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萃及名校舊生
誠意之作

Global Passion “Kiddies’ Club”
名校必備之選

”2015 GP Kiddies’ Club Tomorrow Elite Summer Camp”
『明日領袖
明日領袖 無彊界體驗營』
無彊界體驗營』

三個不同創意生活工作坊，
個不同創意生活工作坊， 出席 80%者，獲頒贈證書

絕對不一樣的創意體驗 ！專為卓越優秀幼稚園及小學設計之工作坊
讓孩子親身體驗香港建築、
讓孩子親身體驗香港建築、交通基建、
交通基建、科學及太空科技之獨特旅程
科學及太空科技之獨特旅程
讓小朋友過一個擴闊視野，
讓小朋友過一個擴闊視野，加強孩子面試信心的假期
加強孩子面試信心的假期 !

(英粵
英粵)雙語生活日營
英粵 雙語生活日營

二
22/7/2015 (三)
23/7/2015 (四)
24/7/2015 (五)
9:30-11:00
小小太空人體驗之旅 小小太空人體驗之旅 小小太空人體驗之旅 外出參觀 -『香港房屋基
建及太空科學全接觸』
11:00-12:30 小小科學大智慧
小小科學大智慧
小小科學大智慧
13:30-15:00 交通工程 / 建築藝術及 交通工程 / 建築藝術及 交通工程/建築藝術及 (9:00-13:45)
基建創意之旅
基建創意之旅
基建創意之旅
一個復活節假期可同時獲得三
一個復活節假期可同時獲得三張證書(交通建築、
交通建築、科學、
科學、太空)
凡曾經參加 Kiddies’
Kiddies’Club 小一分享會或任何工作坊之家長可優先報名
小一分享會或任何工作坊之家長可優先報名，
優先報名，並可獲 9 折優惠
折優惠 (即 $3,000 x
0.9=$2,700) ，但名額有限、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先到先得
同時報讀兩個或以上工作坊，
同時報讀兩個或以上工作坊，第二個工作坊起只須
第二個工作坊起只須$2,500，並享 9 折優惠 (即 $2,500 x 0.9=$2,250)
(除因主辦單位取消工作坊外，所繳交之費用將不可退回)
報名方法 ： 查詢 ：23660784，
23660784，23660783
連同個人資料，包括：（1）小朋友及家長姓名（2）聯絡電話（3）參加項目名稱及日期（4）小朋友出生年、月份
（5）就讀學校名稱，以電子郵件寄到 kiddiesclub@globalpassiongp.com，主題請寫上
『2015 Summer Camp』。
21/7/2015 ( )

小小太空人體驗之旅

太空蘊含著無數的科學現象、理論，非常有趣，亦絕不深奧莫測，小朋友亦能明白。
現在，小朋友要了解神秘的太空，機會絕對是垂手可得! 本工作坊透過簡單的理論和
有趣的活動，把香港看不到的滿天繁星帶進眼內，從而讓小朋友了解太空、星球、航
天歷史及科技發展，學習一些科學知識，啟發他們對科學之興趣。
工作坊內容
名校著重見識廣博
名校著重見識廣博的小朋友
見識廣博的小朋友
(1) 太空: 其實一點也不神秘 : 透過電影欣賞、遊戲等活動，讓小朋友了解太空的
美國萬通小太空人歷屆得獎學校
特質。(2) 十萬個為甚麼? 行星篇 : 了解甚麼是行星，探討一些和行星有關的有趣
– 2014) : 拔萃女小學 (14
課題，如: 冥王星為什麼不算是行星? 火星真的適合人居住嗎? 地球和其他行星有 (1999
(8 人)、喇沙小
甚麼分別? 地球為甚麼適合我們居住? 我們真的能移民到火星嗎? (3) 太陽。星 人學(7)、瑪利曼小學
人
)、聖若瑟小學(6 人)、德
星。月亮 : 太陽是太陽系中的行星，月亮則是地球的衛星，那麼星星又是甚麼? 小 望學校小學部(6 人)、拔萃男書院
朋友每天也會見到這些星體，哪麼，它們又怎樣到底影響我們生活? 此工作坊中將 附屬小學(4 人)、聖保羅男女書院
透過遊戲和實驗，和小朋友一一探討。 (4) 星座傳說: 介紹希臘神話中的星座傳說 附屬小學(4 人)、德瑞國際學校(4
(5) 飛天遁地: 太空人計劃 : 透過遊戲和實驗，讓小朋友了解航天飛展之過去、現
人)、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小學
在、將來，太空人之裝備及工作和太空科技之發展和運作的原理，如:太空船、衛星 (3 人)、軒尼詩道官立小學(3 人)、
及火箭。(6)『太空科學大探索』活動包括：DIY 天文小製作 (活動星圖)、參觀白 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2 人)、拔
鷺湖天文台、立體星象館 Digital STARLAB 全天域星空體驗、小型望遠鏡觀察體 萃小學 (2 人)、弘立書院(2 人)、
英皇佐治五世學校(2 人)、英華小
驗
學(2 人)、保良局陳守仁小學(1
『小小太空人體驗之旅』
小小太空人體驗之旅』
人)、港大同學會小學(1 人)、王
對象：幼稚園／小學
錦輝小學(1 人) 、聖保羅書院小
日期：2015 年 7 月 21 日 至 7 月 24 日
學(1 人) 、啟新書院(1 人) 、聖
(24/7 為外出 『香港房屋基建及太空科學全接觸』)
保祿小學(1 人) 、聖瑪加利男女
時間：9:30 – 11:00 (24/7 時間: 9:00-13:45)
英國中小學(1 人) 、華仁小學(1
地點：尖沙咀柯士甸道及戶外參觀
費用：$3,000 (包括材料、小朋友及一位家長參觀費用) ，額外之家長或小朋友如欲 人)
參加外訪 ，每位只需 $300
出席 80% 可獲證書乙張

『小小科學
小小科學大智慧
科學大智慧』
大智慧』

透過科學的角度，讓小朋友們發覺原來許多日常生活中再平凡不過的小東西，只要運用科學實驗的精神，就能夠展
現出令人無法想像的神奇現象。
簡介
培養幼兒良好科學精神、獲得科學新知、操作實驗樂趣、透過簡單勞作，激發幼兒的科學潛能、認識人體與科學的
關係，課程取材多元化、透過「觀察」、「假設」、「實驗」、「結論」四大步驟，增進學習動力、結合幼兒生活經驗開
心玩科學引發探索精神、透過實驗的操作提升孩子的觀察和動手能力、孩子動手又動腦，從小開始培養創造力和想
像力、將幼兒的生活經驗與學習活動結合，以鞏固和深化教育活動的成效、養成對自然的興趣及觀察力
內容

藉互動輕鬆的科學遊戲與學習，了解天然及再生能源、日常生活與自然的關係，把科學知識實踐到日常生活中、還
會與小朋友一起探索天空及水世界。內容包括環保吸塵機、自製小檯燈、壓力魔術師、親親氣球、水娃娃的魔術、
奇妙的泡泡等
『小小科學大智慧
小小科學大智慧』
科學大智慧』

對象：幼稚園 / 小學
日期：2015 年 7 月 21 日 至 7 月 24 日 (24/7 為外出『香港房屋基建及太空科學全接觸』)
時間：11:00 – 12:30 (24/7 時間: 9:00-13:45) 地點：尖沙咀柯士甸道及外出參觀
費用：$3,000.- (*費用包括材料、小朋友及一位家長參觀費用)
額外之家長或小朋友如欲參加外訪 ，每位只需 $300 。出席 80% 可獲『小小科學大智慧』證書乙張

天才交通工程師體驗之旅及建築藝術及基建創意之旅
天才交通工程師體驗之旅及建築藝術及基建創意之旅 (古今篇
古今篇)
古今篇

以開拓孩子新思潮及擴闊孩子眼界為旨的 Kiddies’ Club，將為這城市締造一個具創意以及配合環境發展的一個交流
活動，讓孩子體驗有趣的交通工程師之旅，協助孩子從小培養觀察力，開拓對香港交通工程發展的新思維，為廿一
世紀培育目光遠大的未來領袖。
充實的工程師及建築師體驗之旅
1) 香港交通工具歷史及演變過程 2)透過生動活潑的「巴士花生 Show」介
紹不同時代的巴士 3) 孩子更可在自編自演的話劇中，明白八達通的由來及
八達通的各種用途 4) 介紹香港鐵路運輸的現狀和未來規劃 5) 古時建築物
位置與風水的關係 6) 傳統建築物的功用(圍村、宗祠、書室) 7) 從「三棟屋」
的建築特色看中國人的智慧 8) 迪欣湖全世界最貴的 7- Eleven 建築設計 9)
香港十大基建工程介紹 10) 青馬大橋的建造過程。
『天才交通工程師體驗之旅』
天才交通工程師體驗之旅』及『建築藝術及基建創意之旅 (古今篇) 』
對象：幼稚園／小學
日期：2015 年 7 月 21 日 至 7 月 24 日
(24/7 為外出『香港房屋基建及太空科學全接觸』)
時間：13:30－15：00 (24/7 時間: 9:00-13:45)
地點：尖沙咀柯士甸道及 戶外參觀
費用：$3,000.- (費用包括材料、小朋友及一位家長參觀費用) ，額外之家長
或小朋友如欲參加外訪 ，每位只需 $300
出席 80% 可獲證書乙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