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第二小學 

學生暑期活動建議 

 

1. 圖書館閱讀活動 

https://www.hkpl.gov.hk/tc/extension-activities/event-category/23426/reading-activities 

 

故事工作坊：筷樂老幼記 

日期: 2017年 7月 23日(星期日) 

時間: 上午 11時 30分至中午 12時 30分 

地點: 瑞和街公共圖書館 (推廣活動室) 

備註: 主持：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林植宣博士老人綜合服務中心 

名額：15對親子 (1位 3 - 9歲小朋友及 1位家長) 

參加辦法：請於活動前兩星期到瑞和街公共圖書館索取入場券。須憑票

入場，一人一票；每人限取免費入場券兩張。名額有限，先到先得，額

滿即止。 

入場券開始派發日期：2017年 7月 9 日 (星期日) 

(如「筷樂老友記」活動前三小時仍懸掛三號或以上風球、紅色或黑色暴

雨警告，活動將會取消。) 

查詢電話: 2927 3055 

 

兔子紮作工作坊 

日期: 2017年 7月 30日(星期日) 

時間: 上午 11時至中午 12時 30分 

地點: 瑞和街公共圖書館 (推廣活動室) 

備註: 主持：香港偶影藝術中心 

名額：15對親子 (1位 6 - 12歲小朋友及 1位家長) 

參加辦法：請於活動前兩星期到瑞和街公共圖書館索取入場券。須憑票

入場，一人一票；每人限取免費入場券兩張。名額有限，先到先得，額

滿即止。 

入場券開始派發日期：2017年 7月 16 日 (星期日) 

查詢電話: 2927 3055 

 

 

 

 

https://www.hkpl.gov.hk/tc/extension-activities/event-category/23426/reading-activities
https://www.hkpl.gov.hk/tc/locations/kwun-tong/library/shui-wo-street.html
https://www.hkpl.gov.hk/tc/locations/kwun-tong/library/shui-wo-street.html


創意漢字彩繪工作坊 

日期: 2017年 8月 6日(星期日) 

時間: 下午 3時至下午 4時 30分 

地點: 牛池灣公共圖書館 (推廣活動室) 

備註: 主持：企鵝畫室 

名額：15對親子 (1位 4 - 12歲小朋友及 1位家長) 

參加辦法：請於活動前兩星期到牛池灣公共圖書館索取入場券。須憑票

入場，一人一票；每人限取免費入場券兩張。名額有限，先到先得，額

滿即止。 

入場券開始派發日期：2017年 7月 23 日 (星期日) 

查詢電話: 2927 6055 

 

親子黏土工作坊 

日期: 2017年 8月 20日(星期日) 

時間: 上午 10時 30分至中午 12時 

地點: 牛頭角公共圖書館 (推廣活動室) 

備註: 主持：香港偶影藝術中心 

名額：15對親子 (1位 4 - 12歲小朋友及 1位家長) 

參加辦法：請於活動前兩星期到牛頭角公共圖書館索取入場券。須憑票

入場，一人一票；每人限取免費入場券兩張。名額有限，先到先得，額

滿即止。 

入場券開始派發日期：2017年 8月 6 日 (星期日) 

查詢電話: 2927 4055 

 

迷你戲偶劇場 - 后羿射日 

日期: 2017年 8月 26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 3時 30分至下午 4時 30分 

地點: 牛頭角公共圖書館 

機構: 香港公共圖書館與觀塘區議會合辦 

備註: 如欲參加此活動，請於活動舉行前兩星期親臨或致電舉行活動的圖書館

報名。活動以粵語進行，費用全免，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查詢電話: 2927 4055 

 

 

 

 

 

https://www.hkpl.gov.hk/tc/locations/wong-tai-sin/library/ngau-chi-wan.html
https://www.hkpl.gov.hk/tc/locations/kwun-tong/library/ngau-tau-kok.html
https://www.hkpl.gov.hk/tc/locations/kwun-tong/library/ngau-tau-kok.html


2. 全民運動日 2017 免費康體活動 

http://www.lcsd.gov.hk/tc/sfad/2017/index.html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將於 2017年 8月 6日舉行「全民運動日 2017」，以鼓勵

各年齡層的巿民及殘疾人士多參與不同種類的體育活動，養成每日運動 30分鐘的良

好習慣，積極投入健康的生活模式。今年的全民運動日列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

周年的慶祝活動，以跳舞為主題，推動市民參與體育活動，一同分享回歸的喜悅。活

動當日，康文署會在轄下十八區指定場地舉辦多項免費康體活動，並開放大部分康體

設施供巿民免費使用。 

 

報名 

由 2017年 7月 17 日(星期一)上午 8時 30分起，在主辦活動的康文署分區康樂事務

辦事處或區內指定場地報名，先到先得。 

 

 

 

3. 香港科學館 

http://hk.science.museum/ms/el2017/index.html 

「香港賽馬會呈獻系列：永生傳說 — 透視古埃及文明」展覽 

展期： 2017年 6 月 2日（星期五）– 2017年 10月 18 日（星期三） 

地點： 香港科學館地下展覽廳 

    這展覽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獨家贊助，展出了六具屬於 3,000至 1,800

年前在埃及生活和死亡的木乃伊。除了木乃伊和約 200多件珍貴文物之外，展覽還

會展出利用電腦掃描技術研究這六具木乃伊所獲得的數碼成像資料，藉以展示考古

學家和其他專家如何運用這非入侵性方法推斷死者的年齡和性別，並深入了解更多

有關他們的飲食、健康狀況、製作木乃伊的過程和古埃及人的宗教習俗。為了進一

步豐富參觀者的體驗和讓他們了解古埃及永生的意義，香港科學館特別採用了最新

科技，包括 3D立體投影、虛擬實境和全息圖像等，設計和製作多媒體節目及一系

列互動展品，解構古埃及神祇和符號，以及全面闡釋當時的人民生活和科技發展。 

 

票價：$30, $21#, $15* 

（星期一、二、五、六、日及公眾假期，票價已包括參觀常設展覽廳） 

$10, $7#, $5* 

（星期三，常設展覽廳免費開放） 

$5（全日制學生） 
#20人或以上於同時段參觀的團體之標準票特惠價 

星期三免費入場安排不適用於此展覽 

http://www.lcsd.gov.hk/tc/sfad/2017/index.html
http://hk.science.museum/ms/el2017/index.html


4. 「網上『遊』學夏令營 2017」 
敬本校已為學生報名參加由香港教育城舉辦的一系列暑期計劃，主題為「網上『遊』

夏令營 2017」（www.hkedcity.net/studentscheme/pri）。計劃包括中文狀元挑戰計

劃、TV News獎勵計劃、創作獎勵計劃、閱讀約章獎勵計劃、Summer English及暑

期數理常識挑戰計劃。詳情如下： 

 

計劃名稱 組別 簡介及網頁 

中文狀元挑戰計劃 
2016/17 

（第三期） 

初級程度 

（小四至小六） 

 

 
完成有趣的語文練習及遊戲，持續增進
中文能力及知識。 
www.hkedcity.net/chinese 

TVNews獎勵計劃 
2016/17 

（第三期） 

初級程度 

（小四至中三） 

 
以英文新聞短片為主題，配合應用詞
彙、練習和議題討論，培養學生自學英
語、關心社會、多角度批判思考。 
www.hkedcity.net/tvnews 

創作獎勵計劃 
2016/17 

（第三期） 

小學組 
（小一至小六） 

 
發揮創意，接受小說、故事、隨筆、圖
文等創作作品投稿。於 6 月 1 至 30 日
期間，首 25名投稿「主題寫作」而合資
格的學生，可獲贈由香港貿發局送出香
港書展 2017門票兩張。 
www.hkedcity.net/eworks 

Summer English 

2017 

初小組 
（小一至小三） 

高小組 

（小四至小六） 

 
提供多元化的有趣閱讀材料和挑戰問
題，鼓勵學生自主閱讀、增進英語能力。 

www.smallcampus.net/summerenglish 

暑期數理常識挑戰

計劃 2017 

初級組 
（小一及小二） 

中級組 
（小三及小四） 

高級組 

（小五及小六） 

 
通過各類有趣的遊戲，豐富學生的數理
知識，鼓勵自主學習。 

www.smallcampus.net/science 

閱讀約章獎勵計劃 

2016/17 

（第三期） 

小學組 
（小一至小六） 

 
趁暑假廣泛閱讀，享受閱讀，記錄閱讀
的心情和感想，與別人分享。 

www.hkreadingcity.net/contract 

 

5. 所有計劃費用全免。學生的練習、遊戲成績和投稿數量將由系統自動記錄，最佳成

績學生將有機會獲得獎項。 

6. 各計劃截止日期為 2017年 8月 20日（星期日）。 

7. 有關香港教育城（小校園）帳戶登入資料已釘於學生家課冊。 

 

 

http://www.hkedcity.net/studentscheme/pri
http://www.hkedcity.net/chinese
http://www.hkedcity.net/tvnews
http://www.hkedcity.net/eworks
http://www.smallcampus.net/summerenglish
http://www.smallcampus.net/science
file:///C:/Users/fiona/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INetCache/Content.Outlook/OIGIUB38/www.hkreadingcity.net/contract


8. 動感科學園地 – 夏日科學派對 

https://www.hkstp.org/hkstp_web/zh-hk/Events-calendar?Alias=vibrant-science-academy-summer 

Vibrant Science Academy 

香港科技園公司將於 2017年 7月 23 及 30日及 8月 6、13及 20日（6個星期日）舉

辦親子活動 –「動感科學園地 – 夏日科學派對」。香港科技園公司透過「動感科

學園地」活動，讓小朋友從工作坊、小比賽和多元化的體驗活動中學習和靈活運用科

學知識，發掘對 STEM（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學科的興趣和潛能，為未來尋找

更多可能性。 

精彩節目包括： 

「動感科學園地 –夏日科學派對」精彩節目 

 陸上氣墊船：親手製作動力澎湃的陸上氣墊船，將科學與工程結合，了解起重力有助

降低氣墊船行駛時跟地面所產生的的摩擦，從而加強推進氣墊船向前行的驅動力。 

 伽利略溫度計：導師將會解釋伽利略溫度計的科學原理，並且透過示範及製作溫度

計，讓小朋友了解溫度、密度、浮力及拉力的緊密關係。 

 水力升降台：水力升降台的原理涵蓋液體動力學和機械動力學，以液體的壓力將工作

台升高或降低。小朋友透過製作水力升降台，認識水作為推動能源的基本概念。 

 漂浮小踏板：導師與小朋友進行簡單實驗，解釋阿基米德的浮力物理規律，測試物件

的重量、形狀甚至是物料對浮沉有什麼影響。小朋友可親手製作木製踏板船，並在水

中進行測試。 

 如果實驗室：導師會帶領你施展科學魔法，將可口可樂和芬達汽水的顏色變走；製造

“水中煙花”來了解密度的千奇百趣；用鋅(Zn)和神秘化學溶液打造科學藝術品，認

識氧化還原反應；最後還會測試喝水就會長大的神奇七彩水珠，一同揭開它背後的科

學原理。 

 

門

票﹕ 

1. 香港科學園 

少量即日門票於活動當日早上 11時起於香港科學園之指定電子售票機發售。

門票有限，先到先得，售完即止，不設預售。(只接受八達通及不適用於泊車

優惠) 

2. Cityline 購票通 

由 6月 12日起於 Cityline 購票通發售，截止發售日期為每個活動日兩日前

之中午 12時。按此購票 

例子 

  Cityline 購票通 香港科學園 

23/7之門票 

發售日期為 6月 12 日至 7月

21日 中午 12時 

發售日期由 7月 23日早上 11

時起 

https://goo.gl/0247ks


20/8之門票 

發售日期為 6月 12 日至 8月

18日 中午 12時 

發售日期由 8月 20日早上 11

時起 

3. Cityline 購票通發出之門票為實體列印門票或電子門票，按此了解詳情。 

4. Cityline 購票手續費 

Cityline 票務處(實體列印門票)：每張$6 

Cityline 網頁 (www.cityline.com): (電子門票)：每張$8 

Cityline 購票熱線 (2111 5333) (實體列印門票，需付額外門票速遞費

用)：每張$12 

 

 

 

https://www.hkstp.org/hkstp_web/Files/Event/2017/VSA/VSA_Summer_Ticket_Arrangement_Notice.pdf
http://www.citylin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