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主播訓練課程 

(1) 課程簡介 

本課程將會透過讓學生構思、整理和撰寫屬於自己的焦點報導，並剪輯和播報有關報導影

片，幫助學生掌握主播在語氣、聲線、咬字、身體姿態等方面的要求，成為一個真正的小

主播之餘，亦增強其語文表達能力、執行能力和表達自信。 

 

(2) 課程目標 

⚫ 懂得寫作主播講稿 

⚫ 培養學生的語文寫作、演說和肢體表達能力 

⚫ 通過嘗試讓學生剪輯報導影片，掌握基本拍攝和剪輯技巧 

⚫ 藉著讓學生模擬主播進行新聞播報，培養他們有自信、風度和流暢地進行演說 

 

(3) 初擬課程大綱 

課節 主題 (確實主題及內容可因應學校需要作調整) 

1 ⚫ 何謂小主播？ 

⚫ 新聞報導的畫面及聲音要素 

⚫ 認識主播稿的結構 

2 ⚫ 播報新聞影片技巧 

- 談吐的要點及咬字、發音和節奏等現場演繹技巧 

- 應對緊張和突發情況時的小技巧 

- 拆解、拿捏及描述新聞影片重點 

3 ⚫ 不同類型影片分析：掌握影片剪輯的主題和要點 

⚫ 影片後期製作概念及有關軟件介紹和體驗 

4 ⚫ 學習使用 iPad 版 iMovie 基本剪接 

5 ⚫ 學習基本構圖及鏡頭運用 

6 ⚫ 劇本及故事板編寫 

7 ⚫ 學生撰寫新聞影片主題腦圖及進行影片剪輯 

8 ⚫ 學生完成新聞影片剪輯及嘗試播報 

⚫ 互評及總結 

 
導師團隊簡歷 

1. 駐校導師* 

曾任職記者/主播或從事媒體機構工作，持有新聞/媒體及或相關範疇之認可大專院校/專門

學校/認證機構之學位/證書/專業資格，並具備任教有關新聞/媒體及/或相關範疇或相關範

疇之教學經驗。 

 
*本機構另外設有多名畢業/修讀新聞及傳播學系的導師，負責是次課程教學工作。 



 
配音班 

 

目標：透過配音工作增加語文學習興趣，並提升說話及聲線控制等技巧 

 

1. 課程大綱： 

配音員工作與初嚐配音 認識配音員工作的不同範疇，包括戲劇、動畫、廣告、新

聞報導、廣播劇等，並讓學生初嚐配音，從而先了解自己

的聲音特質，為其後的學習打下基礎。 

配音的技巧訓練 讓學生認識和掌握配音的各種技巧，包括身體語言、模

仿、觀察力練習、情緒表達等，並會按教學需要，選擇合

適劇集、廣告、動畫等片段供學生演練。 

聲線控制與發聲技巧 幫助學生學習和掌握聲線控制和發聲的不同技巧，包括咬

字、語調、語速、發聲，以及根據所配人物/角色的情緒和

對白而調節聲線。 

如何對口型 幫助學生學習和掌握對口型的技巧和要點，包括如何根據

影片中人物/角色說話的變化而配上對白，以及因應人物/

角色口型的變化而調節語速、語氣和語調等，亦有助培養

學生的反應和專注力。 

小小配音員大考驗 每名學生均需要選擇 (或由導師指定)某一特定影片片段，

應用所學配音技巧，為該片段中的人物/角色配上聲音對

白。完成後的配音作品亦可給予學校、家長和學生作為紀

念。 

2. 教學流程： 

 

認識
技巧

進行
訓練

嘗試
配音

檢示結
果作出
改進



聖公會聖紀文小學創意視藝課



課程內容如有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2021-2022年度，創想聯萌以觀自然「想」設計為全年主題。
小朋友學習以問、想、試探索自然界的種種驚奇現象，欣賞大自然的同時並提出自己的創想意念。
藝術的創作過程，也同樣需要經歷一連串的選擇，及作出個人的判斷，才能完成作品。
我們將準備開發大腦創意的跑道及展現藝術技能的平台，一系列藝術與設計課程供學員選擇。
以下是課程部份的內容：

「網上見」Online 課堂

牙齒大作戰

- 透過故事「牙齒掉了」讓孩子分享換牙的

有趣事

- 學習繪畫人物誇張的表情和運用豐富的混

色技巧

•

真假鏡像世界
- 學習與探索不同鏡像反影的視覺效果

- 認識世界各地獨特的橋和橋樑的作用

• 鬼馬書架
- 學習一點透視的技巧，顯示物件近大遠

小的空間感

- 從日常的閱讀經驗出發，以故事內容啟

發書架設計

•

浮雲逃走了
- 認識荷蘭藝術家 Berndnaut Smilde 

和他以「室內雲」為主題的創作

- 認識雲的形成、不同形態和色彩變

化，學習以廣告彩繪畫雲的技巧

•

4-61-3

組別 時間 收費

小一至小三

小四至小六

8：30 - 9：25 am

9：30 - 10：25 am

10：30 - 11：25 am

11：30 - 12：25 am

日期

逢星期六 $1,040（共8堂）26/2, 5/3, 12/3, 26/3,
2/4, 30/4, 7/5, 14/5

- 截止報名日期為 1月14日
- 收費日期：1月19日，早上7：30-9：30到校收取現金
- 課程之師生比例為1：10
- 課程費用包括材料包，取錄學生須自備基本顏料和繪畫工具
- 取錄後校方將通知有關課堂之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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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for Asia 

Saturday Courses in Term 2 

Brief Introduction 
 

 

Debate for P4 – P6 (英文辯論班) 

 
This debate course introduces basic debating techniques to students. Students will be supported to: 

 acquire basic skills and abilities in critical thinking and logical reasoning 

 learn how to effectively research and prepare for a debate on a given topic 

 construct logical and convincing arguments 

 critically analyze arguments for weaknesses 

Practice in real debates will be provided at the end of the course. 

 

 

Elementary Drama Course for P3 – P5 (英文話劇初班) 
 

This elementary drama course is designed for learners who are completely new to drama. Through various 

online drama activities, our teacher can motivate the students to express themselves as they explore new 

roles. Basic and essential acting skills, such as improvisation and gibberish, will be introduced and students’ 

confidence in speaking English will be developed in this 9-lesson course.  

 

 

Advanced Drama Course for P4 – P6 (英文話劇進階班) 
 

This course is the 2nd stage of the online drama course held in Term 1. The main focus will be placed on 

pronunciation & voice training, using body language and facial expression, expressing emotion, 

characterization and developing a performance. Basic skills of script writing will also be introduced in this 

advanced course. 

 

 

Spoken English Course for P1 – P2 (英語會話班) 
 

This course aims to help students to enjoy learning in English and to develop their skills and confidence in 

spoken English. Students are motivated through a great variety of topics and communicative activities, 

such as family, pets, food & drinks, expressing yourself, etc. Interactive & fun learning approach will be 

adopted with ample practices provided for the kids throughout this programme.  

 

 

Solo Verse Speaking Course for P3 – P4 (英文朗誦班) 
 

This course provides students with basic skills of solo verse speaking and to prepare them for participating 

in Hong Kong School Speech Festival & other related contests. Students will be supported to improve their 

ability to present a piece of text / poem with appropriate rhythm and timing. Focus will also be put on: 

 students’ diction and voice projection 

 gaining a grea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poem to be presented and its underlying feelings and emotions 

 how to incorporate these emotions and feelings into the students’ own presentations 

 improving students’ pronunciation of the required language fluency and smoothness of speech 

 

file://///alex2/en/


多元智能教育中心 

2021-2022年度下學期數理興趣班 

 

 

課程目標：發掘及訓練對數學有天份的學生，培育學生的解難和高階思維能力，並提供一個富挑戰性的學習環璄。 

 

課程內容：找規律、有趣的運算、計算技巧、數學遊戲、趣味推理、數學解難。 

 

上課日期：下學期 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至 二零二二年五月十四日  (逢星期六) 

 

年級 星期 上課時間 
上 課 日 期 

費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一、二年級 

六 

上午 8:30 至 9:25 

26/2 5/3 12/3 26/3 2/4 30/4 7/5 14/5 

每位學員港幣$410(8 堂) 

(包括學費$360+材料費$50) 

三年級 上午 9:30 至 10:25 

每位學員港幣$450(8 堂) 

(包括學費$400+材料費$50) 
四年級  上午 10:30 至 11:25 

五、六年級  
上午 11:30 至 

下午 12:25 

 

上課地點：網上課程 ( Zoom ) 

 

報名方法：1. 請填妥下列回條並連同劃線支票，抬頭寫「多元智能教育中心」支票背後寫上學生姓名、班別及聯絡電話)。 

          2. 入數紙：中國銀行「012-787-100-973-69 」 

請於 2022 年 1 月 19 日 ( 星期三 )上午 7:30-9:30，連同本期學費於學校禮堂交本會職員。 

    

查詢電話： 多元智能教育中心 2720 5260 (聯絡人：李先生)  WhatsApp：9857 8438 

 

公司地址：香港北角渣華道 128 號渣華商業中心 703 室 

 

教材安排： 教材將會經學校派發。 

 

注意事項： I 如遇天氣惡劣(紅/黑色暴雨警告、八號或以上風球)或學校特別活動，該日之訓練即告取消，並將會另期補課。 

           II.若收生人數不足，多元智能教育中心保留開班權利。 

           III.如未能開班，將退回有關款項。 

           IV.開班後中途退學，將不會退回有關款項。 

 

此致 

貴家長                                                                                  

 

多元智能教育中心謹啟 

二零二二年一月 

 

WL047/2122                                   報名表                          【2021-2022 年度下學期數理興趣班】 

 

 

 

本人同意敝子弟     ___   班學生               ___    _參加 貴校之【數理興趣班】。( 請在適合的空格內加「」) 

  

□ 小一二組，並繳付費用港幣$410(已包材料費) 

 

□ 小三組     □ 小四組     □ 小五六組 ，並繳付費用港幣$450(已包材料費) 

  

此覆                                                         

多元智能教育中心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二零二二年  月   日 

WL047/2122 



綱址 : www.r-kids.com.hk
查詢 : 2136 7958
Whatsapp : 9712 8445
Facebook : rkidshk

R-kids Education 2021-22 下學期
VRT虛擬機械⼈編程班 (ZOOM網上學習課程)

課程⽬標

。課程以Virtual Robot Toolkits 虛擬機械⼈平台進⾏並教授STEM電腦機械科技之相關知識。
。訓練學⽣學習電腦邏輯程式編寫、操控虛擬機械⼈於虛擬器上進⾏任務。
。提升推理思考、問題解難、 發揮科學探究精神，以促進學⽣在「科技教育」上的發展。
。課堂會加⼊機械⼈競賽元素給學⽣有不同體驗及推薦學⽣參加相關⽐賽。
。學員完成課程後，可獲發證書並晉升到較⾼級的延續性課程。

培訓資料

。參加資格 : ⼩四⾄⼩六學⽣
。時間及⽇期 : 初階班(新⽣ - ⼩四⾄⼩六) - 逢星期六 上午9:30 - 10:25 (每節55分鐘，8節)

進階班(舊⽣ - ⼩五⾄⼩六) - 逢星期六 上午8:30 - 9:25 (每節55分鐘，8節)
26/2, 5/3, 26/3, 2/4, 23/4, 30/4, 7/5, 14/5

。費⽤ : 初階班：港幣$840/學⽣ (包含: Virtual Robot Toolkit虛擬機械⼈軟件個⼈6個⽉通⾏証)
進階班：港幣$640/學⽣ (上學期已參加課堂學⽣不⽤購買Virtual Robot Toolkit 虛擬機

械⼈軟件個⼈通⾏証)
。上課模式 ：ZOOM網課
。師 資 ：由資深電腦機械及程式設計課程導師授課
。注意事項 ：電腦硬件及系統要求如下, Windows 8.1或以上作業系統、暫存記憶體不少於 4GB、

儲存空間不少於 4GB 的桌上或⼿提電腦。或 Mac OS X Mavericks 10.9 或以上作業
系統、暫存記憶體不少於4GB、儲存空間不少於 4GB 的桌上或⼿提電腦。

。備註 : 1. 如疫情有重⼤變化，上課⽇期會有所修改，屆時再作通知
2. 12/3 (六) 不⽤上VRT虛擬機械⼈編程班，並改於23/4 (六) 補上

更多學⽣資源、STEM課程及教材資料：www.r-kids.com.hk
課程查詢 (司徒⼩姐) : 2136 7958 / 9712 8445 (Whatsapp)



STEM創科動手做興趣班 

(ZOOM網上學習課程) 

 

活動目標 

配合常識科知識，以STEM 「動手做」的概念，透過與學生一同拼砌科學

製成品，如太陽能車、滑翔機等，教授學生科學理論。從而提升學生學習

興趣及相關知識。 

 

舉行日期：2月26日、3月5、12日、26日、4月2日、30日、5月7月、14日 

(每節55分鐘，共8節) 

時間： 小一(上午11:30至12:25) 

小二(上午10:30至11:25) 

費用：$720／學生(已包括導師費$560及材料費$160) 

師資：創意力量教育有限公司 

小組人數：12-15人 

上課形式：ZOOM 

 

內容 

課堂 小一 小二 

一 紙飛機及滑翔機 氣動賽車 

二 空氣炮 橡皮筋動力車 

三 橡皮筋飛機 自製風扇 

四 氣動車 虎鯨機械人 

五 潛望鏡 風力電動車 

六 萬花筒 水上快艇 

七 竹蟬 太陽能車 

八 自製音樂盒 齒輪風車 

 

 

課程查詢 (張小姐) : 5433 8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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