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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聯會到校及網上學生課程 
 

到校課程系列 
 除特別標明的課程，所有課程適合中學、小學及幼稚園學生參加。 
 課程部分內容將拍攝下來。學員可於本會網上學習平台免費重溫，方便學員練習。 
 課程介紹及每堂時間等詳細資料，請見附件一。 
 

體育訓練 
課程 導師 學費  

(每位學生) 

平衡車訓練班 ^ 
香港單車總會青訓教練 

吳天麟 

680 元 / 4 堂 
劍擊訓練班 

南華體育會黃智暉教練 / 
林旻蔚教練 

籃球訓練班 * 南華青年籃球隊謝志強教練 

足球訓練班 * 
南華體育會伍冠禧教練/ 

香港足球總會教練導師吳子維 
羽毛球訓練班 * 南華體育會蔡秉隆教練 

強腰健頸易筋經訓練班 * 
世界太極拳王王西安入室弟子 

林文輝師傅 

580 元 / 4 堂 

龍獅王訓練班 
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教練及 

裁判范海清師傅 
跆拳道訓練班 前港隊成員田永泰教練 
乒乓球訓練班 前港隊成員吳嘉莉教練 

田徑訓練班 
前三項鐵人港隊成員 

郭汝鏗教練 
健球訓練班 * 前港隊成員曾子峰教練 

長跑運動訓練班 * 
長跑運動教練 (AASFP) 

盧少強 
兒童詠春訓練班 ^ 資深導師 

 

興趣項目 
課程 導師  學費 (每位學生) 

作文好容易：畫公仔講古仔 * 
香港孝道文化聯合會 

潘樹仁主席 
580 元 / 4 堂 畫畫技巧訓練班 * # 資深導師 

Sphero 機械球編程班 * # 資深導師 
Wood Art 木藝班 * # 資深木藝師 



DIY 免換水 STEM 生態缸工作坊 
環保生態缸機構創辦人 

林長富老師 
$480 

* 適合中小學生參加。 
^ 適合幼稚園學生參加。 
# 課堂材料另外報價。 
 
備註： 
 如課程參加學校眾多，將安排同級數的導師或教練作培訓。 
 如上課時間需微調，可於備註說明。 
 如活動當天遇惡劣天氣教育局宣佈學校停課，或受疫情影響，活動將以 Zoom 直播形式或

改期進行 (與學校商討後決定)。 
 學校需負責活動及參加者的安全及保險事宜。 
 

網上課程系列 
 所有課程適合小學四年級至六年級學生參加。 
 每節課約 5 至 15 分鐘不等。學校的負責老師可向本會申請，試閱課程內容。 
 網上平台登入方法、課程詳細資料，請見附件二。 
 

課程 節數 
學費  

(每所學校) 
備註 

安心樂安全教育課程 11 節 $1,000 / 每年級 
參加學校的所有小四/小
五/小六全級學生，一年

內均可無限次透過手機

或電腦，於本會學習平

台上課。 

創意尖子英文寫作課程 

(Stage 1–4) 
25-32 節 

每個階段 $2,000 / 每

年級 

英語必修語法精讀班 53 節 $2,500 / 每年級 

3 分鐘講故事— 學聖賢養

正氣：生命成功課程 
24 節 $2,500 / 每年級 

 
歡迎有興趣的學校報名參與。報名辦法： 
1. 填妥報名表格，於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傳真 2770 5442 或 電郵至  school@hkfew.org.hk ；   
2. WhatsApp 5392 7419 報名。  
 
本會在收到申請表後，將盡快安排專人致電  貴校進行確認及落實安排。培訓安排如有任何更

新，恕不另行通知。本會保留任何安排的最終決定權。查詢：2963 5189 (WhatsApp 5392 7419) 
 

教聯會到校及網上學生課程申請表 (傳真號碼：2770 5442) 
 

學校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培訓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聯絡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提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加課程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加課程 (2) [選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加對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預計課程開始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一：到校課程介紹 
 

體育訓練 
 

平衡車訓練班 
平衡車在國外十分流行，是學騎單車的踏腳石。通過訓

練學習協調自身平衡能力，一步步訓練學童騎單車的技

巧。 
 
導師：吳天麟教練 
香港單車總會青訓教練 
UCI 公路及場地二級單車教練 
UCI 國家級場地裁判 
中國香港單車總會公路及場地二級單車教練 
中國香港單車總會青少年訓練計劃教練 
 
在本地任職單車教練超過 10 年以上 
曾任教本地單車隊 Racing Force, X Speed, Bianchi, Invis 等等 
現任教香港單車聯會訓練項目：青少年訓練隊，明日之星訓練計劃，青苗計劃等 
 
備註： 
1. 師生比例：最多 1:10 (如人數超過 10 人，將安排助教或分班) 
2. 每堂時間：1 小時 
3. 場地：禮堂 / 有蓋操場 / 硬地球場 
4. 費用已包括基本訓練裝備 
5. 課堂最少 6 人開班 
 
 

劍擊訓練班 
 
劍擊運動講求手眼協調及思考策略，通過訓練可以提

高手腳協調和反應能力，優化身體能力。劍擊極注重

運動員之禮貌及安全，並為一鬥智鬥力的運動，可培

養耐心、決心及自信心。劍分為花劍、重劍及佩劍三

種， 本課程將教授不同劍種之技巧、怎樣計分、練習

及比賽用器材、劍擊步法、進攻及防守、並加插趣味

遊戲， 訓練之餘放鬆身心，期望日後能培養出學界甚

至港隊代表。 
 
導師：黃智暉教練     
前香港青少年代表隊成員，曾獲選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全年最佳男運動員 
香港劍撃總會 2 級教練 
國際劍撃裁判 
南華體育會劍撃教練 
擁有超過 10 年劍撃教學經驗 
 
林旻蔚教練 
法國國際學校劍擊教練 
香港劍擊總會一級教練 



南華體育會劍擊教練 
5 以上教學經驗 
 
 
備註： 
1. 師生比例：最多 1: 12 (如人數超過 12 人，將安

排助教或分班) 
2. 每堂時間：1 小時 
3. 場地：活動室 / 室內運動場 
4. 費用已包括基本訓練裝備 
5. 課堂最少 6 人開班 
 
 

籃球訓練班 
 
籃球是全球其中一個最受歡運動，多年來深受大眾喜愛。課

程旨在培育年青籃球員，讓對籃球有熱忱的學員可以接受到

正規籃球訓練，以籃球作平台訓練出堅毅不屈的學習態度。

部分課程內容如下： 
 正確控球方法及射球姿勢 
 全能左右上籃方法 
 進攻及防守技巧 
 體能訓練 
 籃球的戰術及策略 
 
導師：香港籃球總會甲一組南華青年籃球隊謝志強教練 
香港籃球總會(中級教練) 
香港籃球總會男子青訓主教練 
香港籃球總會甲一組南青籃球隊教練 
現為數所小學及中學教練 
 
備註： 
1. 師生比例：最多 1: 10 (如人數超過 10 人，將安排助教或分班) 
2. 每堂時間：1 小時 
3. 場地：籃球場 
4. 課堂最少 6 人開班 
 
 

足球訓練班 
因應各個年齡層制定一系列訓練模式，增強學生對

運動的興趣之餘，更著重建立學生自信，並能代表

學校進行比賽。課堂除了足球理論學習和技術應用

外，還包括體能、紀律及團隊紀律訓練。學生可以

藉著足球訓練及比賽認識新朋友，培養社交溝通技

巧。 

 
導師：伍冠禧教練 
南華體育會足球青訓教練；黃大仙體育會足球教

練；超過 8 年教授幼童田徑經驗(曾服務機構：恩

格斯兒童體育會，學界兒童體育會)；香港足球總會註冊裁判 



 
吳子維教練 
亞洲足協 A 級教練 ；香港足球總會教練導師 ；亞洲足協五人足球教練(級別一)；南華青少年

隊教練；油尖旺地區球隊教練 
 
備註： 
1. 師生比例：最多 1: 10 (如人數超過 10 人，將安排助教或分班) 
2. 每堂時間：1 小時 
3. 場地：硬地 / 草地足球場 
4. 課堂最少 6 人開班 
 
 

羽毛球訓練班 
課程根據學員的水平進行小組學習。基礎學員以基礎技術、對練、比賽、體能等多元化方式靈

活學習，簡單易明，使學生愉快學習之餘而不斷成長進步。進階學員則針對學員在比賽中戰術

運用、應變能力、情緒控制和心理質素等問題，著重提升比賽技巧及專項性體能訓練，使他們

在比賽中能發揮應有水準，為學校取得優異成績。 
 
導師：南華體育會蔡秉隆教練 
 
備註： 
1. 師生比例：最多 1: 8 (如人數超過 8 人，將安排助教或分班) 
2. 每堂時間：1 小時 
3. 場地：禮堂 / 體育館 
4. 課堂最少 6 人開班 

 
強腰健頸易筋經訓練班 
易筋經是少林寺入門基本功，按人體筋脈以內氣伸展，達至強壯五臟六腑、氣血和暢，收到筋

長一寸，命長十年的健身效果。共有十二式，對城市人多用電腦及手機，常見肩頸痠痛，腰背

疆硬的疾病有顯著療效。由於是一種內練氣功，長期練習可強壯內臟，脫胎換骨。此功法由少

林寺武僧釋行者大師南下推廣傳授，功法純正，健身強體功效顯著。 
 
導師：林文輝師傅      
世界太極拳王王西安的入室弟子，已有四十年教授太極拳的經驗，並跟隨釋行者大師深入學習

少林易筋經內功，多年來在香港的學校推廣易筋經，成效卓著。 
 
備註： 
1. 師生比例：最多 1: 15 (如人數超過 15 人，將安排助教或分班) 
2. 每堂時間：1 小時 
3. 場地：禮堂 / 體育館 / 活動室 
4. 課堂最少 6 人開班 
 
 

龍獅王訓練班 
 
舞龍舞獅，除了是同學調劑身心的課外活動外，更可以

鍛練體魄。對於活躍好動學生，可給予一種另類訓練。

同學在練習過程中，可引發其學習動機，從而溶入校園

生活，對學校產生歸屬感。在表演及比賽中，可發揮同



學群體合作精神，以集體智慧，創造優美的動作和招式。在德育方面，能以一己之長，表演龍

獅藝，惠澤社群，回饋社會，發揮公民責任，培養學生成功感及推廣校譽。 
 
導師：范海清師傅 
范師傅為退休教師，退休前為中學老師，更是國術龍獅

隊領隊及教練。在任多年，帶領龍獅隊獲獎無數，其中

於十六屆中學學界獅藝比賽中勇奪冠軍。曾考獲香港中

國國術龍獅總會及香港武術聯會龍獅裁判、龍藝教練、

獅藝教練、北獅教練、南獅傳統教練、南獅高樁教練。

亦曾擔任多屆全港龍獅藝比賽裁判。現為數所幼稚園及

小學龍獅藝教練。 
 
備註： 
1. 師生比例：最多 1: 10 (如人數超過 10 人，將安排助教或分班) 
2. 每堂時間：1.5 小時 
3. 場地：禮堂 / 活動室 
4. 課堂最少 8 人開班 
5. 學校可選擇同時提供舞龍舞獅、或只提供舞龍 / 舞獅訓練 (可於備註中說明)  
6. 龍藝 / 獅藝基本器材由學校準備 (教練可提供協助) 
 
 

跆拳道訓練班 
跆拳道是通過修煉拳腳以發揮力量的技術，結合道德及精神修養而表現出「克己、忍耐、百折

不屈」的武術，注重個人武德、尊師重道和全人發展。課程包括基本動作、套路、對抗、鍛煉

與護身術，對應用跆拳道技術的身體各部位針對性鍛煉，透徹地掌握每個動作的目的和方法，

並通過套路及基本練習，熟練掌握的攻擊防守技術在實際中的應用。 
 
導師：田永泰教練 
前港隊成員 
黑帶教練 
 
備註： 
1. 師生比例：最多 1: 20 (如人數超過 20 人，將安排助教或分班) 
2. 每堂時間：1 小時 
3. 場地：禮堂 / 活動室 
4. 課堂最少 6 人開班 
 
 

乒乓球訓練班 
內容從準備姿勢、正確球拍運用手法、正手/反手基本動作，到比賽技術、上旋及側下旋球、

接高質發球及步法等。教練員會透過多方面觀察 (如身體協調，反應能力，專注表現，學習態

度)，制定針對性的訓練計劃，配合每個學員的身體質素和性格，提高學員的體能、思維及態

度。 
 
導師：吳嘉莉教練 
前香港乒乓球精英運動員 
香港乒乓總會球註冊教練 
超過 10 年乒乓球經驗 
 
備註： 



1. 師生比例：最多 1: 15 (如人數超過 15 人，將安排助教或分班) 
2. 每堂時間：1 小時 
3. 場地：禮堂 / 活動室 
4. 課堂最少 6 人開班 
 
 

田徑訓練班 
課程將為學員提供一連串的田徑技術及體能訓練。透過有系統的訓練，提高學員的田徑水平、

加強個人紀律、學習與人溝通、鍛鍊刻苦精神。 
 
導師：前三項鐵人港隊成員郭汝鏗教練 
 
運動成績： 
2015 亞洲青年錦標賽個人冠軍及團體冠軍（香港歷史上第一個得到亞錦賽金牌選手） 
2016 新北翡翠灣亞洲盃鐵人三項錦標賽 男子公開精英組個人冠軍 
2017  亞洲錦標賽 男仔公開精英組團體第二 
2017 天津全運會代表；香港首名衝線 
2018 亞洲水陸兩項錦標賽 男子精英組及男子 U23 組別全場總冠軍 
2018 年渣打馬拉松十公里賽全場總冠軍， 是香港第二位三鐵選手跑進 32 分內（31 分 58 秒） 
 
證書及資格： 
國際三項鐵人聯盟一級教練 
游泳教練證書 
游泳教師證書 
 
備註： 
1. 師生比例：最多 1: 10 (如人數超過 10 人，將安排助教或分班) 
2. 每堂時間：1 小時 
3. 場地：運動場 
4. 課堂最少 6 人開班 
 
 

健球訓練班 
健球運動始於 1986 年，強調團隊合作及體格訓練，已發展成為國際性的運動，全球有超過

400 萬人參與，遍及 16 個國家。國際賽事每隔一年進行，選手來自歐、美及亞洲等國。課程

除教授健球運動的規則及技術，亦嘗試發掘有潛質的運動員。 
 
導師：曾子峰教練 
前香港健球代表隊成員 
香港健球總會二級教練 
5 年以上教學經驗 
 
備註： 
1. 師生比例：最多 1: 15 (如人數超過 15 人，將安排助

教或分班) 
2. 每堂時間：1 小時 
3. 場地：禮堂 / 活動室 
4. 課堂最少 9 人開班 
 
 



長跑運動訓練 
透過艱苦的長跑訓練，學生可以培養永不言敗及不屈不撓的體育精神。學生每次完成自己訂下

的長跑目標，有助提升自信，並培養學生終身運動的習慣。同時，長跑過程有助分泌安多芬，

讓學生紓緩學業壓力，有助學生建立良好人際關係及培養團隊合作精神。 
 
導師：盧少強教練 
長跑運動教練 (AASFP) 
運動科學及體適能 (HKPFA) 專業認證 
美國運動醫學學院會員 
擁有超過 10 年長跑教學經驗 
 
備註： 
1. 師生比例：1: 30 (如人數超過 30 人，將安排助教或分班) 
2. 每堂時間：1 小時 
3. 場地：操場 / 室外運動場 
4. 課堂最少 7 人開班 
 
 

兒童詠春訓練班 
詠春是中國傳統武術，注重紀律及尊師重道的概念。在課程中，教練會讓學生遵行這些傳統的

概念，鍛鍊學生尊重別人的美德。詠春亦是一個『刻己』的武術，有助他們培養獨立自主的性

格，提升抗壓能力、勇於接受挑戰。詠春動作可以鍛鍊學生的大小肌肉力量，身體敏捷度及協

調能力。學生互相切磋時，更可以鍛鍊與朋輩的合作、協調,讓他們有機會培養更有效的溝通

方法及合作的精神。課程內容如下： 
 詠春入門套路--- 小念頭 
 基本詠春手法練習—攤打、拍打、日字衝拳 
 馬步練習、轉馬、進退馬 
 
導師：資深導師 
 
備註： 
1. 師生比例：1: 12 (如人數超過 12 人，將安排助教或分班) 
2. 每堂時間：1 小時 
3. 場地：禮堂 / 體育館 / 活動室 
4. 課堂最少 7 人開班 



興趣項目 

 
作文好容易 -- 畫公仔講古仔 
用有趣的象形文字畫公仔，誘發學習動機，引起聯想圖像。由單字到兩字詞語，再到四字短

句，將有層次邏輯思維的句子連繫，便成為好文章。 
 
導師：潘樹仁主席 
香港孝道文化聯合會主席、濟川文化研究會會長、禮藝推廣統籌會主席、中華文化聯合會理

事、世界醫學氣功學會常務理事、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執行委員。國際知名生命教育家、

哲學家。多間大專院校客座教授，電視台及電台文化節目主講嘉賓，獲獎無數，研究及推行禮

藝教育、中華文化通識、儒釋道哲學等。出版著作 10 本，於全世界發表論文百餘篇，約共

220 萬字。 
 
備註： 
1. 師生比例：最多 1: 20 (如人數超過 20 人，將安排助教或分班) 
2. 每堂時間：1 小時 
3. 場地：課室 / 活動室 
4. 課堂最少 10 人開班 
 
 

畫畫技巧訓練班 
學習各種畫畫技巧，發揮想像力和培養創造力。課程由淺入深，適合不同年齡人士參加。 
 
導師：資深導師 
 
備註： 
1. 師生比例：最多 1: 10 (如人數超過 10 人，將安排助教或分班) 
2. 每堂時間：1 小時 
3. 場地：課室 / 活動室 
4. 課堂最少 6 人開班 
5. 課堂材料另外報價 
 
 

Sphero 機械球編程班 
Sphero BOLT 是一款可配合 App 使用的機械球，能助

學員一邊學習一邊發揮創意。學員可透過 Sphero Edu 
App 編寫程式、發掘由社群製作的精彩活動。內置亮

麗奪目的 8x8 LED Matrix，能將即時數據以動畫方式

展示。學員可透過在螢幕上繪畫、利用 Scratch 積木或

以 JavaScript 編寫程式碼，以創作和自訂各種遊戲，並

學習如何編碼。課程將運用 Sphero 機械球，讓學員可

學懂基本編程概念。 
 
導師：資深導師 
 
備註： 
1. 師生比例：最多 1: 15 (如人數超過 15 人，將安排助教或分班) 
2. 每堂時間：1 小時 
3. 場地：具備 WI-FI 的活動室 



4. 課堂最少 6 人開班 
5. 課堂材料另外報價 
 
 

Wood Art 木藝班  
課程採用 100% 有機環保木，以環保為主題，令學員發揮創造力和想像力，學習繪畫技巧並激

發腦部發展。 
 
導師：資深木藝師 
 
備註： 
1. 師生比例：最多 1: 15 (如人數超過 15 人，將安排助教或分班) 
2. 每堂時間：1 小時  
3. 場地：課室 / 活動室 
4. 課堂最少 6 人開班 
5. 課堂材料另外報價 
 
 

DIY 免換水 STEM 生態缸工作坊 
 
介紹不用換水的生態系統，更有機會親手製作一個環保生態缸，採用環保物料，以大自然循環

生態去養魚、種水草及種植物。活動陶冶性情，使身心靈健康！工作坊詳情如下： 
 
1. 講解生態缸開缸步驟 
養水殺氯、採用管道式生物過濾系統管理水質、建立硝化系統、佈置生態缸  
2. 活動：測試水質 
採用管道式生物過濾系統管理的水質、採用物理過濾系統管的水質、提供標準測試劑給參加者

親身測試以上兩種水質的氨、氮值。 
3. 活動：製作環保生態缸 
以環保物料示範如何製作環保生態缸，提供物料給參加者製作可養魚、種水草及種植物的環保

生態缸。 
 
導師介紹：林長富老師 
環保生態缸機構創辦人，超過 30 年養魚經驗。近年他積極投入研究及製作「水陸生態缸」，

採用他自創的「管道式生物過濾系統亅，把一般人對養魚要換水的煩惱徹底解決之餘，更可同

時灌溉植物，既環保又充滿生趣！ 
 
備註： 
1. 師生比例：最多 1: 10 (如人數超過 10 人，將安排助教或分班) 
2. 每堂時間：1.5 至 2 小時 
3. 場地：課室 / 活動室 
4. 課堂最少 8 人開班 
5. 每位參加者可獲玻璃魚缸、自創的管道式生物過濾系統 1 套及顏料 1 套 
6. 可供選擇的顏料主題：白兔、生日蛋糕 
7. 參加者可獲生態缸網上課程一套。學員可於本會網上學習平台免費重溫學習內容 



附件二：網上課程介紹 

 
 
登入網上學習平台方法 (在手提電話和電腦中也可上課)： 
(1) 登入本會的微信公眾號 (名稱：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2) 用微信掃描右方的二維碼 (QR Code)。 
(3) 登入網址 www.hkedupalace.com (之後需使用微信登入) 
 
 

安心樂安全教育課程 
 
本課程共有 18 課。網上精讀版抽出其中 10 課的部份內容和各位同學分享。每個課節包括一些

由真實情況改編的個案，以及如何預防、應對那些風險的建議。詳細內容包括： 
 
(1) 欺淩勿語？不想發生，卻不可不談 
(2) 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還是七級危險？ 
(3) 網上交友：小心，否則可能抱憾終生！ 
(4) 兒童性侵犯：熟人比陌生人更危險？ 
(5) 消防安全：火災大多數人不是被活活被燒死？那最致命是什麼？ 
(6) 旅遊安全：出外旅遊，原來危機四伏？ 
(7) 交通安全：安全回家路路通 
(8) 家居安全：每隔 30 秒就有一個兒童因受傷而死亡？ 
(9) 食品安全：禍從口入？保持衛生！ 
(10) 野外安全：人在野，莫欺山莫欺水 
 
課程獲國家版權局版權註冊證書 (登記號：粵作登字-2018-A-00004393)。於 2020 年，更獲廣東

省企業培訓研究會選為 10 大“版權保護優秀獎”版權課程。 
 
 

創意尖子英文寫作課程 (Stage 1 -4) 
 
課程整理好一整套系統性強、實用性高的英文寫作課程。課程一步一步由教授學生如何寫作不

同文體。 
 
課程旨在培訓英語寫作及組織表達能力，對加強創意思維等能力有顯著幫助。通過系統學習，

課程全面提升學生的英語水準，通過訓練與實踐提升英語寫作的實際技能。每個階段的課程除

精選 4 個主題，獨家教授文章寫作手法和技巧，並學習寫作必學詞彙 (如有關天氣/心情/長相/
外貌特徵等詞彙)。 
 
『創意尖子英文寫作課程』為中國版權註冊課程。國家版權局註冊號：粤作登字-2020-A-
00000698。詳細內容包括： 
 

階段 寫作主題 (類型) 

Stage 1 

(1) Football 足球 (故事) 
(2) Candy and her doll 仙蒂和她的洋娃娃 (故事)** 
(3) My Best friend 我最好的朋友 (描寫文) 
(4) Festival 節日 (說明文) 

Stage 2 
(5) Nightmare 噩夢 (故事) ** 
(6) My classmate 我的同學 (描寫文) 



(7) Get ready to school 準備上學 (記敘文) 
(8) Email to aunt 發電郵給阿姨 (書信) 

Stage 3 

(9) Unforgettable event 難忘的事件 (記敘文)** 
(10) My birthday 我的生日 (故事) ** 
(11) Robbery 搶劫 (記敘文) ** 
(12) My teacher 我的老師 (描寫文) 

Stage 4 

(13) Sport day 運動日 (議論文) 
(14) Helicopter 直升機 (議論文) 
(15) Behaviours at home 在家的行為 (說明文) 
(16) Newsletter 通訊 (說明文) 

**注意：範文內容含有驚嚇、交通意外傷亡、搶劫傷亡內容，建議家長陪同子女一同上課，並

給予指引。 
 
 

英語必修語法精讀班 
 
本課程希望可以協助想學好英文語法基礎的同學，一步一步學好基礎語法，為英文更進一步打

下堅實基礎。詳細內容包括： 
 
◼ 為什麼要學語法 (Grammar)？ 

◼ 部分詞類簡介 

◼ 什麼是名詞 (Noun) ？ 

◼ 那些是不可數名詞 (Uncountable Noun) ？ 

◼ 那些是可數名詞 (Countable Noun) ？ 

◼ 代名詞 (Pronoun) 是什麼？ 

◼ 動詞 (Verb)：什麼是時態 (Tense)？ 

◼ 現在式 (Present Tense) 什麼時候用？ 

◼ 過去式 (Past Tense) 什麼時候用？ 

◼ 有關方向的介詞 (Preposition of Direction) 

◼ 表達數量的英語 (Quantifier) 

◼ 比較級和最高級形容詞 (Comparative and Superlative of Adjective) 

◼ 連接詞 (Conjunction) 

◼ 不同主題的練習、教學及題解 
 
此課程為『創意尖子英文寫作課程』中的部分基礎篇內容 (國家版權局註冊號：粤作登字-
2020-A-00000698) 
 
 

3 分鐘講故事 -- 學聖賢養正氣：生命成功課程 
 
人生的成長在青少年時期的學習影響最大，快樂學習是容易吸收知識的氛圍，向小朋友講故

事，最容易令他們在輕鬆的氣氛中吸納知識，而且可以與講者一同討論內容，更容易令孩子加

深記憶及學習興趣。本課程用講故事的方式，誘導聽眾細心追尋結局，並且以俊傑彥士 (如孔

子、孟子、范仲淹、杜甫、李白、蘇東坡、曾國藩等) 的生命歷程，作為自己成為聖賢的成功

指標，踏上人生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