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學嘉年華
暑假可以讓小朋友於玩樂中學習就最好了。小朋友可以見識一下有趣科學，示範以及試做多個趣味實驗，體驗一下科學奇趣滋味！

( 單元一 ) 好奇心玩科學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星期及時間
CS7707A17 20/07-24/08 6 四 12:15pm-1:15pm

( 單元二 ) 海陸空戰隊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星期及時間
CS7707B17 20/07-24/08 6 四 1:30pm-2:30pm

( 單元三 ) 生活裏的科學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星期及時間
CS7707C17 21/07-25/08 6 五 11:00am-12:00pm

 ( 單元四 ) 魔術小巫師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星期及時間
CS7707D17 21/07-25/08 6 五 12:15pm-1:15pm

對象： 4-6 歲

課堂主題 6堂內容

單元一 好奇心玩科學 趣怪鏡子 空氣大力士 照相機
潛望鏡

大象耳朵
曲軸騎士

飛行筒
旋轉紙杯

單元二 海陸空戰隊 反沖小車 飛舞飛盤 壓力火箭 風帆船 水輪車 沉船打撈

單元三 生活裏的科學 虛擬鏡 魔法噴泉 小手電筒 反沖氣墊 測風儀 空氣炮

單元四 魔術小巫師
反作用管子作

反空氣車
神奇黑石
半空掛筆

往上爬水
彩虹樹

幻彩試管
陀螺遊戲

不掉乒乓
隔空打力

飲管直立
吸力粉筆

對象： 6-11 歲 

課堂主題 6堂內容

單元一 秘密魔術師 
爬升貓空
水滴吊橋

穿越魔法
上升毛巾

魔法錢包
飄浮筆

空中水母
魔幻神燈

神奇水流星
飛天滾輪

魔法陀螺
陀螺走鋼線

單元二 感管奧秘 影子舞台 無限長廊 發光蝸牛 自製顯微鏡 槓桿風鈐 魔法存錢

單元三 科學化驗室 剃鬚膏彩雲 化學幻彩瓶 海底火山 七彩鹽畫 鼻涕蟲 漂染的風彩

單元四 車子嘟嘟嘟 太陽能車 空氣槳賽車 大黃峰車 壓縮車 眼睛車 重力車

單元五 航海部隊 水陸兩用船 水上風動船 拉線的輪船 銀河號快艇 氣墊船 乘風號

單元六 科學食宴室
科學秘方
彩色鹽

神奇的
檸檬皮

蘇打碰上醋 蛋蛋大作戰 美味小丸子 棉花糖發泡

( 單元一 ) 秘密魔術師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星期及時間
CS7807A17 20/07-24/08 6 四 2:45pm-3:45pm

( 單元二 ) 感管奧秘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星期及時間
CS7807B17 20/07-24/08 6 四 4:00pm-5:00pm

( 單元三 ) 科學化驗室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星期及時間
CS7807C17 21/07-25/08 6 五 9:45am-10:45am

( 單元四 ) 車子嘟嘟嘟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星期及時間
CS7807D17 21/07-25/08 6 五 1:30pm-2:30pm

( 單元五 ) 航海部隊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星期及時間
CS7807E17 21/07-25/08 6 五 2:45pm-3:45pm

( 單元六 ) 科學食宴室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星期及時間
CS7807F17 21/07-25/08 6 五 4:00pm-5:00pm

導　　師︰城市藝術及文化發展學會派出導師，10 人以上多 1 位導師

費　　用：會員 $640         非會員 $710

名　　額：16 人

備　　註：1. 包括材料費 ( 每堂親自動手做小作品及試驗帶回家 )

              2. 導師於第一堂派發 AA 電芯兩粒，學員必需每堂攜帶上堂

並貼上姓名

              3. 報讀「單元六科學食宴室」學員，需每堂自備餐盒及圍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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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科學小探索
外籍英語導師帶領小朋友動手參與各種簡單而有趣的科學實

驗，引發他們對周圍事物的好奇心，並鼓勵他們以英語表達他

們的發現。齊來參與這個「超」新奇又有趣的互動英語課程啦 !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星期及時間
CS200717 17/07-21/08 6 一 12:00pm-1:00pm

導　　師︰由迦南創意教育派出經驗外籍導師任教

費　　用：會員 $810          非會員 $880

對　　象：升 K2-K3 學生

名　　額：12 人

語　　言：英語授課

備　　註：課程提供學生手冊及實驗材料

            水壓的科學
本課程透過 GIGO 氣壓水動套裝作教材，從基本的水和空氣的

壓力概念，讓學童進一步應用於各類機械上。學童會學習利用

水壓裝置、齒輪等組件製造不同的機械，當中有動力車、機械

臂等。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星期及時間
 CS900717 20/07-24/08 6 四 2:30pm-3:30pm

導　　師︰ Innova Workshop 派出經驗導師任教

費　　用：會員 $620          非會員 $690

對　　象：6-10 歲

名　　額：12 人

備　　註：不設作品帶走

Topics 

Skittle 
Play

Magnetic 
Sensory 

Box

Sticky 
Glue

What's in 
the Air

Flour 
Playdoh

Blowing 
up Balloon

            LEGO 機動遊樂園系列
遊樂園有不同刺激、好玩的機動遊戲。運用 Lego 紅外線遙控裝

置及摩打，加上不同 Lego Technic 組件拼砌出多款遊樂園設施。

當中包括：摩天輪、旋轉鞦韆及海盗船等。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星期及時間
 CS680717 20/07-24/08 6 四 1:20pm-2:20pm

導　　師：Innova Workshop 派出經驗導師任教

費　　用︰會員 $640          非會員 $710

對　　象：6-10 歲

名　　額：12 人

備　　註：不設作品帶走

             幼兒 LEGO 繽紛遊樂園
遊樂園有不同的好玩設施如：摩天輪、海盗船及旋轉咖啡杯等。

我們和小朋友一齊發揮想像力，帶他們走入繽紛遊樂園，創作

好玩的遊戲設施！本課程透過不同的 Lego 積木 Lego Technic

組件，以遊樂園為主題，創造多個遊戲設施。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星期及時間
 CS820717 20/07-24/08 6 四 12:10pm-1:10pm

導　　師︰ Innova Workshop 派出經驗導師任教

費　　用：會員 $620          非會員 $690

對　　象：4-6 歲

名　　額：12 人

備　　註：不設作品帶走

對象：4-6 歲

主題 勁力旋風車 雙人舞蹈 貓頭鷹 哺食青蛙

對象：6-11 歲

主題 不分離球 銀河號快艇 發光營火蟲 龍捲風

New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星期及時間
CK3008B17 05/08-26/08 4 六 4:00pm-5:00pm

導　　師︰城市藝術及文化發展學會派出導師

費　　用：會員 $410          非會員 $480

名　　額：10 人

備　　註：1. 包括材料費 ( 每堂親自動手做小作品及試驗帶回家 )

              2. 需自備 AA 電芯兩粒

週末科玩樂
課程取材生活化，孩子親手製作了多個模型和實驗，好玩又學

得到新事物，培養孩子對科學的興趣。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星期及時間
CK3007A17 08/07-29/07 4 六 4:00pm-5: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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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 LEGO 家居好幫手
家裏有大大小小不同的工具，有了它們，日常生活變得方便及

舒適。除了傳統的家電，風扇、吸塵機、馬桶等，我們一齊來

幻想下未來的家居好幫手可以變成怎樣的呢！本課程透過不同

的 Lego 積木 Lego Technic 組件，以家居用具為主題，創造多

個創意作品。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星期及時間
 CK110717 08/07-29/07 6 六 4:00pm-5:00pm

導　　師：由 Innova Workshop 派出經驗導師任教

費　　用︰會員 $420          非會員 $490

對　　象：4-6 歲

名　　額：10 人

備　　註：完成遙控電動作品，但不設帶走

New

親子卡通 Led 燈盒
「Rainbow Bricks」
透過不同顏色的半透明積木，可與 Lego 積木混合創作。配合獨

有的 Led 燈盒，可擁有自己製作色彩繽紛的 Rainbow 燈及卡通

造型。

卡通燈盒：
A、D：比卡超 
B：Angry bird  
C：小小兵 Minions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星期及時間
 CS17407A17 27/07 1 四 3:45pm-5:15pm

 CS17408B17 10/08 1 四 3:45pm-5:15pm

 CS17408C17 17/08 1 四 3:45pm-5:15pm

 CK4906D17 17/06 1 六 1:45pm-3:15pm

導　　師：由 Innova Workshop 派出導師任教

親子費用：會員 $150          非會員 $220

費　　用︰會員 $90            非會員 $160

材料費用：$180 於第一堂交導師 ( 包括製作卡通公仔頭所需的

Rainbow bricks 及 LED 燈盒一個 )

親子對象：4-12 歲 ( 一位成人陪同上堂 )

一位對象：7 歲以上 ( 非親子 )

名　　額：10 對

備　　註：額外訂購 Rainbow bricks，請向導師查詢

LEGO 遙控海陸空運輸工具
運用 Lego 紅外線遙控裝置和摩打，加上不同比例的齒輪及

Lego 組件，製作多個運輸工具模型。課堂會以小組形式合作進

行，從中理解齒輪比例和遙控的基本概念，更可從小組合作活

動中，提昇合作精神。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星期及時間
 CK080817 05/08-26/08 4 六 4:00pm-5:00pm

導　　師：由 Innova Workshop 派出經驗導師任教

費　　用︰會員 $420          非會員 $490

對　　象：6-10 歲

名　　額：10 人

備　　註：完成遙控電動作品，但不設帶走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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