數超過 15 人，將安排分班)
2. 每堂時間：1 小時
3. 場地：課室 / 活動室 / 禮堂等
4. 課堂最少 10 人開班
5. 課堂材料另外報價
6. 劉老師以國語為教學語言

夏威夷小結他 (Ukulele) 班
夏威夷小結他(Ukulele)是一種四弦的撥奏樂器，源於葡萄牙，後流行於夏威夷，外形彷似一個
迷離結他。夏威夷小結他輕巧便携，和聲豐富，可彈奏民謠及流行樂曲，十分適合現代都巿人
輕鬆學習。本課程旨在讓學員掌握夏威夷小結他的彈奏方法及基本和聲理論，嘗試自彈自唱，
讓音樂成為生活中的樂趣。
導師：鄧瑋峰老師
鄧瑋峰老師是一位多才多藝的音樂人，曾以結他手身份參與多個商業演出，及帶領樂隊演奏，
並從事音樂製作及編曲工作。同時，熱衷教學，有超過十年教授結他及夏威夷小結他的經驗。
鄧瑋峰於香港浸會大學取得音樂學士學位。
備註：
1. 師生比例：1:10 (如人數超過指定人數，將安排分班)
2. 每堂時間：1 小時

3.
4.
5.

場地要求：有椅子及譜架的活動室
課堂最少 6 人開班
其他注意事項：每課程以 10-12 節為單位。每位參加同學送夏威夷小結他一支。

現代魔術訓練工作坊






訓練學生表演魔術時的說話及溝通技巧
透過練習、表演的過程，啟發心智及鍛鍊腦力
能以學成的魔術和朋友及陌生人打開話題
訓練小朋友身體的協調性
教授專業魔術的手法及表演技巧

導師：余凱緯先生
全職魔術師及星級魔術演藝人。擁有 10 年以上豐富舞台表演經驗。2014 年全港專業魔術師舞
台魔術大賽冠軍。2015 年香港玩具節大會司儀及表演嘉賓。2016 及 2017 年新婚通信全城至
like 魔幻司儀大獎
備註：
1. 師生比例：1:20 (如人數超過指定人數，將安排分班)
2. 每堂時間：1.5 小時
3. 場地要求：課室 / 活動室 / 禮堂等
4. 課堂最少 10 人開班
5. 其他注意事項：價錢已包括教材費用。工作坊內容不可拍攝下來。

中國笛子班
笛子是歷史源遠流長，是橫吹的中國吹管樂器，流行於大江南北，常用於傳統音樂及戲曲，在
中樂團中也是十分重要的樂器。笛子以竹子製造，聲音明亮清脆，音樂風格多樣，而且輕巧便
携。本課程旨在讓學員掌握笛子的發聲方法，認識基本的樂理，學習吹奏樂曲，一起發掘笛子
音樂的趣味，體驗中國傳統文化。
導師：黃順榮老師
黃順榮老師是本港的青年演奏家，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主修嗩吶演奏，並通曉各種中國吹管
樂器，現於多間中小學任職樂團指揮及導師。
備註：
1. 師生比例：1:10 (如人數超過指定人數，將安排分班)
2. 每堂時間：1 小時
3. 場地：有椅子及譜架的活動室
4. 課堂最少 6 人開班
5. 其他注意事項：課程以 10-12 節為單位。每位參加同學送笛子一支。

畫畫技巧訓練班
學習各種畫畫技巧，發揮想像力和培養創造力。課程由淺入深，適合不同年齡人士參加。
導師：資深導師
備註：
1. 師生比例：最多 1: 10 (如人數超過 10 人，將安排分班)

2.
3.
4.
5.

每堂時間：1 小時
場地：課室 / 活動室
課堂最少 6 人開班
課堂材料另外報價

Sphero 機械球編程班

Sphero BOLT 是一款可配合 App 使用的機械球，能助
學員一邊學習一邊發揮創意。學員可透過 Sphero Edu
App 編寫程式、發掘由社群製作的精彩活動。內置亮
麗奪目的 8x8 LED Matrix，能將即時數據以動畫方式
展示。學員可透過在螢幕上繪畫、利用 Scratch 積木或
以 JavaScript 編寫程式碼，以創作和自訂各種遊戲，並
學習如何編碼。課程將運用 Sphero 機械球，讓學員可學懂基本編程概念。
導師：資深導師
備註：
1. 師生比例：最多 1: 15 (如人數超過 15 人，將安排助教或分班)
2. 每堂時間：1 小時
3. 場地：具備 WI-FI 的活動室
4. 課堂最少 6 人開班
5. 課堂材料另外報價

Wood Art 木藝班

課程採用 100% 有機環保木，以環保為主題，令學員發揮創造力和想像力，學習繪畫技巧並激
發腦部發展。
導師：資深木藝師
備註：
1. 師生比例：最多 1: 15 (如人數超過 15 人，將安排助教或分班)
2. 每堂時間：1 小時
3. 場地：課室 / 活動室
4. 課堂最少 6 人開班
5. 課堂材料另外報價

DIY 免換水 STEM 生態缸工作坊
介紹不用換水的生態系統，更有機會親手製作一個環保生態缸，採用環保物料，以大自然循環
生態去養魚、種水草及種植物。活動陶冶性情，使身心靈健康！工作坊詳情如下：
1. 講解生態缸開缸步驟
養水殺氯、採用管道式生物過濾系統管理水質、建立硝化系統、佈置生態缸
2. 活動：測試水質
採用管道式生物過濾系統管理的水質、採用物理過濾系統管的水質、提供標準測試劑給參加者
親身測試以上兩種水質的氨、氮值。
3. 活動：製作環保生態缸

以環保物料示範如何製作環保生態缸，提供物料給參加者製作可養魚、種水草及種植物的環保
生態缸。
導師介紹：林長富老師
環保生態缸機構創辦人，超過 30 年養魚經驗。近年他積極投入研究及製作「水陸生態缸」，
採用他自創的「管道式生物過濾系統亅，把一般人對養魚要換水的煩惱徹底解決之餘，更可同
時灌溉植物，既環保又充滿生趣！
備註：
1. 師生比例：最多 1: 10 (如人數超過 10 人，將安排助教或分班)
2. 每堂時間：1.5 至 2 小時
3. 場地：課室 / 活動室
4. 課堂最少 8 人開班
5. 每位參加者可獲玻璃魚缸、自創的管道式生物過濾系統 1 套及顏料 1 套
6. 可供選擇的顏料主題：白兔、生日蛋糕
7. 參加者可獲生態缸網上課程一套。學員可於本會網上學習平台免費重溫學習內容

體育訓練
平衡車訓練班
平衡車在國外十分流行，是學騎單車的踏腳石。通過訓
練學習協調自身平衡能力，一步步訓練學童騎單車的技
巧。
導師：吳天麟教練
香港單車總會青訓教練
UCI 公路及場地二級單車教練
UCI 國家級場地裁判
中國香港單車總會公路及場地二級單車教練
中國香港單車總會青少年訓練計劃教練
在本地任職單車教練超過 10 年以上
曾任教本地單車隊 Racing Force, X Speed, Bianchi, Invis 等
現任教香港單車聯會訓練項目：青少年訓練隊，明日之星訓練計劃，青苗計劃等
備註：
1. 師生比例：最多 1:10 (如人數超過 10 人，將安排助教或分班)
2. 每堂時間：1 小時
3. 場地：禮堂 / 有蓋操場 / 硬地球場
4. 費用已包括基本訓練裝備
5. 課堂最少 6 人開班

劍擊訓練班
劍擊運動講求手眼協調及思考策略，通過訓練可以提
高手腳協調和反應能力，優化身體能力。劍擊極注重
運動員之禮貌及安全，並為一鬥智鬥力的運動，可培

養耐心、決心及自信心。劍分為花劍、重劍及佩劍三種， 本課程將教授不同劍種之技巧、怎
樣計分、練習及比賽用器材、劍擊步法、進攻及防守、並加插趣味遊戲， 訓練之餘放鬆身
心，期望日後能培養出學界甚至港隊代表。
導師：黃智暉教練
前香港青少年代表隊成員，曾獲選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全年最佳男運動員
香港劍撃總會 2 級教練
國際劍撃裁判
南華體育會劍撃教練
擁有超過 10 年劍撃教學經驗
林旻蔚教練
法國國際學校劍擊教練
香港劍擊總會一級教練
南華體育會劍擊教練
5 以上教學經驗
備註：
1. 師生比例：最多 1: 12 (如人數超過 12 人，將安
排助教或分班)
2. 每堂時間：1 小時
3. 場地：活動室 / 室內運動場
4. 費用已包括基本訓練裝備
5. 課堂最少 6 人開班

籃球訓練班
籃球是全球其中一個最受歡運動，多年來深受大眾喜愛。課
程旨在培育年青籃球員，讓對籃球有熱忱的學員可以接受到
正規籃球訓練，以籃球作平台訓練出堅毅不屈的學習態度。
部分課程內容如下：
 正確控球方法及射球姿勢
 全能左右上籃方法
 進攻及防守技巧
 體能訓練
 籃球的戰術及策略
導師：香港籃球總會甲一組南華青年籃球隊謝志強教練
香港籃球總會(中級教練)
香港籃球總會男子青訓主教練
香港籃球總會甲一組南青籃球隊教練
現為數所小學及中學教練
備註：
1. 師生比例：最多 1: 10 (如人數超過 10 人，將安排助教或分班)
2. 每堂時間：1 小時
3. 場地：籃球場
4. 課堂最少 6 人開班

足球訓練班
因應各個年齡層制定一系列訓練模式，增強學生對運動的興趣之餘，更著重建立學生自信，並
能代表學校進行比賽。課堂除了足球理論學習和技術應用外，還包括體能、紀律及團隊紀律訓
練。學生可以藉著足球訓練及比賽認識新朋友，培養社交溝通技巧。
導師：伍冠禧教練
南華體育會足球青訓教練；黃大仙體育會足球教練；超過 8 年教授幼童田徑經驗(曾服務機
構：恩格斯兒童體育會，學界兒童體育會)；香港足球總會註冊裁判
吳子維教練
亞洲足協 A 級教練 ；香港足球總會教練導師 ；亞洲足協五人足球教練(級別一)；南華青少年
隊教練；油尖旺地區球隊教練
備註：
1. 師生比例：最多 1: 10 (如人數超過 10 人，將安排助教或分班)
2. 每堂時間：1 小時
3. 場地：硬地 / 草地足球場
4. 課堂最少 6 人開班

羽毛球訓練班
課程根據學員的水平進行小組學習。基礎學員以基礎技術、對練、比賽、體能等多元化方式靈
活學習，簡單易明，使學生愉快學習之餘而不斷成長進步。進階學員則針對學員在比賽中戰術
運用、應變能力、情緒控制和心理質素等問題，著重提升比賽技巧及專項性體能訓練，使他們
在比賽中能發揮應有水準，為學校取得優異成績。
導師：南華體育會蔡秉隆教練
備註：
1. 師生比例：最多 1: 8 (如人數超過 8 人，將安排助教或分班)
2. 每堂時間：1 小時
3. 場地：禮堂 / 體育館
4. 課堂最少 6 人開班

龍獅王訓練班
舞龍舞獅，除了是同學調劑身心的課外活動外，更可以
鍛練體魄。對於活躍好動學生，可給予一種另類訓練。
同學在練習過程中，可引發其學習動機，從而溶入校園
生活，對學校產生歸屬感。在表演及比賽中，可發揮同
學群體合作精神，以集體智慧，創造優美的動作和招
式。在德育方面，能以一己之長，表演龍獅藝，惠澤社
群，回饋社會，發揮公民責任，培養學生成功感及推廣
校譽。

導師：范海清師傅
范師傅為退休教師，退休前為中學老師，更是國術龍獅
隊領隊及教練。在任多年，帶領龍獅隊在 25 屆中學學
界獅藝比賽中。勇奪 20 屆冠軍。曾考獲香港中國國術
龍獅總會及香港武術聯會龍獅裁判、龍藝教練、獅藝教
練、北獅教練、南獅傳統教練、南獅高樁教練。亦曾擔
任多屆全港龍獅藝比賽裁判。現為數所幼稚園及小學龍
獅藝教練。
備註：
1. 師生比例：最多 1: 10 (如人數超過 10 人，將安排助
教或分班)
2. 每堂時間：1.5 小時
3. 場地：禮堂 / 活動室
4. 課堂最少 8 人開班
5. 學校可選擇同時提供舞龍舞獅、或只提供舞龍 / 舞獅訓練 (可於備註中說明)
6. 龍藝 / 獅藝基本器材由學校準備 (教練可提供協助)

跆拳道訓練班
跆拳道是通過修煉拳腳以發揮力量的技術，結合道德及精神修養而表現出「克己、忍耐、百折
不屈」的武術，注重個人武德、尊師重道和全人發展。課程包括基本動作、套路、對抗、鍛煉
與護身術，對應用跆拳道技術的身體各部位針對性鍛煉，透徹地掌握每個動作的目的和方法，
並通過套路及基本練習，熟練掌握的攻擊防守技術在實際中的應用。
導師：田永泰教練
前港隊成員
黑帶教練
備註：
1. 師生比例：最多 1: 20 (如人數超過 20 人，將安排助教或分班)
2. 每堂時間：1 小時
3. 場地：禮堂 / 活動室
4. 課堂最少 6 人開班

乒乓球訓練班
內容從準備姿勢、正確球拍運用手法、正手/反手基本動作，到比賽技術、上旋及側下旋球、
接高質發球及步法等。教練員會透過多方面觀察 (如身體協調，反應能力，專注表現，學習態
度)，制定針對性的訓練計劃，配合每個學員的身體質素和性格，提高學員的體能、思維及態
度。
導師：吳嘉莉教練
前香港乒乓球精英運動員
香港乒乓總會球註冊教練
超過 10 年乒乓球經驗
備註：
1. 師生比例：最多 1: 15 (如人數超過 15 人，將安排助教或分班)
2. 每堂時間：1 小時

3.
4.

場地：禮堂 / 活動室
課堂最少 6 人開班

田徑訓練班
課程將為學員提供一連串的田徑技術及體能訓練。透過有系統的訓練，提高學員的田徑水平、
加強個人紀律、學習與人溝通、鍛鍊刻苦精神。
導師：前三項鐵人港隊成員郭汝鏗教練
運動成績：
2015 亞洲青年錦標賽個人冠軍及團體冠軍（香港歷史上第一個得到亞錦賽金牌選手）
2016 新北翡翠灣亞洲盃鐵人三項錦標賽 男子公開精英組個人冠軍
2017 亞洲錦標賽 男仔公開精英組團體第二
2017 天津全運會代表；香港首名衝線
2018 亞洲水陸兩項錦標賽 男子精英組及男子 U23 組別全場總冠軍
2018 年渣打馬拉松十公里賽全場總冠軍， 是香港第二位三鐵選手跑進 32 分內（31 分 58 秒）
證書及資格：
國際三項鐵人聯盟一級教練
游泳教練證書
游泳教師證書
備註：
1. 師生比例：最多 1: 10 (如人數超過 10 人，將安排助教或分班)
2. 每堂時間：1 小時
3. 場地：運動場
4. 課堂最少 6 人開班

健球訓練班
健球運動始於 1986 年，強調團隊合作及體格訓練，已發展成為國際性的運動，全球有超過
400 萬人參與，遍及 16 個國家。國際賽事每隔一年進行，選手來自歐、美及亞洲等國。課程
除教授健球運動的規則及技術，亦嘗試發掘有潛質的運動員。
導師：曾子峰教練
前香港健球代表隊成員
香港健球總會二級教練
5 年以上教學經驗
備註：
1. 師生比例：最多 1: 15 (如人數超過 15 人，將安排助
教或分班)
2. 每堂時間：1 小時
3. 場地：禮堂 / 活動室
4. 課堂最少 9 人開班

長跑運動訓練
透過艱苦的長跑訓練，學生可以培養永不言敗及不屈不撓的體育精神。學生每次完成自己訂下
的長跑目標，有助提升自信，並培養學生終身運動的習慣。同時，長跑過程有助分泌安多芬，
讓學生紓緩學業壓力，有助學生建立良好人際關係及培養團隊合作精神。
導師：盧少強教練
長跑運動教練 (AASFP)
運動科學及體適能 (HKPFA) 專業認證
美國運動醫學學院會員
擁有超過 10 年長跑教學經驗
備註：
1. 師生比例：1: 30 (如人數超過 30 人，將安排助教或分班)
2. 每堂時間：1 小時
3. 場地：操場 / 室外運動場
4. 課堂最少 7 人開班

兒童詠春訓練班
詠春是中國傳統武術，注重紀律及尊師重道的概念。在課程中，教練會讓學生遵行這些傳統的
概念，鍛鍊學生尊重別人的美德。詠春亦是一個『刻己』的武術，有助他們培養獨立自主的性
格，提升抗壓能力、勇於接受挑戰。詠春動作可以鍛鍊學生的大小肌肉力量，身體敏捷度及協
調能力。學生互相切磋時，更可以鍛鍊與朋輩的合作、協調,讓他們有機會培養更有效的溝通
方法及合作的精神。課程內容如下：
 詠春入門套路--- 小念頭
 基本詠春手法練習—攤打、拍打、日字衝拳
 馬步練習、轉馬、進退馬
導師：資深導師
備註：
1. 師生比例：1: 12 (如人數超過 12 人，將安排助教或分班)
2. 每堂時間：1 小時
3. 場地：禮堂 / 體育館 / 活動室
4. 課堂最少 7 人開班

強腰健頸易筋經訓練班
易筋經是少林寺入門基本功，按人體筋脈以內氣伸展，達至強壯五臟六腑、氣血和暢，收到筋
長一寸，命長十年的健身效果。共有十二式，對城市人多用電腦及手機，常見肩頸痠痛，腰背
疆硬的疾病有顯著療效。由於是一種內練氣功，長期練習可強壯內臟，脫胎換骨。此功法由少
林寺武僧釋行者大師南下推廣傳授，功法純正，健身強體功效顯著。
導師：林文輝師傅
世界太極拳王王西安的入室弟子，已有四十年教授太極拳的經驗，並跟隨釋行者大師深入學習
少林易筋經內功，多年來在香港的學校推廣易筋經，成效卓著。
備註：
1. 師生比例：最多 1: 20 (如人數超過 20 人，將安排助教或分班)

2.
3.
4.

每堂時間：1 小時
場地：禮堂 / 體育館 / 活動室
課堂最少 8 人開班

RhythmFit 工作坊

8 歲至 80 歲都適合參與的健身活動。“RhythmFit”，顧名思義 Rhythm（韻律）x Fit（健
康），是香港星級教練杜德智先生，以三十年私教經驗獨創的訓練方法，他將自重訓練與音樂
融為一體，打造出輕鬆，高效的全方位體適能訓練體系。
訓練以健與美為目標，不管是想要培養運動習慣，提升身體肌肉比例，還是想要燃燒體脂，追
求健美體態，都可以用 RhythmFit 作為你的運動體式能首選。區別於傳統健身室的負重訓練，
射頻訓練由包括自重訓練等多個模塊組成，還有杜式音樂編排的催化力，RF 訓練被組合編制
成多套 55 分鐘課程大大提升課堂趣味，輕鬆完成四大基礎體適能元素：肌力丶肌耐力丶柔韌
性和心肺耐力鍛煉，還提升個人音樂感，節奏感和身體協調度等。大人細路也合適。
導師：杜德智先生
擁有超過 35 年行業經驗，不少明星名人如：周潤發，楊紫瓊，方力申，時尚名人郭志怡及親
弟弟杜德偉都是學員之一。Orlando 多年來接觸過不同的訓練方法，從小在加拿大接觸跆拳
道、有氧操和健美等訓練，回港後主力研究徒手訓練（自身體重訓練）
備註：
1. 師生比例：最多 1: 200 (如人數超過 200 人，將安排分班)
2. 每堂時間：1 小時
3. 場地：學校禮堂
4. 課堂最少 40 人開班
5. 其他注意事項：
 40 人課堂每人$380
 41-100 人課堂每人$330
 101 人或以上課堂每人$280

附件二：到校課程介紹 (老師 / 家長)
專業發展
童心同行--如何作成功父母
身為父母均希望培養自己孩子能在社會上獨當一面，亦把自己寄望於於孩子身上。父母在孩子
成長歷程中，究竟在各方面扮演了哪些關鍵角色？講座從身心靈出發，家長如何雕琢自己的孩
子邁向「成功」。
導師：謝玉嬋校長
於幼兒教育具豐富幼稚園、幼兒中心、特殊兒童服務及育嬰園行政管理經驗，同時於業界擔任
不同專業協會職位。
備註：
1. 師生比例：最多 1: 15 (如人數超過 15 人，將安排分班)
2. 每堂時間：1.5 小時
3. 場地：基本電腦演講配備
4. 課堂最少 10 人開班

自由遊戲課程設計迷思
近年幼兒教育提倡遊戲中學習，課程制定上需加入不同遊戲元素。課程從香港幼兒教育發展至
教師如何從課程中加入自由遊戲，遊戲課程變革上需要的準備、挑戰及迷思等。活動透過互動
分享及討論引發教師對自由遊戲更具體掌握。
導師：謝玉嬋校長
同上
備註：
1. 師生比例：最多 1: 15 (如人數超過 15 人，將安排分班)
2. 每堂時間：1.5 小時
3. 場地：基本電腦演講配備、可作小組討論分享
4. 課堂最少 10 人開班

從中國近代史看國家七十多年来的發展
1.
2.
3.
4.

從近代史看民族苦難
由反帝反封建到立國
改革開放使中國人富起來
看中華民族復興夢

導師：胡少偉博士
先後獲得柏立基教育學院教師證書、香港中文大學兼讀學士(小學教育)、香港大學教育碩士(教
育社會學)及北京師範大學哲學博士(比較教育)。早年任教於香港小學，現任香港教育工作者聯
會副主席、香港教師中心學報副主編、香港教育行政學會副主席和香港初等教育研究學會義務
秘書等專業職務。廿多年來曾任校董培訓班、擬任校長課程及中層人員領導培訓課程的導師；

並曾發表幾十篇中文本土期刊和專書的學術文章；研究興趣則包括香港教育政策、比較教育與
全球發展、教師專業發展與中層人員培訓、國民教育與公民教育、及中國文化與哲學思想。
備註：
1. 師生比例：最多 1: 20 (如人數超過 20 人，將安排分班)
2. 每堂時間：2 小時
3. 場地：基本電腦演講配備
4. 課堂最少 10 人開班

國家改革開放後的發展
1.
2.
3.
4.

國家 40 多年來的改革
國家 40 多年來的開放
國家 40 多年來的發展
國家當前的挑戰

導師：胡少偉博士
同上
備註：
1. 師生比例：最多 1: 20 (如人數超過 20 人，將安排分班)
2. 每堂時間：2 小時
3. 場地：基本電腦演講配備
4. 課堂最少 10 人開班

家校合作--禮貌秩序與德育培訓
老師及家長混合班，用一套簡單的日常生活禮儀，能夠在家在校共用，務求成為學生的生活習
慣，為學生的德育扎下深厚的根基，成就未來君子聖賢的人生目標。
導師：潘樹仁主席
同上
備註：
1. 師生比例：最多 1: 20 (如人數超過 20 人，將安排分班)
2. 每堂時間：1 小時
3. 場地：課室 / 活動室
4. 課堂最少 6 人開班

身心健康
痛症伸展班
學員透過學習使用網球按摩、泡綿滾筒按摩（foam rolling)等自我放鬆手段及肌力訓練，改善
關節活動度及體姿問題，從根源上紓緩肩頸痛、腰背痛、膝關節痛等慢性痛症。

導師： Jacky Tin
體適能及運動康復教練，擁有中國香港健美總會教練及澳洲復健教練資格。現職私人教練，並
兼任香港理工大學職員會導師、肺積塵互助會復健運動教練。
備註：
1. 師生比例：最多 1:8 (如人數超過 8 人，將安排分班)
2. 每堂時間：1 小時
3. 場地：課室 / 活動室
4. 課堂最少 6 人開班
5. 其他注意事項：參加者請自備瑜珈蓆。

鬆一鬆伸展班 (椅上)
伸展運動好處非常多，包括提升肌肉柔軟度、關節活動度和血液循環。亦可以紓解因血液循環
不良而引致的疼痛不適。
導師：活力 50+計畫導師
體適能導師證書(浸會大學), 伸展導師證書, 排排舞導師證書, 土風舞導師證書, 徒手健身導師證
書。
備註：
1. 師生比例：最多 1: 12 (如人數超過 12 人，將安排分班)
2. 每堂時間：1 小時
3. 場地：室內，有空調。木地板較佳。
4. 課堂最少 6 人開班
5. 其他注意事項：學員請穿合適運動服。

活力運動綜合舞
隨着年齡增長，雙腳越來越無力，行路不穩。可以預防嗎？活力運動綜合舞，以運動加上舞
蹈，提升腳力和身體的活動能力，改善和提升平衡力，寓運動於娛樂，令運動不再枯燥。免卻
在戶外運動受天氣影響。
導師：活力 50+計畫導師
同上
備註：
1. 師生比例：最多 1: 12 (如人數超過 12 人，將安排分班)
2. 每堂時間：1 小時
3. 場地：室內，有空調。木地板較佳。
4. 課堂最少 6 人開班
5. 其他注意事項：參加者請自備室內舞蹈鞋, 參加者無需對舞蹈有認識。

活力伸展運動班
伸展運動好處非常多，包括提升肌肉柔軟度、關節活動度和血液循環。亦可以紓解因肌肉繃緊
而引致的疼痛不適。此課程會加入提升核心肌羣運動, 改善不良姿勢。
導師：活力 50+計畫導師
同上

備註：
1. 師生比例：最多 1: 12 (如人數超過 12 人，將安排分班)
2. 每堂時間：1 小時
3. 場地：室內，有空調。木地板較佳。
4. 課堂最少 6 人開班
5. 其他注意事項：參加者請自備瑜珈蓆。

鬆一鬆伸展班 (蓆上)
伸展運動好處非常多，包括提升肌肉柔軟度、關節活動度和血液循環。亦可以紓解因血液循環
不良而引致的疼痛不適。
導師：活力 50+計畫導師
同上
備註：
1. 師生比例：最多 1: 12 (如人數超過 12 人，將安排分班)
2. 每堂時間：1 小時
3. 場地：室內，有空調。木地板較佳。
4. 課堂最少 6 人開班
5. 其他注意事項：參加者請自備瑜珈蓆，可穿防滑襪。

健美修身橡筋帶班
香港人由於工作繁忙，無暇做運動。久而久之，身體會變得肥胖或過分纖瘦欠缺肌肉。這不單
影響外形、自信心，還會影響身體健康，增加罹患慢性疾病的風險。橡筋帶運動，可以提供一
個方便做運動的方法，隨時隨地都可以做運動。只要做得正確，適量，持之以恆，單車胎、拜
拜肉… 都會與你拜拜。亦可增加肌肉，身體會變得更健康。
導師：活力 50+計畫導師
同上
備註：
1. 師生比例：最多 1: 12 (如人數超過 12 人，將安排分班)
2. 每堂時間：1 小時
3. 場地：室內，有空調。木地板較佳。
4. 課堂最少 6 人開班
5. 其他注意事項：參加者請自備瑜珈蓆，可穿防滑襪。

少林易筋經
易筋經是少林寺入門基本功，按人體筋脈以內氣伸展，達至強壯五臟六腑、氣血和暢，收到筋
長一寸，命長十年的健身效果。共有十二式，對城市人多用電腦及手機，常見肩頸痠痛，腰背
疆硬的疾病有顯著療效。由於是一種內練氣功，長期練習可強壯內臟，脫胎換骨。此功法由少
林寺武僧釋行者大師南下推廣傳授，功法純正，健身強體功效顯著。
導師：林文輝師傅
同上

備註：
1. 師生比例：最多 1: 20 (如人數超過 20 人，將安排助教或分班)
2. 每堂時間：1 小時
3. 場地：禮堂 / 體育館 / 活動室
4. 課堂最少 8 人開班

五行太極
五行太極四式，是按中醫五行學說，依人體五臟六腑、氣血及天地人五行相生相剋的概念編創
而成。該拳的架式舒展簡潔、結構謹嚴、身法中正、不偏不倚、動作和順以及輕靈沉著。有坐
式及站式兩種練習方法，適合辦公或家中鍛煉身體。
導師：林文輝師傅
同上
備註：
1. 師生比例：最多 1: 20 (如人數超過 20 人，將安排助教或分班)
2. 每堂時間：1 小時
3. 場地：禮堂 / 體育館 / 活動室
4. 課堂最少 8 人開班

提昇身心靈正能量--快快樂樂減壓抗疫
舒緩學校與家庭的種種壓力，使學生在家中快樂學習，令家長減輕壓迫感，老師們在教與學中
提昇身心靈正能量，身體在舒展與轉動中都達到健康智慧之目的。
導師：潘樹仁主席
同上
備註：
1. 師生比例：最多 1: 20 (如人數超過 20 人，將安排分班)
2. 每堂時間：1 小時
3. 場地：課室 / 活動室
4. 課堂最少 6 人開班

康健通識講座
由於近代的病情不斷變異，故適宜將自古傅承的生活飲食康健文化，古為今用從而提升各人體
質，認識四季五行的自然定律，以飲食配搭及烹調制作方式和禁忌來改善健康。
導師：廖敏璇中醫師
2003「非典型肺炎」政府認可唯一女中醫師。香港執業中醫中藥促進會會長。世界註冊美容師
協會總會會長。中國實踐易經研究院易醫。
備註：
1. 師生比例：最多 1: 30 (如人數超過 30 人，將安排分班)
2. 每堂時間：1.5 小時
3. 場地：課室 / 活動室
4. 課堂最少 20 人開班

附件三：網上課程介紹
登入網上學習平台方法 (在手提電話和電腦中也可上課)：
(1) 登入本會的微信公眾號 (名稱：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2) 用微信掃描右方的二維碼 (QR Code)。
(3) 登入網址 www.hkedupalace.com (之後需使用微信登入)

安心樂安全教育課程
本課程共有 18 課。網上精讀版抽出其中 10 課的部份內容和各位同學分享。每個課節包括一些
由真實情況改編的個案，以及如何預防、應對那些風險的建議。詳細內容包括：
(1) 欺淩勿語？不想發生，卻不可不談
(2) 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還是七級危險？
(3) 網上交友：小心，否則可能抱憾終生！
(4) 兒童性侵犯：熟人比陌生人更危險？
(5) 消防安全：火災大多數人不是被活活被燒死？那最致命是什麼？
(6) 旅遊安全：出外旅遊，原來危機四伏？
(7) 交通安全：安全回家路路通
(8) 家居安全：每隔 30 秒就有一個兒童因受傷而死亡？
(9) 食品安全：禍從口入？保持衛生！
(10) 野外安全：人在野，莫欺山莫欺水
課程獲國家版權局版權註冊證書 (登記號：粵作登字-2018-A-00004393)。於 2020 年，更獲廣東
省企業培訓研究會選為 10 大「版權保護優秀獎」版權課程。

創意尖子英文寫作課程 (Stage 1 -4)
課程整理好一整套系統性強、實用性高的英文寫作課程。課程一步一步由教授學生如何寫作不
同文體。
課程旨在培訓英語寫作及組織表達能力，對加強創意思維等能力有顯著幫助。通過系統學習，
課程全面提升學生的英語水準，通過訓練與實踐提升英語寫作的實際技能。每個階段的課程除
精選 4 個主題，獨家教授文章寫作手法和技巧，並學習寫作必學詞彙 (如有關天氣/心情/長相/
外貌特徵等詞彙)。
『創意尖子英文寫作課程』為中國版權註冊課程。國家版權局註冊號：粤作登字-2020-A00000698。詳細內容包括：
階段
Stage 1

Stage 2

寫作主題 (類型)
(1) Football 足球 (故事)
(2) Candy and her doll 仙蒂和她的洋娃娃 (故事)**
(3) My Best friend 我最好的朋友 (描寫文)
(4) Festival 節日 (說明文)
(5) Nightmare 噩夢 (故事) **
(6) My classmate 我的同學 (描寫文)

(7) Get ready to school 準備上學 (記敘文)
(8) Email to aunt 發電郵給阿姨 (書信)
(9) Unforgettable event 難忘的事件 (記敘文)**
(10) My birthday 我的生日 (故事) **
Stage 3
(11) Robbery 搶劫 (記敘文) **
(12) My teacher 我的老師 (描寫文)
(13) Sport day 運動日 (議論文)
(14) Helicopter 直升機 (議論文)
Stage 4
(15) Behaviours at home 在家的行為 (說明文)
(16) Newsletter 通訊 (說明文)
**注意：範文內容含有驚嚇、交通意外傷亡、搶劫傷亡內容，建議家長陪同子女一同上課，並
給予指引。

英語必修語法精讀班
本課程希望可以協助想學好英文語法基礎的同學，一步一步學好基礎語法，為英文更進一步打
下堅實基礎。詳細內容包括：
◼ 為什麼要學語法 (Grammar)？
◼ 部分詞類簡介
◼ 什麼是名詞 (Noun) ？
◼ 那些是不可數名詞 (Uncountable Noun) ？
◼ 那些是可數名詞 (Countable Noun) ？
◼ 代名詞 (Pronoun) 是什麼？
◼ 動詞 (Verb)：什麼是時態 (Tense)？
◼ 現在式 (Present Tense) 什麼時候用？
◼ 過去式 (Past Tense) 什麼時候用？
◼ 有關方向的介詞 (Preposition of Direction)
◼ 表達數量的英語 (Quantifier)
◼ 比較級和最高級形容詞 (Comparative and Superlative of Adjective)
◼ 連接詞 (Conjunction)
◼ 不同主題的練習、教學及題解
此課程為『創意尖子英文寫作課程』中的部分基礎篇內容 (國家版權局註冊號：粤作登字2020-A-00000698)

3 分鐘講故事 -- 學聖賢養正氣：生命成功課程
人生的成長在青少年時期的學習影響最大，快樂學習是容易吸收知識的氛圍，向小朋友講故
事，最容易令他們在輕鬆的氣氛中吸納知識，而且可以與講者一同討論內容，更容易令孩子加
深記憶及學習興趣。本課程用講故事的方式，誘導聽眾細心追尋結局，並且以俊傑彥士 (如孔
子、孟子、范仲淹、杜甫、李白、蘇東坡、曾國藩等) 的生命歷程，作為自己成為聖賢的成功
指標，踏上人生高峰。

3 分鐘好孩子──正能量人生指南：生命教育成德課程
青少年的成長，本身具備了多元化的能量，尤如彩虹的璀璨，配合學習建立正面的人生大道，
有創造能力、有生命光輝，成為德才兼備的優秀人材。儒家推行「成德之教」，道家修養「成
德之道」，佛家修持「自看成德」或「積善成德」，知識結合道德培養，可以應付任何衝擊。
本課程從人的胎教開始講述，引用趣味性的象形文字，希望大家快樂地學習，用三分鐘時間發
揮彩虹的絢麗，逐步培育青少年的正向行為。以「肢體語言行為藝術」為禮的綱領，指導青年
人的成長。

智叻家長必修班
開車，你會去考牌嗎？會，因為駕駛一有問題，足以致命！做家長責任重大有問題，也是會
「出人命」 的！那為什麼做家長不用考牌？近年，家長教育漸漸成為大家關注的課題。家長
教育不單影響兒童的身心發展，更影響家庭的生活和幸福，是社會穩定健康發展的重要元素。
此課程從「家長培訓師課程」(國家版權局登記號：粵作登字-2019-A-00000168) 中，精選部分
內容，結合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