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2023 年度通告 209 

週六全方位學習活動- 週六 FunFunFun!(五年級) 

敬啟者： 

    學校積極推動全人教育，啟發學生潛能，本校將繼續於下學期週六舉辦不同類型的

全方位學習活動-週六 FunFunFun!為學生提供不一樣的學習經歷。有關活動詳情如下: 

日期︰ 由 1/4 開始，逢星期六(1/4、15/4、22/4、29/4、6/5、13/5、20/5、

27/5、3/6 合共 9 堂，詳見附件) 

時間︰ 09:15-10:15、10:30-11:30 或 11:45-12:45，視乎個別活動，詳見附件。 

地點︰ 實體形式，學校進行。 

費用︰ 全免(由學校運用不同的學生津貼資助全部的費用) 

為確保資源有效運用，學生需預先繳交每項活動$100 的費用。若出席率

達 80%以上(即最多只可缺席 1 堂)，便可退回款項。 

豁免情況：代表學校參加活動或比賽及持有醫生紙的病假。 

如中途退出、轉校或退學，將不會退回已交的款項。 

繳費安排:留意稍後相關活動群組的通知。 

活動簡介︰ 留意附件相關的活動及教練/導師/機構簡介。 

報名方法︰ 於 17/3 或以前填寫活動意願並簽妥回條。 

◆ 如報名人數超出活動名額，校方將以抽籤形式抽選同學。 

◆ 本年度獲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或書津全免，個別活動可獲優先取錄。 

◆ 成功取錄與否，校方均會於 24/3 或以前透過家長程式通知家長。 

◆ 成功取錄後，校方將會透過家長程式設立相關群組，以便發放相關資訊。 
        

     以上的全方位學習活動，由學校活動組老師負責。請家長填妥下附之回條，於 3

月 17日或之前交回林宇輝主任或易晞然老師，以便處理。逾時交回條者，校方不會接

納相關申請。如有任何問題，歡迎致電學校聯絡林宇輝主任或易晞然老師。 

此致 

貴家長   

                                                        粉嶺公立學校校長 

 

 

________________ 

                                                          余美賢 謹啟 

2023年 3 月 10日 

1. 請家長保留此通告，留意上課日期及時間。 

2. 請確認在上述活動舉行的同時並沒有參加其他校內活動。 
 

 

 

如天文台於課程/活動開始前 2小時發出 8 號或以上熱帶氣旋信號、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是日課程/活動取消，稍後另作安排。 

 



附件－「活動及教練/導師/機構簡介」 

 

2022-23年度週六全方位學習活動- 週六 FunFunFun!(五年級) 

活動及教練/導師/機構簡介 

 

活動名稱 
活動範

疇 
活動簡介 教練/導師/機構簡介 備註 

園藝小綠人 
藝術 

(環保) 

植物種類繁多，有觀賞、

有食用、可做手作，花插

花裝飾家居，本課程讓你

在九堂學習農作物播種方

法，一些植物繁殖方法，

如分株、插枝、葉插;栽種

綠化家居小盆栽; DIY環

保香草包; 環保花瓶插花; 

還可為學校照顧植物出一

分力，達至綠化校園、家

居，與心靈又環保。 

黃嘉慧 Vera(蘆薈導師) 
自 1996年起，一直從事有

機耕種及環境保育工作。於

2007年同時從事有關培訓及

生態考察工作，並進行各類

自然教育推廣工作， 包括

生態導賞、環境教育課程、

環 保講座、工作坊等活

動。從 2018年起擔任校內

小園丁導師至今。 

上課時間: 

09:15-10:15 

 

已包括課堂

物料。 

 

需穿著學校

運動服。 

無人機編程班 STEM 

課程會先介紹學生如何以

遙控模式控制無人機，然

後再嘗試難度較高的編程

模式。過程中會有不同的

任務及挑戰，鼓勵同學自

行思考如何控制無人機走

出迷宮並避免撞到障礙

物，模仿全港無人機比賽

的關卡。 

Pi Innovation  
專門為中小學校提供多元而

有趣的編程及科學課程，培

養未來 STEM的人才。 

上課時間: 

09:15-10:15 

 

已包括課堂

物料。 

 

課堂內容與

上學期不

同。 

創意英語工作

坊 - 手偶戲

劇 

語文 

由外籍英語導師帶領，在

輕鬆愉快的活動下，讓學

生學習如何運用手指來作

手偶劇，並自行選用一些

物料，設計自我的手偶，

增強他們英語寫說話的自

信心，和團體合作能力。 

Funworks Education 

Co. Ltd. 

(www.funworksedu.com) 
致力為各中小學舉辦英語興

趣班，課程項目大受歡迎。

我們一向以學生為本，課程

結業後，導師都會親自為學

生評估，讓家長及學生清楚

知道學生課堂表現，從而作

出改善。 

上課時間: 

09:15-10:15 

 

已包括課堂

材料及筆

記。 

滑板運動 B 體育 

滑板運動已從街頭走上奧

運競技場，成為東京奧運

的正式賽事項目之一。學

習滑板運動，從過程中還

可以學習克服失敗、建立

自信並以積極正面的態度

表現自己。 

捷斯香港滑板 

會有限公司 
推動滑板文化及培育滑板新

力軍，通過學習及實踐結

合，培養積極心態和修習不

同技能以推廣健康生活。 

上課時間: 

10:30-11:30 

 

已包括相關

用具。 

 

需穿著學校

運動服。 

附件 



VR 編程班 STEM 

課程將會教授搭建 VR場景

及空間、製作 3D虛擬模

型、拍攝 360課室等景

像，及利用 VR眼鏡進入虛

擬世界，讓同學及早體驗

元宇宙的未來。 

Pi Innovation  
專門為中小學校提供多元而

有趣的編程及科學課程，培

養未來 STEM的人才。 

上課時間: 

10:30-11:30 

 

已包括課堂

物資。 

 

課堂內容與

上學期不

同。 

獅藝班 體育 

教授傳統獅藝基本技法及

步形、獅藝鼓樂基礎，舞

獅基本套路等。 

承毅武術體育會 
導師有多年執教學校經驗，

於本校開設舞龍‧國術校隊

多年，為香港中國國術龍獅

總會獅藝教練及裁判、北獅

教練及裁判及香港浸會大學

體適能導師證書畢業。 

上課時間: 

11:45-12:45 

 

需穿著學校

運動服。 

單輪車課程 體育 

課程以安全為前提，教授

學員正確的肌肉運用配合

身體平衡，練習基本的上

落車及定車技巧，跌車技

巧，走直線，轉彎，過障

礙物等等。進階技巧如表

演元素，速度競賽亦會包

含其中。 

MG PERFORMANCES 

(HONG KONG) 
自成立以來不斷在學校、慈

善及工商機構舉辦興趣班、

工作坊和演講，深受參加者

喜愛。由一群香港花式單車

運動員及運動表演愛好者成

立，透過全面的課程及表

演，向大眾推廣花式單車為

主的運動表演。 

上課時間: 

11:45-12:45 

 

需穿著學校

運動服。 

 

需懂得操作

雙輪單車。 

日本和諧粉彩 藝術 

日本和諧粉彩(Pastel 

Nagomi Art)是指可以給予

希望和療癒的指繪藝術。

這藝術源自日本，使用手

指調和粉彩的獨特繪畫方

式。透過簡單的繪畫方

法，運用粉彩和手指來彩

繪創作者内在的色彩，令

創作者的心靈體驗到和

諧。 

陳如娥小姐 
由 1996年起兼任兒童美術

導師，教授各類畫、黏土、

陶瓷及布公仔，陳導師對美

術充滿熱誠，教學認真，深

受小朋友愛戴及家長信賴。 

上課時間: 

11:45-12:45 

 

已包括課堂

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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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全方位學習活動- 週六 FunFunFun!(五年級) (回條) 
 

 

敬覆者 : 本人知悉本年度週六全方位學習活動的安排。 

 

□  本人同意 敝子弟參加  貴校舉辦的週六全方位學習活動。 

 

     獲取的支援類別(如沒有獲取，則毋須理會):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書津全免 

      

如活動時段並不相撞，學生可參加多於一項的活動。 

繳費安排:留意稍後相關活動群組的通知。 

09:15-10:15時段，請填寫報讀意願，1號為首選，2 號次選，如此類推。如不希望參

加，請不要填寫。 

活動名稱 報讀意願 活動名稱 報讀意願 

園藝小綠人  無人機編程班  

創意英語工作坊 - 

手偶戲劇 
 

 

10:30-11:30 時段，請填寫報讀意願，1號為首選，2 號次選，如此類推。如不希望參

加，請不要填寫。 

活動名稱 報讀意願 活動名稱 報讀意願 

VR 編程班  滑板運動 B  

 

11:45-12:45 時段，請填寫報讀意願，1號為首選，2 號次選，如此類推。如不希望參

加，請不要填寫。 

活動名稱 報讀意願 活動名稱 報讀意願 

單輪車課程  獅藝班  
 

日本和諧粉彩  

 

 

 

 

 

 

學生姓名:        

班    別:         (   )  

 



放學安排： 

     □家長接送 

     □自行回家 

                        

如 貴子弟成功入選，請家長珍惜機會，避免在同一時段參加其他活動，造成

資源浪費，影響其他學生參加此活動的機會。 

 

         □  本人不同意 敝子弟參加  貴校舉辦的週六全方位學習活動。 

  此覆 

粉嶺公立學校校長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二三年_____月_____日 

負責老師：活動組-林宇輝主任、易晞然老師(請於 3 月 17 日或之前交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