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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電話：  2741 5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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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郵地址： enquiry@maestro.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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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師教育成立於 1999 年， 為教育局認可的註冊教育機構 〔註冊編號: 557099〕。

我們的團隊擁有專業的學術知識及教育經驗，致力協助學員解決學習上的疑難，並與合

作機構共同培育學員德行潛能的發展，在達成「教學新理念」的同時，亦為學員及家長

提供多元的「學習新體驗」。憑藉優質的服務質素及穩健的拓展策略，學員及課程種類

與日俱增，服務更拓展至幼稚園、小學、中學及社區中心。 

 

 我們所提供的「一站式」輔導、教學支援及培訓服務日趨多元化，設立多個培訓團

隊，擁有不同的策略性專業合作夥伴，多年來已為全港超過 300 間不同的機構和學校提

供各類學術、培訓及興趣課程，深入瞭解不同機構的教學配套和營運特色，全面迎合個

人、學校及商業機構的需要。 

maestro.edu.hk 

 如閣下對我們所提供的課程有任何興趣，可聯絡本中心的 

項目經理，我們會根據閣下的要求製作一份詳細的課程建議書以供參考。 

所有到校課程適用於： 
    

校本支援計劃 
來港學童適應計劃 

SEN 特殊學習需要支援計劃 
資優教育支援計劃 

非華語學童支援教育服務 
區本‧校本‧關愛基金─清貧學生課後支援計劃 

成長的天空 
伙伴先導計劃 
優質教育基金 

STEM 教育津貼計劃 

歡迎各學校及機構
使用採購卡(P 卡) 
繳付服務款項 



卓越正向「思‧為」教學團隊 
以「人的思想行為受潛意識影響」(Virginia Satir ”Iceberg Theory”) 為理論基礎，研

發有效的教學方法，彌補現行主流教育的不足；由經驗豐富的專業導師團隊指導，培養

學員自理自學的能力，同時強化學員在二十一世紀多元學習環境下的適應變通力，以達

成「內外兼備、全人發展、終身學習」的目標。 

新來港學童教育支援小組 
根據新來港學員不同的文化背景及學習程度，集中資源協助學員循序漸進地適應本地

學習模式，由淺入深地踏上達標的學習軌道，讓學員與本地同學共享學習的樂趣，建

立未來回饋社會的能力。 

課外活動及其他學習經歷課外活動及其他學習經歷課外活動及其他學習經歷課外活動及其他學習經歷    
本著一貫的「全人教育」辦學理念，憑藉多年舉辦各類課外活動的經驗，依靠卓越正向

「思‧為」教學團隊的專業知識及技能，2019 年，我們將會因應人才發展的趨勢，針對

青少年行為心理發展的需要，以提升學員面對未來挑戰的能力為設計藍本，籌備各類課

程，兼辦相關課程的行政工作、質素檢測、回顧檢討、成果分享等活動，為學校、機構

或社區中心提供「一站式」策劃及推行服務。 

Why Maestro? 
我們的優勢 

SSSSTTTTEEEEAAAAMMMM  教育支援特工隊 
SSSSTTTTEEEEAAAAMMMM 教育支援特工隊全方位支援學校和機構，令其充分運用資源及津貼， 有效推行

SSSSTTTTEEEEAAAAMMMM 相關課程及活動，服務包括: 課程設計、恆常教學內容整合、到校實驗支援等， 強化

學員科學 Science、科技 Technology、工程 Engineering 、藝術 Art 及數學 Mathematics 

各學習領域及跨學習領域的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的能力，培養二十一世紀所需要的創造

力、協作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使之成為相關範疇的多元人才。 



學術學術學術學術    及及及及    語言語言語言語言 P.1P.1P.1P.1                 

 

應試訓練系列 P.09 

英文系列 P.10 

中文系列 P.11 

親子系列 P.11 

 

 

邏輯邏輯邏輯邏輯    與與與與    思維思維思維思維 P.13P.13P.13P.13                
 

LOGiCO 樂智高系列 P.14 

思維訓練系列 P.16 

數學系列 P.16 

 

 

藝術創意藝術創意藝術創意藝術創意 P.17P.17P.17P.17    
 

奇幻魔術系列 P.18 

視覺藝術系列 P.22 

表演及創意藝術系列 P.23 

 

 

 

體藝體藝體藝體藝 P.25P.25P.25P.25                    

生活通識生活通識生活通識生活通識 P.29P.29P.29P.29    

公眾講座公眾講座公眾講座公眾講座    及及及及    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 P.33P.33P.33P.33 

目錄 



學術及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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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橋英語課程 

Cambridge English Juniors, Pre–Starters 

 
課程以遊戲學習的方式向幼兒教授基本英文知識，讓幼兒提早學習英語，並助其早日完成劍橋的 

Starters, Movers, Flyers 系列的考試。主要內容包括：英語生字的學習、唱遊兒歌、小組遊戲等。 

Cambridge  
English Juniors 
劍橋英語幼兒課程 

對象 : K.1-K.2 

Cambridge  
English Pre-Starters 
劍橋英語預備課程 

對象 : K.3 

● 啟發語言潛能 

● 培養良好說話與聆聽的態度及習慣 

● 發展欣賞、思考和想像的能力 

● 培養閱讀、問答和發表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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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mbridge English YLE 基礎試等級 

Cambridge  
English Starters Lv.1 
劍橋英語課程 

對象 : P.1 - 2 

Cambridge  
English Movers Lv.2 
劍橋英語課程 

對象 : P.3 - 4 

Cambridge  
English Flyers Lv.3 
劍橋英語課程 

對象 : P.5 - 6 

課程目標 : 

● 掌握應試竅門及重點 

● 熟悉考試的結構及形式 

● 增強考試所要求的語言能力 

● 提高聆聽、閱讀寫作和會話的答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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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PC幼兒表演啟蒙考試，分為 Gold，Silver 及 Bronze級別，適合 3歲或以上的幼兒參加。

本課程透過有趣的兒歌、舞蹈、話劇等教學元素，針對考試的範圍而設計，有效培養幼兒

學習興趣，提升英文能力， 從而讓幼兒為考試做好充分的準備。 

Level 級別 Duration 時間 Performance Skills 表演技巧 

Bronze銅 5-8 分鐘 最少示範兩種表演技巧 

Silver銀 8-12  分鐘 示範兩至三種表演技巧 

Gold 金 10-15 分鐘 最少示範三種表演技巧 

在每個級別的考試中，學生須完成在考試範圍列出的兩個項目： 

 

第一個項目：小組示範已排練的表演。 

第二個項目：考官與小組成員對話，話題圍繞第一個項目的演出，考官亦會向學生輕鬆

發問，邀請他們回答。在某些國家，老師或組長可能要擔任傳譯員。 

Performance skills include 表演技巧包括： 

1. Speaking poetry or prose 朗讀詩歌／散文 

2. Dramatic expression 演認戲劇性表情  

3. Singing 唱歌 

4. Playing musical instruments 彈樂器 

5. Expressive movement 動作  

6. Mime 默劇 

7. Use of costume, props and/or masks 利用服裝、道具和／或面具  

8. Use of puppets 利用木偶 

YPC表演證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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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d-Phonics 
英語拼音 

課程採用世界認可的 Phonics Kids 為教材， 透過故事、唱歌、

遊戲等教學方式，幫助建立語音記憶。 主要內容包括： 26個

英文字母的發音、長短母音、子音等。 

認認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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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入學預備班 

(中英數) 

課程著重提升幼兒的學習能力及技巧， 透過角色扮演、模擬練習及有趣的活

動等形式， 讓幼兒先鞏固幼稚園已學知識，再增強孩子應付小學中、英、數

三科的能力；培養學生正確學習態度及自理能力， 令孩子適應全新學習環

境， 減輕父母的負擔。 主要內容包括:中文象形字、中文簡單筆劃和筆順、英

文常用生字、英文基礎文法、數學加法減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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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入學面試訓練班 

課程透過課堂講解、提問啟發、小組討論及視頻分享等輕鬆互動的方

式，教授面試技巧和基本禮儀，加強幼兒對環境的認識及周遭事物的

觀察力，使他們能自信地表達自己，在入學面試時有驕人突出的表

現，成功入讀心儀的小學。主要內容包括:自我介紹技巧、個人問答

技巧、小組面試技巧、學術知識訓練、英語面試訓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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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借助形象的圖片和短片、活動式的教學方法，引領幼兒以拆解和重組等方式，瞭

解漢字的結構，認識漢字的部首，讓幼兒初步認識漢字的音形義的關係，在短時間內

掌握大量生字。主要內容包括：部首名稱、部首和字義的關係、部首構字方法等。 

漢字變形金剛 
(適合 K.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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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PSK 港澳地區幼稚園  

普通話水平考試應試班 

GAPSK 試是由北京大學語言教育研究所研發、首個中國教育部

港澳臺辦公室審批的港澳地區中小學普通話水準考試，分為初

級、中級、高級三級，考核幼兒聽、說、讀三方面的普通話應

用能力。本課程專為參與該測試之幼兒而設，採用考試部門所

提供教材，讓幼兒在愉快環境中掌握考試的內容、瞭解考試形

式而獲取證書。主要內容包括：字詞及句子認讀、兒歌和詩歌

朗誦、日常對話、聆聽訓練。 

Trinity GESE  
英語口語等級考試課程 

Trinity GESE 英語口語等級考試是倫敦聖三一學院專門針對

非英語考生而設，4歲或以上的幼兒可因應個人能力而投考不

同級別的考試。 本課程為參與該項考試的幼兒而設，教材根據

考試內容、形式及範圍而制訂，圍繞相應的考試主題教授不同

的詞彙、語法及溝通技巧，令幼兒充分掌握考試內容，提升的

語文及說話能力，從而能在考試中取得佳績。主要內容包括：

英語生字文法的學習、英語聽說訓練等。 

Cambridge  
Pre-starters  

劍橋英語課程 (預備組) 

課程以遊戲學習的方式向幼兒教授基本的英文知識，讓幼兒

提早學習英語，並助其早日完成劍橋的 Starters, Movers, 

Flyers 系列的考試。主要內容包括：英語生字的學習、書寫訓

練、唱遊兒歌、小組遊戲等。考試等級詳情請參見 P.3。 

Cambridge Starters 
劍橋英語課程  

(基礎第一級) 

課程依據「劍橋小學英語考試(YLE Tests)」大綱編委訂，重

點加強幼兒運用英語的能力及自信，透過英語的語言學習環

境，以自然輕鬆啟導之方式幫助幼兒提升英語能力，協助幼

兒在考試奪取理想成績。主要內容包括：英語詞彙的學習，

閱讀、寫作、聆聽及會話訓練，摸擬試題操練等。  

考試等級詳情請參見 P.3。 

應試訓練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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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系列 

Baby English 
Sing-Play-Learn 

課程透過不同的遊戲主題培養幼兒對學習的興趣，刺激幼兒的腦部發展，

啟發思維。 主要內容包括：唱遊、 小組遊戲、美勞創作、感官遊戲等。 

幼兒英語應用課程 

課程透過日常生活的主題營造真實的語言環境，讓幼兒在歡樂的氣氛中激

發學習英語的興趣，培養英語的語感，提升聽、 講、讀、寫各方面的能力。

主要內容包括： 常用詞語，讀寫練習，句子運用等。 

Storytelling 
英文故事閱讀班 

課程透過 Big Book英語故事， 增強幼兒的英文詞彙量， 掌握英語發音，

並激發幼兒對英語閱讀的興趣，提升運用英語的信心。 主要內容包括： 故

事閱讀、詞彙學習、 小組遊戲等。 

Phonics英語話劇 

課程透過戲劇遊戲， 讓幼兒在輕鬆愉快的環境中學習英語拼音，訓練幼兒

的英語聽講能力；借助熟讀劇本的過程， 訓練幼兒咬字發音的準確性及情

感表達技巧；透過角色扮演， 鍛鍊幼兒公開表演的自信及膽量。主要內容

包括： 26個英文字母的發音、 唱遊、 角色扮演、詞彙學習等。 

Letterland                         
圖像英語拼音小跳豆  

課程透過有系統及富於趣味性的 Letterland 教材，讓幼兒循序漸進地認識

26個英文字母的字音， 學懂正確的拼音技巧，有助提升默書串字及英語的

閱讀能力。 主要內容包括： 26個英文字母的發音、 識別單詞中的讀音、

學習拼讀生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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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閃」圖像中文生字 

適合 K.1-K.3 

課程以圖畫顯示、遊戲活動等生動有趣的教學方式，讓幼兒愉快地

運用聯想、比較等方法，有效辨認常見的漢字，初步瞭解漢字的音

形義，增加詞彙量，為進一步學習中文打下良好的基礎。主要內容

包括：生活常見詞彙，如水果、食物、動物等。 

中文生字高速學習法 

適合 K.2-K.3 

課程配合有趣的遊戲和短片，讓幼兒瞭解漢字的結構特點，掌握書

寫的方法，在輕鬆愉快的氛圍中快速掌握漢字，為小學學習中文奠

定良好的基礎。主要內容包括：漢字的筆劃和筆順、漢字的構成方

式、正確握筆和運筆的技巧等。 

普通話拼音童樂坊 

適合 K.3 

課程以耳熟能詳的兒歌、有趣的繞口令和遊戲等形式，激發幼兒學

習普通話的興趣，引導幼兒學習漢語拼音，為進一步提高普通話的

能力打好基礎。主要內容包括：聲母的發音和書寫、韻母的發音和

書寫、簡單拼讀技巧等。 

普通話唱遊班 

適合 K.1-K.3 

課程以幼兒熟悉的日常生活為主題， 透過生動有趣的故事， 優美悅

耳的兒歌和多元化的遊戲，提高幼兒學習普通話的興趣，奠定語言

學習的基礎。主要內容包括：常見詞彙、日常對話、簡單句子等。 

中文系列 

親子故事閱讀班 

課程讓家長和孩子瞭解講故事的要求，掌握講故事的技巧，享受講

故事、聽故事的樂趣，並增強親子關係。 主要內容包括：講故事基

本技巧、編故事的方法、在故事中學習漢字、故事中的榜樣作用等。 

親子幼兒面試班 

課程透過活動講解家長及孩子瞭解幼稚園面試的宜與忌 ；針對現

時幼兒面試對症下藥，助孩童一擊即中，考入心儀學校。主要內容

包括: 家長訓練的技巧、訓練幼兒面試會話技巧、生活小常識的學

習、模擬面試大挑戰等。 

親子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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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精彩課程 

Trinity Communication 英語溝通技巧考試課程 

英語兒童律動 

Flash 圖像高速英文生字 

ABC Music and Me 

親子「快閃」圖像中文生字 

親子普通話唱遊 

親子普通話會話班 

英國「小雅思」英語課程 

BNCL 普通話水平測試應試班 

多國語言 Playgroup 

兩文三語 Kinder Talk 

*課程內容將因應情況有可能更改或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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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輯與 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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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GiCO 樂智高是一套講求邏輯推

理的教材，由德國教育專家研發，獲得不

少獎項。該套教材主要訓練幼兒的手腦協

調、邏輯思維、應變反應等能力，而這些

能力將會影響幼兒的學習成效。 

 

 我們則運用這套教材，製作了一系

列課程，提升幼兒的邏輯思維能力，訓練

幼兒左右腦的協調，並提升幼兒的專注

力。在課程中，導師會以不同的解難活動

刺激幼兒的思考，並運用小組競賽來讓幼

兒投入地完成種種解難任務，而 LOGiCO

樂智高則是本系列課程的主要教材。 

 

LOGiCO 
樂智高系列 



 P.15 

 

 

 

 

LOGiCO  
樂智高體驗 

本課程引導幼兒初步體驗 LOGiCO的智慧和樂趣，從中啟發思維，培養

幼兒學習的興趣， 協助幼兒在學習中取得佳績。主要內容包括：在農莊

裡，數數、比較與分類 ，交通常識，觀察與理解等。  

LOGiCO 
邏輯達人 

幼兒將接受邏輯難題的挑戰，在分析難題、解決難題的過程中增加邏輯智

慧，成為真正的邏輯達人。 主要內容包括：感知與辨別，觀察與理解，

聯想、推理與字詞遊戲等。  

LOGiCO  
大腦潛能發展 

透過運用 LOGiCO，刺激大腦的活動， 促進大腦發展，培養思考的習慣，

提升學習能力，令幼兒學習得心應手。主要內容包括：邏輯遊戲，春夏秋

冬，看馬戲，觀察與想像，聯想與推理等。  

LOGiCO  
專注力狂想曲 

本課程由專業導師指導，帶領幼兒專注地完成一個又一個的 LOGiCO樂

智高任務，不斷挑戰難度， 從而提高專注能力。主要內容包括：專注力

與顏色，專注力的朋友，專注力與判斷等。  

LOGiCO  
對對碰 

LOGiCO對對碰是一個配對遊戲，讓幼兒配對出適當的組合，同時配合高

階的邏輯思考，達致頭腦靈活、眼明手快的學習目的。主要內容包括：觀

察力訓練，觀察與聯想，觀察和分類，發現、聯想與判斷等。  

LOGiCO  
幾何思維訓練 

透過分辨不同的幾何圖形，增加幼兒對幾何的認知，改善空間思維能力，

提升想像力，增強幼兒對數理的學習能力，協助他們在學習上取得佳績。 

主要內容包括：尋蹤覓跡、基礎幾何、坐標幾何等。  

LOGiCO  
智慧啟發 

課程透過 LOGiCO樂智高智慧測試，進行智慧的啟發，刺激大腦的發育，

增強思考能力，讓幼兒在各方面都有良好的表現。主要內容包括：觀察與

注意、感知與辨別、發現與聯想、交通常識、數感啟發等。  

LOGiCO  
數感啟發 

課程透過高度、長度的估算，引導幼兒對數學的直觀感覺；同時選取生活

實戰題， 把數學學習延續到生活中，持續增加對數學的敏感度， 讓幼兒

在數學學習上快人一步，贏在起跑線。主要內容包括：有趣的數字遊戲，

6以內的數，10 以內的數，比較和空間方位，數的遊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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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腦思考法 

課程以科學開發幼兒大腦潛能為依歸，透過生動的題材、遊戲以及多元化教

學活動，充分發揮幼兒全腦學習的能力。通過學習，既培養幼兒的思考能

力，又能訓練幼兒的觀察、表達、創作和手眼協調的能力。主要內容包括：

「思維遊戲」、「觀察力訓練」、「六頂帽思考法」、「腦力激盪法」、

「六六討論法」等。  

小小福爾摩斯 

課程透過一些有趣的偵探故事或遊戲，逐步培養幼兒觀察、思考、分析及推

理的能力，加強幼兒思維的邏輯性，提升他們的判斷能力及解決問題的能

力，增強幼兒的自信。主要內容包括：「名偵探的故事」 、「成為名偵探

的條件」、「觀察力訓練」 、「神奇解碼學」 、「奇幻探險」等 。  

思維訓練系列思維訓練系列思維訓練系列思維訓練系列    

珠心算啟智班 

課程以算盤為學習工具，主要學習加減珠算的方法。 內容由淺入深，圖文

並茂，從「珠算」入手，「心算」、「聽算」及「看算」同步訓練，集科學

性、系統性、趣味性及實用性於一體，通過多元化教學，逐步提升幼兒的數

學運算及邏輯思維能力。主要內容包括：珠心算簡介、直加直減珠心算、滿

五、滿十珠心算、破五加減珠心算、進位及退位珠心算等。  

手指速算 

課程有系統地教授幼兒利用一雙靈巧的小手，演繹神奇的速算技巧，享受無

窮的計算樂趣，在潛移默化中培養幼兒學習數學的信心和能力，並有效地鍛

煉幼兒手腦協調性。 主要內容包括：指法規定與手指算訓練、直加直減指

心算、伸拇減湊加法及屈拇加湊減法、伸拇加尾加法及屈拇減尾減法等。  

幼兒奧林匹克數學 

本教材透過別具一格的視角，通俗易懂的語言、生動有趣的插圖，把抽象的

數學概念簡單明瞭地介紹給幼兒。通過本課程的學習，幼兒不但瞭解基本的

數學概念和方法， 紮實數學基本功，還能促進學習能力的養成，提高學習

興趣。主要內容包括：圖形的認識，比較大小和多少，找不同，找規律，圖

形組合等。 

數學系列數學系列數學系列數學系列    

*課程內容將因應情況有可能更改或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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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 

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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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術不只是障眼法！而是通過特殊的手法及道具，利用轉移注意

力、燈光效果以及人們的錯覺等原理製作舞臺效果，令觀眾覺得不可

思議的表演藝術。為此，魔術師須純熟使用道具、準確操縱現場、掌

控人們心理，才能為觀眾呈現一台精妙絕倫的魔術表演。 

 

 我們的專業魔術研發團隊與表演經驗豐富的導師，攜手設計出一

系列專業魔術表演課程，充分展示連貫、完整、系統化的魔術「程式」，

並利用模仿、分享、討論和比賽的不同環節， 讓學員在感受魔術的魅

力的同時，促進大腦進行多工作業訓練， 增強手腦的協調性，提升思

維的靈活性和創造力。 

奇幻魔術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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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法小靈精 
學習魔術能滿足幼兒的好奇心，增強學習新事物的興趣；表演魔術，

更可訓練幼兒的膽量及表達能力，在享受魔術樂趣的同時提升自信心。 

英語魔法小靈精 

課程除了教授魔術表演外，還滲入英語學習的元素。透過魔術表演，

訓練膽量，並以英語進行魔術表演，提升英文的口語能力。內容包括：

魔術入門、魔術基本效果、表演練習等。 

     Index  Middle  Ring 

Thumb         Pinky 

課題介紹 : 

魔術入門 

構成魔術的元素 

魔術的基本效果 

魔術表演的步驟及流程設計 

精彩的魔術表演 

魔法擂台大激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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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透過調色遊戲、歷史小故事、素材介紹等活動，發揮幼兒的創

意及想像力， 提升觀察和動手能力；同時借助繪畫創作，抒發情緒

和表達感情。 

課程帶領幼兒認識不同的藝術創作方法，在進行藝術仿製及創作期

間，幼兒的觀察力、手眼協調的能力、藝術美感觸覺等都會得到啟發。 

DIY 綜合美勞 

課程以 DIY 方式，引導幼兒輕鬆製作各種玩具或飾品，令幼兒增強手指的靈活

性， 改善手眼協調， 提升對美勞的興趣，培養藝術審美能力。主要內容包括：

創意撕貼畫、拼貼冰棒、玻璃畫匙扣、自製趣味小玩具等。 

 

課程設計以開放性、 多元性為原則，營造創新的學習氛圍，豐富美勞創作的主

題，令學員製作別具一格的藝術品，發揮無限的創意，提高藝術的欣賞能力。 

 

DIY綜合美勞 

幼兒創意藝術屋 

 

 

右腦創意藝術 

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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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福音樂是一種教學法，主張「從經驗中學習」，配合本土文化的特性及素材，

以語言節奏、律動、歌唱、舞蹈、樂器合奏、即興創作等方式讓小朋友感受和學

習音樂。本課程利用奧福教學法的輕鬆導入，有效運用「探索」及「經驗」 的

元素，激發幼兒的想像力、幻想力、潛能及創造力。 

主要內容包括：介紹奧福音樂、樂器的分類、律動創作等。 

ORFF奧福音樂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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繽紛木顏色畫 

課程會著重以啟發式的教學方法，指導幼兒以水溶性木顏色繪畫， 通過不同

的繪畫主題， 培養幼兒獨立思考習慣，提升對藝術的興趣。  主要內容包括 : 

繪畫技巧，靜物、風景、人物及人像等繪畫練習。 

小畫家．大創作 

課程透過藝術創作活動，利用簡單圖案發揮創意，培養小朋友全面的創造、

觀察和表達能力。主要內容包括：太空人創作、冰棒創作、手指畫、刮畫、

水墨畫。 

中華藝術啟蒙班 

透過不同的藝術創作活動或比賽，製作一些中國傳統的小玩意及藝術品，增強幼

兒對中國傳統藝術的認識，引發他們對中國文化的興趣。主要內容包括：中國文

化藝術簡介、藝術品的由來及製作步驟等。 

樂在指頭 

（小肌肉訓練） 

鍛煉小肌肉對於將要入讀小學的幼兒尤為重要。課程透過不同的主題遊戲或

美術創作，促進幼兒手指的肌力、靈活性及手眼協調的發展。主要內容包括：

黏土創作、手指畫、拼圖畫、串珠訓練等。 

摺紙樂 

摺紙是一個手腦並用的活動，摺紙能有效開發幼兒的想像力和創造力，鍛煉

其動手能力和獨立思考能力，並讓幼兒在體會成就和滿足感的同時建立自

信。主要內容包括：摺紙符號的認識、常用工具的介紹、摺紙冷知識、不同

主題的作品創作等。 

手偶創意班 

手偶對幼兒通常富有吸引力。本課程透過故事和創作手偶活動，令幼兒發揮

創意，提升專注力，增加手腦協調度。主要內容包括：卡通人物創作、普通

人像創作、家庭成員創作、話劇表演等。 

手指畫出魔法 

課程讓幼兒以手代筆，盡情繪畫心中所想，從而讓幼兒發揮想像力，掌握繪

畫技巧，激發藝術創意。主要內容包括：創作以水果、動物、風景等為主題

的手繪畫。 

視覺藝術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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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創意攝影 

課程主要介紹簡單的攝影知識，讓幼兒展示童心童趣，增加對攝影的興

趣，激發潛能和創造力。主要內容包括：相機的使用方法、基本拍攝技

巧、簡單構圖、作品分享等。 

敲擊樂啟蒙班 

課程以有趣的音樂遊戲教授樂理，讓幼兒在製作各種敲擊樂器的過程中

認識拍打的節奏，感受敲擊樂帶來的樂趣，發揮合作精神，激發幼兒的

創作力。主要內容包括：認識敲擊樂樂器、拍打的節奏、音樂遊戲、樂

理知識等 。 

自製樂器音樂家 
透過自製不同樂器，  培養兒童對音樂的興趣，並發掘兒童個別的特質，

啟發音樂潛能。主要內容包括：自製樂器、音樂遊戲、基本樂理等。 

故事小手工 

透過故事、遊戲及製作手工等方式，令幼兒提升審美觀，增加對手工的

興趣，改善聽講能力。主要內容包括：製作故事小道具、場景創作、說

話技巧等。 

小小馬賽克 

課程教授馬賽克鑲嵌的方法，讓幼兒學習如何運用幾何排列來拼貼出具

創意的精彩世界，從而培養幼兒對美術的愛好，鍛煉其動手能力，開啟

其想像力，發揮其創意。主要內容包括：製作馬賽克杯墊、汽車主題

畫、飾身木盒等等。 

繽紛黏土製作  

課程介紹黏土的使用方法和創作技巧，教授幼兒以輕黏土創作，同時幼

兒可為自己的作品添加不同顏色，藉此擴闊想像空間，刺激右腦創作潛

能。主要內容包括：製作趣緻可愛的動物、食物、小擺設等。 

沙藝創作樂 

課程引導幼兒自行設計不同顏色和圖案的創意沙畫，製作獨一無二的裝

飾小樽及其他沙藝作品， 從而有效地增強幼兒的藝術觸覺，已經完成的

作品可帶回家中作裝飾用途。主要內容包括：自製「沙」、許願瓶創

作、瓶畫等。 

創意及表演藝術系列創意及表演藝術系列創意及表演藝術系列創意及表演藝術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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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精彩課程 

硬筆書法啟蒙 

毛筆書法啟蒙 

創意環保小手作 

親子創意手工藝 

親子合作畫班 

親子幼兒音樂律動 

親子敲擊樂啟蒙班 

「 聽唱玩賞 」 音樂班 

Fusion 環球樂器多聲道 

幼兒西方藝術啟蒙班 

一筆畫到底 

*課程內容將因應情況有可能更改或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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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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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幼兒歷奇 

室內歷奇的活動，透過一些大小肌

肉活動，使幼兒有紓展筋骨的機

會，增強大肌肉發展，提升身體協

調性。主要內容包括：障礙賽、感

覺綜合訓練等。 

幼兒參加歷奇冒險活動可以鍛煉大小

肌肉，使身心得到健康發展。為了讓

幼兒有更多機會進行歷奇冒險，增加

他們在各方面的能力，我們舉辦了一

系列幼兒歷奇活動，讓幼兒可以在玩

樂中學習合作，培養團隊精神。 



 P.27 

 

 

 

 

透過學習各類型的舞步和技巧，增加幼兒對音樂節

拍的敏感度及節奏感，訓練身體協調能力及大小肌

肉控制力，同時讓幼兒享受舞蹈的樂趣。 

課程透過一些暖身運動、有氧運動、肌耐力訓練、遊

戲、緩和運動等，提升學員的心肺耐力，訓練身體機

能；同時透過融合遊戲，培養學員對肢體運動的興

趣，發揮團結合作的團隊精神。 

體適能‧我至叻 

舞蹈啟蒙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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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肌肉韻律班 

大小肌肉是一種口語上的統稱。大肌肉是指運用大肌肉系統的動作，

如跑步、跳躍、平衡感等。小肌肉是指精細動作的肌肉控制及協調的

發展，如：握筆、翻書等技巧。本課程根據幼兒的發展階段、神經系

統及肌肉成熟程度為本，以多元化活動協助幼兒健康成長。主要內容

包括：健腦操、感覺統合運動、大小肌協調運動等。 

開心瑜珈班 

課程由專業導師帶領，透過瑜伽遊戲的前導， 進行瑜伽和靜坐冥想的

練習，既能改善身體的柔韌度，又能令人心安神靜。主要內容包括：

動物瑜珈操、遊戲瑜珈等。 

幼兒 Kickboxing 

Kickboxing起源於泰拳。以拳、腿、肘、膝的空擊及擊靶等訓練，提

升身體協調性、心肺耐力等，讓幼兒在體驗運動的樂趣，藉此改善身

體質素， 同時學習實用防身自衛術。主要內容包括：拳擊簡介、基本

拳種、步法及體能訓練等。 

爵士舞班 

爵士舞是一種充滿動感的多元化節奏型舞蹈，舞步揉合著剛與柔的特

性。幼兒可以在輕鬆愉快的學習氣氛下學習基本舞步，培養對舞蹈藝

術的興趣，並鍛鍊身體協調及筋骨柔軟度，訓練專注力及紀律性。 主

要內容包括：入門舞步、進階舞步、舞步排練等。 

拉丁舞班 

拉丁舞是國際標準舞的一種，節奏和旋律奔放，有助減輕幼兒的學習

壓力，鬆弛神經、強身健體及增進人際關係。本課程帶領幼兒學習拉

丁舞的基本技巧，主要內容包括：喳喳、冧巴、森巴舞等。  

Para Para舞不停 

Para Para 是一種以手部動作為主的舞蹈。透過不同的舞蹈活動，幼兒

可以增加手部的靈活性， 提升節奏感，為日後學習運動和藝術活動奠

下良好基礎。主要內容包括：入門舞步、進階舞步、舞步排練等。 

其他體藝課程 

*課程內容將因應情況有可能更改或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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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智能理論」由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及心理學家霍華德·迦納（Howard 

Gardner）所提出，當中包括: 語文智能、空間智能、邏輯數學智能、肢體動覺智

能、音樂智能、人際智能、自然觀察智能、內省智能、存在智能；各人智能類別強

弱不一，因而產生不同的智能組合。 

 

 本系列課程根據多元智能教學法（Multiple Intelligence Approach）設計，透

過均衡發展的方式，提升強勢智能，彌補弱勢智能；令學員增強自信，全面促進不

同智能領域的發展，發揮全腦學習的之優勢，成為新世代學習達人。 

多元智能記憶力訓練法 

課程以畫畫、說故事、聽音樂等有趣的活動，讓幼兒在快樂輕鬆

的氣氛下掌握有效的記憶法，改善邏輯思考和專注力，開啟其多

元智能，並啟發大腦潛能，促進全腦應用。主要內容包括：自然

觀察、數字聯想、腦力激蕩等。 

生活通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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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注力大考驗 

透過觀察圖像、分辨顏色、健腦運動等，配合輔助器材，進行多感

官專注訓練，提升幼兒學習的動機，增強求知慾，並將專注力轉移

於日常學習中。主要內容包括：圖像迷宮、專注運動、目標建立。 

美味小廚師 

幼兒在親手炮製小美食的過程中，學習珍惜食物及增強對健康飲食

的觀念，提升幼兒的自理能力，學習互助合作，分享勞動成果。主

要內容包括：製作巧克力、木糠布甸、湯圓等。 

玩具設計師 

課程為幼兒提供一個自行創作玩具的機會，有充足的創作材料，專

業的玩具製作指導，讓幼兒能在設計玩具的同時，培養創意思維，

提升動手能力，並通過製作玩具，學會珍惜玩具。主要內容包括：

竹蜻蜓、爬升人、鋼索道賽跑等。 

故事遊樂場 

快樂是幼兒成長的最佳營養， 本課程將透過故事與遊戲，營造愉快的學

習氣氛， 令幼兒不但能聆聽有趣的故事，還能親身參與故事中衍生的小

遊戲，並在課堂中與其他幼兒互動，更能在生動又有趣的故事中訓練自

信心。 主要內容包括：動物模仿秀、創意發明家、老師遊戲等。 

EQ小主人 

情緒是人類生命不可或缺的部分， 學會掌握自己的情緒，對健康成

長意義重大。 本課程通過遊戲讓幼兒認識自己的情緒，瞭解什麼是

喜怒哀樂， 培養幼兒獨立處理情緒的能力。主要內容包括：情緒的

兩面、面對恐懼、快樂人生等。 

小小故事演講家 

課程主要是透過多元化的活動，如講故事、 個人演說、生活角色扮演、

天氣報告等，以不同方式訓練幼兒口才，把幼兒塑造成充滿自信心的口

才達人。 主要內容包括：說話與發聲、有趣小故事、表情運用等。 

小紳士小淑女訓練班 

課程透過有趣的活動及遊戲， 教授正確的飲食及社交禮儀、個人衛

生、場合與儀表的配合等，讓幼兒學習得體地與人相處。主要內容

包括：餐桌上的小規則、衛生小先鋒、得體的衣著等。 

生活通識課程生活通識課程生活通識課程生活通識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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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精彩課程 

Multiple Intelligences 哈佛「多元智能」啟蒙班 

感官訓練班 

傳意力加油站 

有禮小天使 

生活小管家 

Kinder Puzzles 

組織力達人 

*課程內容將因應情況有可能更改或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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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師教育根據當前的形勢和未來的需求， 設計了一系列人力資源培訓課程，課程包羅

萬有，理論學習和實際活動相結合，生動活潑，靈活多變，充滿樂趣，適合不同年齡階段

的學員;從目標建立、語言訓練、思維提升、潛能激發、形象樹立、團隊合作等方面，進

行有系統的引導和訓練，全方位增強心理素質，提升思維力、想像力和實際操作的能力，

成為競爭的勝者！ 

 

 除了提供到校課程外，我們亦能為貴校或機構開辦各類講座、各類培訓及工作坊，更

可為你度身訂造合適的培訓課程，歡迎與我們聯絡。 

講座 與 

個人及團隊培訓 

家長講座 

導師培訓 

團隊活動 
STEAM 

工作坊 

教師發展 



「一站式」校譽推廣、輔導、教學支援及培訓服務配套 

為加強對機構和學校籌辦活動方面的支援，幫助學校資源得到更好的調

配，我們提供各類課程管理、教學支援及培訓服務： 

三. 協助管理和籌辦各類活動及培訓 

深明學校除以作育人才為重外，亦需要公關及傳訊活動來聯繫校內及校

外人士，時刻與教育界保持聯繫，與時並進。按學校的需要，我們會與

相關的專才聯手，提供具效益的整合推廣方案，當中的服務範圍包括：

籌辦大型活動、開放日、宣傳推廣、設計、製作及印刷等。 

一. 提供度身整合推廣方案  

人的思想、行為及心理教育貫穿教育的起點及終點。潛意識的醒覺在學

習的過程中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以重建學員內在「思 ‧ 為」質素，營

造正向積極的學習態度為重點的課程，能促進教學相長，令教師與學員

一同發展正向的「思 ‧ 為」能力，輕鬆面對人生挑戰。 

二. 提倡「思‧為」及心理發展的重要性  

別客氣，這是我們為您提供的專業支援。        

                   第一步：與學校進行磋商，度身訂造各類課程的籌備計劃  

第四步：按計劃提供相關服務及課程，同時監測質素 

第二步：提交標書、計劃書，申請資助等  

                   第五步：提交相關服務檢討報告，為來年籌辦的服務及課程作準備 

                   第三步：安排講座、簡介會、試玩日，處理收生安排，進行預備工作，配合財政預算 



貴 機構如對我們的課程有任何興趣，歡迎經以下任何一種途徑聯絡我們以查詢詳情： 

1.致電 2741 5339 聯絡項目經理 Mr. Lawrence Lo 

2.填妥下面的表格，傳真至 2439 5777 

3.電郵： enquiry@maestro.edu.hk 

4.郵寄：新界荃灣大河道 99 號 99廣場 9樓 

5.SCAN QR code，填寫並遞交表格。 

機構名稱：  機構地址：  

聯 絡 人 ：  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傳真號碼：  

課程名稱 對象 舉辦日期 舉辦時間 總時數 

     

     

     

     

     

     

     

     

     

     

     

備註:  
 

立即索取報價 



�: 2439 6999  
�: 2439 5777 

 
�: info@maestro.edu.hk 

 

9/F, 99 Plaza, 99 Tai Ho Road, Tsuen Wan, N.T. 

荃灣大河道 99號 99廣場 9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