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新日期: 29/4/2021 
 

1 

賽馬會天悅青年空間 

2021 暑期概覽內容修訂 
＃報名前，敬請留意各項活動及課程的修訂資料 

繳費後，不作任何轉換及退款。 
 

兒童及親子版 

頁數 單位編號 活動名稱 
修改項目 

(紅字為修訂後之資料) 

P.9 TYT-S21-002 環保基金-低碳生活一天 
負責職員: 

Jelly 姑娘 Derek Sir 

P.9 TYT-S21-003 環保基金-低碳 upcycling 研習日 
負責職員: 

Jelly 姑娘 Derek Sir 

P.11 TYT-S21-019 發泡膠回收體驗 

備註: 

*車費需自費 

*地點：本單位及荃灣                 

*活動日期及時間有機會更改    

(Jessica 姑娘) 

P.11 TYT-S21-020 衝出天水圍‧中上環文化之旅 

備註: 

*活動申請基金贊助，如不獲批款，活動收

費將會調整                                 

*費用包括車費                                 

*地點：本單位及中上環            

*活動日期及時間有機會更改        

*請於集合前完成午膳 

(Jessica 姑娘) 

P.14 TYT-S21-037 初小-英文文法強化課程 

日期﹕ 

21/7 至 18/8 

(逢三) 

概覽顯示白色字 

時間﹕ 

10:45 – 11:45 

概覽顯示白色字 

P.14 TYT-S21-038 高小-英文文法強化課程 

日期﹕ 

21/7 至 18/8 

(逢三) 

概覽顯示白色字 

時間﹕ 

12:00 – 13:00 

概覽顯示白色字 

P.18 TYT-S21-063 桌遊大作戰 

• 正確內容: 

以不同的桌上遊戲，輔以引導及解說，協助

提升參加者的專注力、觀察力及抑制能力。 

• 日期: 19/7-26/7 (逢一)  

• 時間: 15:00-16:00 

• 對象:10-14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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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額 / 節數: 8 , 2 節 

• 收費: 100 (130) 

• 活動或會以面授/ 網上形式進行 

P.18 TYT-S21-064 圍棋訓練班 

• 正確內容: 

圍棋玩法簡單易學，但內裡所包含的奧妙十

分精深。小朋友學習圍棋不但可以陶冶性

情，也可以鍛鍊他們的耐性，是一項十分有

益身心的活動。 

• 對象: 6-12 歲 

• 名額 / 節數: 12 (5) 

• 費用: 400 (430) 

P.18 TYT-S21-065 國際象棋入門班 

• 正確內容: 

國際象棋的對奕考險棋手每局之間的佈局

與反應，是訓練邏輯思維的好工具。課程會

教授國際象棋的規則、走法等，務求學員在

完成課程後，能成為一個小棋士。 

• 日期: 26/7-23/8 (逢一) 

• 時間: 11:15-12:15 

• 對象: 6-12 歲 

• 名額 / 節數: 12 (5) 

• 費用: 400 (430) 

• 備註: 

* 若受疫情影響，此課程會以網上 ZOOM

形式進行 

* 負責職員: Derek Sir 

P.18 TYT-S21-066 棋趣天地 

• 正確內容: 

桌遊種類多，玩法亦比傳統棋藝有更多的變

化，所以更考險參與者的心思與反應。每節

課堂上，導師均會以不同的桌遊為主題，教

授學員。 

• 日期: 26/7-23/8 (逢一) 

• 對象: 6-12 歲 

• 名額 / 節數: 12 (5) 

• 費用: 400 (430) 

P.18 TYT-S21-067 記憶力培訓班 

• 正確內容: 

本課程向參加者介紹如何善用大腦記憶的

原理，透過輕鬆有趣的記憶培訓遊戲，幫助

參加者增強記憶力。讓學員日常默書、考試

無有怕。 

• 日期: 27/7-24/8 (逢二) 

• 時間: 12:30-13:30 

• 對象: 6-12 歲 

• 名額 / 節數: 12 (5) 

• 費用: 330 (370) 

P.18 TYT-S21-068 中國象棋入門班 

• 正確內容: 

中國象棋的玩法博大精深，可以激發學員的

多元思考及分析能力。導師會由淺入深地教

導學員一步一步在棋盤上馳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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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27/7-24/8(逢二) 

• 時間: 14:45-15:45 

• 對象: 6-12 歲 

• 名額 / 節數: 12 (5) 

• 費用: 400 (430) 

P.27 TYT-S21-133 Joy。烘焙 

日期﹕ 

12/8/2021(逢四) 

日期﹕

12/8/2021(四) 

對象﹕8-12 歲 

對象﹕7-12 歲 

收費﹕100 (130) 

收費﹕50(80) 

P.27 TYT-S21-135 幼兒英語唱遊班 
對象: 6-12 歲 

對象: 4-6 歲 

P.29 TYT-S21-131 韓式烘焙及蛋糕造型蠟燭班 

備註: 

*活動已包括活動材料費   

*活動申請基金贊助，如不獲批款，活動收

費將會調整                        

(Jessica 姑娘) 

P.30 TYT-S21-153 童畫童心基礎課程系列：少年素描技巧 
收費項目: 

268 (310)    360 (390) 

P.31 TYT-S21-159 藝．文青傳承系列@夢幻流體畫 

日期: 

30/7 至 21/8 (逢三)     

30/7 至 20/8 (逢五) 

P.31 TYT-S21-160 藝．文青傳承系列@輕彩繪 

日期: 

30/7 至 21/8 (逢三)     

30/7 至 20/8 (逢五) 

P.31 TYT-S21-161 藝．文青傳承系列@繪手紙 

日期: 

30/7 至 21/8 (逢三)     

30/7 至 20/8 (逢五) 

P.36 TYT-S21-191 小傢俱大設計 

28/7-25/8 (逢二)        

28/7-25/8 (逢三) 

P.36 TYT-S21-192 小小時裝設計師 

P.37 TYT-S21-193 小建築大創意 

P.37 TYT-S21-194 軍事太空模型班 

P.37 TYT-S21-195 微縮生活場景 

P.38 TYT-S21-203 皮革初の體驗 (逢五)  21/7-28/7 (逢三) 

P.40 

 TYT-S21-223 Dancing Kids 系列：K Pop 初體驗班  

 TYT-S21-224 Dancing Kids 系列： Hip Hop 初體驗班 

 

以上兩項非暑期關顧計劃所資助之活動。正確應為以下兩項: 

 TYT-S21-225 Dancing Children 系列：Jazz Funk 舞班 

 TYT-S21-226 Dancing Children 系列：K Pop 舞班 

P.41 TYT-S21-234 保齡你至勁 (青) 對象﹕12-17 歲  11-17 歲 

P.41 TYT-S21-235 小記者*大發現 

12/7 (10:30-12:30) 及  

13/7(13:00-18:00) 

 

12/8 (10:30-12:30) 及  

13/8 (13: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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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6 TYT-S21-263 
區本計劃 2021「童」學同樂體驗系列

-「義」滿「粥」愛心同行社區服務 資料以「兒童及親子」書仔為準，
因不用收費，參加者只需填報名表
及夾附証明文件 
(全書津/CSSA)給予 JOEY 即可。 

P.46 TYT-S21-264 
ART & SERVE 區本計劃 2021「童」

學同樂體驗系列-壁畫體感義工行動 

P.46 TYT-S21-265 
ART & SERVE 區本計劃 2021「童」

學同樂體驗系列-遊歷壁畫村初體驗 

P.46 TYT-S21-272 童樂無窮義工活動  (青) 

出席率達 80%及表現良好者，將獲獲義工

證書以作嘉許。 

職員﹕oli 姑娘 

P.47 TYT-S21-274 童樂無窮 (兒) 

出席率達 80%及表現良好者，將獲獲義工

證書以作嘉許。 

職員﹕oli 姑娘 

P.47 TYT-S21-276 
探索系列-迪士尼科學行動 

(區本計劃 2021) 
日期﹕20/7(二)   21/7(三) 

青年版 

單位編號 活動名稱 
修改項目 

(紅字為修訂後之資料) 

TYT-S21-018 環保基金 - LNT 山野行動 行山服務日: 12/8  13/8 (五) 

TYT-S21-203 皮革初の體驗 
(逢五) 21/7-28/7 

(逢三) 

TYT-S21-235 小記者*大發現 

12/7 (10:30-12:30) 及  

13/7(13:00-18:00) 

 

12/8 (10:30-12:30) 及  

13/8(13:00-18:00) 

TYT-S21-248 Boyhood 男孩教室 
日期: 22/7-12/8 (逢四) 

21/7-11/8 (逢三) 

郵政通函 

單位編號 活動名稱 
修改項目 

(紅字為修訂後之資料) 

TYT-S21-133 Joy。烘焙 
收費﹕100 (130) 

收費﹕50(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