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有關 2019-2020 年度「星期五多元智能課」事宜 

(通告第 015/2019 號) 

致一至六年級家長： 

     本校一向重視學生的「全人發展」，每學年於星期五「多元智能課」時段(2:20-3:30)皆為學生提供不

同類型的專項訓練，讓每個學生均有機會參與「其他學習經歷」。請家長就 貴子女的興趣及潛能，與子女

一起選擇合適的活動，並鼓勵同學以積極及持之以恆的態度學習。茲將詳情臚列如下： 
 

(一) 經由老師選拔項目︰逢星期五多元智能課下午 2:20-3:30 時段進行 

項目 組別 時間 年級 上期費用 (9 堂) 備註欄 

A1 電子科學家 多元智能課 P2-P6 

不用收費項目 

 各 A 組別學生已於早

前被老師挑選，並已

個別通知入組安排。 

 

 男幼童軍(B)及小女童

軍(B)公開收生，未被

老師挑選的同學可在

B 款回條中填選。 
 

 已被確認加入 A1-A16

組別的學生毋須再填

選以下(二)自選及收

費項目(除了 A6、A8) 
 

 其他同學必須於下列

(二)自選及收費項目

中挑選心儀組別 
 

 全學年共 18 堂 
 

 A9、A10、A11 已於第

一期電子收費中收取 

(下學期另收取相同

金額電子收費) 

A2 English Stars(1) 多元智能課 P4-P6 

A3 English Stars(2) 多元智能課 P1-P3 

A4 小作家學會 多元智能課 P5-P6 

A5 男幼童軍(A) 多元智能課 P4-P6 

A6 男幼童軍(B) 多元智能課 P4-P6 

A7 小女童軍(A) 多元智能課 P3-P6 

A8 小女童軍(B) 多元智能課 P3-P6 

A9 Drama Stars *2:00-3:30  P4-P6 
將於第一期電子收費

中收取  
A10 Hip Hop Dance *2:00-3:30 P2-P6 

A11 籃球隊 *2:00-4:00 P3-P6 

A12 小型壁球 *2:00-4:00 P2-P3 
香港壁球總會 

不用收費項目 

A13 多媒體藝術 多元智能課 P5-P6 
與可道中學合辦項目 

不用收費項目 

A14 書法班 多元智能課 P4-P6 

不用收費項目 A15 牧童笛 多元智能課 P4-P6 

A16 校園電視台 多元智能課 P4-P6 

  *部份組別的上課時段略有調動，請家長留意。 

(二) 自選及收費項目(外聘導師/外展教練負責訓練): 逢星期五多元智能課 2:20-3:30 時段進行 
 

項目 組別 承辦機構 年級 
上期費用 

(9 堂) 
備註欄 

1 

中樂 

揚琴/古箏/二胡 啟樂坊音樂藝
術教育中心 

P1-P6 
$620  

 

-只選其中一項樂器 

-除*笛子外，學校將提供有關樂

器上課。 

-學員自備樂譜、箏甲、膠布、揚

琴竹等所需配件。 *笛子 P2-P6 

2 水彩畫 

 

 

博研多元智能 
課外活動中心 

有限公司 
 

 

 

P3-P6 $261 

 1 至 13 項分 

上、下兩期，並

經「電子收費系

統」繳交費用 

 

 全學年共 18 堂 

 

 即下期將另收取

相同金額的費用 

 

 

3 創意機械發明家 P4-P6 $405 

4 扭氣球樂 P3-P6 $252 

5 

劍橋英語(Starters) P1-P2 $315 

劍橋英語(Movers) P3-P4 $315 

劍橋英語(Flyers) P5-P6 $315 

6 IQ Maths(數學)解難 P1-P6 $252 

7 棋藝大師 P1-P6 $261 

8 兒童科學 P1-P3 $261 

9 口才訓練 P1-P6 $252 

10 魔方 P1-P6 $252 

11 足球訓練 P3-P6 $261 

12 花式跳繩 P1-P6 $261 

13 非洲鼓 P1-P6 $405 
                                                                
                                                              校長  陳煥璋  謹啟 

    負責人: 黃志華老師                                             二零一九年九月十日 

 



 

有關 2019-2020 年度「星期五多元智能課」事宜 
(通告第 015 / 2019 號) 

【回 條】A 款 

 

班別：           學生姓名：                     (     )   

 

確認表格 

甲部：敝子弟經已被老師挑選，並已同意加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項組別名稱) 

 
備註: A9、A10、A11 項目，費用將於第一期「電子收費系統」中收取。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_______________  日期:2019 年 9月_____日 

 

乙部︰有關「申請津貼資助參加興趣班」申請表  (如不申請，亦需填寫交回本表) 

 本人不用申請有關資助。 

 本人擬申請有關資助。(請繼續填寫下表) 
 

     申請原因： 

        □ 本人子女已獲批領取學生資助辦事處提供的「全額」書津資助。 

        □ 本人子女已獲批領取學生資助辦事處提供的「半額」書津資助。 

 

        □ 本人正領取「綜合社署保障援助」（綜援）。編號:_________________ 

         (請提交有效文件的副本) 
 

        □ 其他：                                                       

      
 

 

聲明： 

本人保証上述填報之資料全屬真確，學校有需要時可要求本人對上述資料提供證

明文件。本人亦同意對於資助申請的成功與否，學校有最終的決定權；而學校需

對上述資料保密，確保個人私隱。  

     
     與學生的關係：□學生的父親 / □學生的母親 / □學生的監護人 (請在適用的□以 表示) 

 

      班學生                 (     )   

                                    家長簽署：                             

                                    二零一九年九月     日 

    備註：如A9 Drama Stars組員申請活動資助，一律經由校方審批後，於學年結束時才一併發還有關資助金額。 

 

負責人：黃志華老師                               

 

 



 

有關 2019-2020 年度「星期五多元智能課」事宜 

(通告第 015 / 2019 號)  

【回 條】B 款 

 

班別：           學生姓名：                     (     ) 

 

《參加表格》 

 
甲部︰學生不屬於 A1 至 A16 組別，現同意參加以下項目。 

 請在下表「參加意願」欄內的適當空格內小心填寫參加意願: 1-2-3   

( 1-最喜歡 、 2-次選 、 3-第 3選擇 ) 

 學校會按學生的參加意願，盡量為學生安排首選項目，如因人數太多或不足等 

原因未能入組，則會順序安排第 2或第 3意願。 

 

參加意願 

只填(1,2,3) 
組別 承辦機構 年級 

上期費用 
(9 堂) 

備註欄 

 揚琴 
中 

國 

樂 

器 

啟樂坊 

音樂藝術 

教育中心 

P1-P6 
$620 

 

-只選其中一項樂器 

-除*笛子外，學校將 

提供有關樂器上課 

-學員自備樂譜、箏

甲、膠布、揚琴竹

等所需配件 

 古箏 

 二胡 

 *笛子 P2-P6 

 水彩畫  

 

 

 

 

 

博研多元智能 

課外活動中心 

有限公司 

P3-P6 $261 

 分上、下兩 

    期，經「電 

    子收費系 

    統」繳交費 

    用 

 

 全學年共 18

堂 

 

 即下期將另

收取相同金

額的費用 
    

 

 創意機械發明家 P4-P6 $405 

 扭氣球樂 P3-P6 $252 

 劍橋英語(Starters) P1-P2 $315 

 劍橋英語(Movers) P3-P4 $315 

 劍橋英語(Flyers) P5-P6 $315 

 IQ Maths(數學)解難 P1-P6 $252 

 棋藝大師 P1-P6 $261 

 兒童科學 P1-P3 $261 

 口才訓練 P1-P6 $252 

 魔方 P1-P6 $252 

 足球訓練 P3-P6 $261 

 花式跳繩 P1-P6 $261 

 非洲鼓 P1-P6 $405 

 男幼童軍(B) 
本校老師 

P4-P6 
不用收費 

 童軍服飾需

另行購買  小女童軍(B) P3-P6 

備註： 

(1) 家長請先填妥回條，並著學生於 9月 16日(星期一)或之前交予班主任處理， 

   以便統計各組別參加人數。 

(2) 暫不用繳交費用，待 貴子弟所屬之組別確定後，將另行通知電子收費安排。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  簽署：__________  日期：2019 年 9月____日 

 

※ 請繼續填寫背頁之資料 ※ 

 

 



 

有關 2019-2020 年度「星期五多元智能課」事宜 

(通告第 015 / 2019 號)  

【回 條】B 款 

 

乙部︰有關「申請津貼資助參加興趣班」申請表  (如不申請，亦需填寫交回本表) 

 本人不用申請有關資助。 

 本人擬申請有關資助。(請繼續填寫下表) 
 

     申請原因： 

        □ 本人子女已獲批領取學生資助辦事處提供的「全額」書津資助。 

        □ 本人子女已獲批領取學生資助辦事處提供的「半額」書津資助。 

 

        □ 本人正領取「綜合社署保障援助」（綜援）。編號:_________________ 

         (請提交有效文件的副本) 
 

        □ 其他：                                                       

      
 
 

聲明： 

本人保証上述填報之資料全屬真確，學校有需要時可要求本人對上述資料提供證

明文件。本人亦同意對於資助申請的成功與否，學校有最終的決定權；而學校需

對上述資料保密，確保個人私隱。  

     
     與學生的關係：□學生的父親 / □學生的母親 / □學生的監護人 (請在適用的□以 表示) 

 

 

      班學生                 (     )   

                                    家長簽署：                             

                                    二零一九年九月     日 

 

 

負責人：黃志華老師                               

 



 

 

星期五多元智能課活動簡介 
備註 

(所有課程完成後

可獲証書及個人

成效評估表) 

中樂樂器班---揚琴/古箏/二胡 (P1-6) /笛子(P2-6) (只選一種) 

揚琴/古箏/二胡/笛子(樂器訓練): 歡迎新舊學員參加。舊生如想參加星期六課餘興趣班上

午 9:00-10:15 的中樂團合奏，可選擇參加星期五多元智能課的樂器班，尤其是古箏班和

笛子班舊學員。 

注意: 星期六課餘興趣班上午 9:00-10:10 亦有古箏班或笛子班供報讀 

除笛子外，學校

將提供有關樂器

上課 

花式跳繩課程(P1-6) 

相信每位同學對跳繩都不會陌生，但跳繩原來亦可以做出有趣好玩的變化。「花式跳繩」

課程將教授同學個人花式，雙人花式及組合花式等跳繩技巧，讓同學既能享受花式跳繩

的樂趣，更能鍛鍊強健的體魄，增加肌肉柔韌度及肢體靈活性，減少受傷的機會。 

拍子繩由承辦機

構提供 

足球訓練課程(P3-6) 

足球訓練課程將教授同學基本的足球技巧，如盤球、傳球、基本戰術及個人體能訓練等。

同學在訓練過程中可享受足球的樂趣，更可加強心肺功能，培養健康的體魄。除此之

外，足球運動講求合作性，同學能從團體合作中增強社交技巧，加強團隊合作精神。 

足球由承辦機構

提供 

非洲鼓課程(P1-6) 

非洲鼓樂技巧簡易，容易上手，被廣泛應用於團隊培訓、紓緩壓力及課餘活動上。本課

程主要教授同學基礎非洲鼓拍打手法、節拍訓練、聲音控制等，同學於非洲鼓樂演奏過

程中，不但能鍛練音樂節奏感，而且可訓練手腦靈活，加強專注力，培養團隊合作精

神。 

非洲鼓由承辦機

構提供 

 

扭氣球課程(P3-6) 

色彩鮮艷的扭氣球能夠吸引兒童的目光和注意，對大部份人都有著莫大的魔力，特別是

兒童，對扭氣球的興趣及好奇更是濃厚。本課程將教授同學扭氣球的技巧(如氣球種

類、吹氣和打結手法及基本氣球造型等)，同學從訓練及嘗試過程中，能增強手腦靈活

性，建立個人自信，啟發創意思維。 

氣球由承辦機構

提供 

 

劍橋小學英語備試課程(P1-6) 

劍橋小學英語考試為國際認可之英語能力評核試，亦是現時學界評估學生英語能力的重

要指標。本課程將以輕鬆有趣的教學方法進行英語練習，減低同學對英語學習的抗拒，

加強同學的應試技巧，為劍橋英語考試作好準備。內容將圍繞日常生活上常見的事物及

用語，幫助同學更能掌握英語，於日常生活中能學以致用。 

筆記、教材、模

擬試題由承辦機

構提供 

 

IQ Maths 解難課程(P1-6) 

課程主要訓練同學的邏輯推理及數學解難能力。課程要求同學多動腦筋，讓同學掌握不

同的計算技巧，提升同學對數字的敏感度和邏輯思維的能力。課程將安排不同類型的數

學遊戲及邏輯問題讓同學思考，鞏固同學對數學概念及邏輯推理的掌握，並提高同學對

數學學習的動機及興趣，增強學習效能。 

筆記、教材由承

辦機構提供 

 

棋藝大師課程(P1-6) 

棋藝不僅是一項娛樂，一門藝術，更是一種訓練。棋局千變萬化，棋手必需精確地分析

棋局，並運用邏輯推理思考出棋步，才能從棋局中獲勝。「棋藝大師」課程將教授圍棋

及象棋的下棋方法、行棋規則及行棋思路，讓同學從對弈過程中訓練邏輯思維、加強腦

部發展，提升智力。 

棋具由承辦機構

提供 

兒童科學課程(P1-3) 

課程將利用各種材料及資源進行富趣味性的小實驗。課堂上並非紙上談兵，同學們將親

手完成每一項實驗，並從中觀察及發現各科學原理。從嘗試及實踐過程中，提高對科學

探索及自我尋求知識的樂趣。另外，課程將以生活科學為藍本，加強同學對周邊事物的

理解和認知，從而啟發同學的邏輯思維，提升同學的右腦發展能力，並培育出未來的科

學家 

實驗器材、物

料、工具由承辦

機構提供 

 



 

 

創意機械發明家課程(P4-6) 

課程將教授同學基本的機械科技知識及簡易的機械人運作原理(如太陽能板、紅外線、

電路、齒輪組、車輪軸等)，製作出更種新奇有趣的創意機械如太陽能模型車、手搖發電

機、觸碰電子門鈴等。同學更可從學習過程中，提高對科學探究的興趣，加強科學及科

技範疇的能力，以配合 STEM 教育的需要。 

物料、用具由承

辦機構提供 

 

口才訓練課程(P1-6) 

喋喋不休，故作高深，強詞奪理，推砌詞藻及嘩眾取寵，絕非口才了得。學懂惜言如

金，以理服人，言簡意賅，言之有物及幽默風趣的表達技巧，才是真正的口才了得。

「口才訓練」課程將從不同角度及範疇了解說話的藝術，並從課堂遊戲及練習實踐不同

的說話技巧，提升說話的說服力及個人溝通技巧。 

筆記、教材由承

辦機構提供 

 

水彩畫課程(P3-6) 

課程將教授同學各種水彩繪畫技巧，讓同學學習水彩的特性、水分及顏料的控制、設計

構圖、顏料運用、顏色配襯及作品欣賞等。同學們從學習中不但能培養藝術情操，更可

透過繪畫不同類型的物件，增強同學對日常事物的觀察能力，並從畫中表達個人情感，

減輕學習上的壓力。 

畫筆、畫具由承

辦機構提供 

魔方課程(P1-6) 

扭計骰被稱為世界上最有教育意義的的玩具之一，這個小小的方塊不只是打發時間的休

閒玩具，其實也是一個背後隱藏了數學邏輯的小方塊。本課程將教授同學獨特的扭計骰

還原方法，了解還原公式和結構，讓同學在學習過程中，訓練觀察能力及提高空間思維

概念，鍛練邏輯思考能力及想像力，開發大腦潛能。 

筆記及扭計骰

(每位同學一個) 

由承辦機構提供 

男幼童軍(B) (P4-6) 

新界地域元朗西區 34 旅（下稱「34 旅」）為一幼童軍團，為 8 至 12 歲的孩童提供合適

的團隊及紀律訓練。34 旅秉承童軍的自律及樂於助人的精神，借助團隊及紀律性的群體

生活及訓練，提升團員的自律及互相合作的精神和能力；因材而開展一連串的技能章課

程，發展團員基本的共通能力及不同範疇的知識和技能；透過參與不同種類的社會服務，

培養團員的同理心、關懷助人的精神及服務能力。 

隊員須自行購買

制服及繳付隊費

$20 

小女童軍(B) (P3-6) 

小女童軍致力女孩子的個人發展和領導才能。本校小女童軍隊本 這個理念，為小女童

軍隊員提供多元化的訓練和活動，如紮營、繩結、步操、校園遊 等等的訓練;除了平

日的訓練，也有如售賣獎券、參加分會同樂日、洋紫荊廣場升旗禮、領袖訓練營等等的

活動。小女童軍秉承女童軍的精神，藉 進行不同活動和訓練以建立自信、勇於承擔的

新一代。 

隊員須購買制服

及繳付隊費$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