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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基協中學 

「飛」凡假期 英數樂滿 FUN 

中學英數體驗證書課程 

日期：2022 年 4 月 12-14 日 

時間：下午 2:30 – 4:00 

2:30 – 3:10 數學桌遊全接觸 

3:10 – 3:20 小休 

3:20 – 4:00 English Online Workshop with “Meme” 

形式：ZOOM 線上形式 (成功報名後將以電郵發放課堂連結) 

對象：小六學生 

名額：20 人 (報名從速，額滿即止) 

費用：全免 

截止報名日期：2022 年 4 月 9 日 

 

疫情持續，全港學生都多了一個「飛凡假期」，在這個不一樣的時刻，本校為小六學生分別設

計了一個不一樣的數學及英文課程，從趣味中學習，提高學習興趣。 

另有中文演講比賽，詳情將於稍後另函發放。如有查詢，請致電本校 2320 4557 與麥翠碧老師

聯絡。 

數學桌遊全接觸 

目的：透過數學桌遊，創造正面積極的學習經驗，讓學生以輕鬆的方式學習，培養學生的 

 多元能力，藉此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課堂安排： 

日期 主題 遊戲簡介 能力訓練 

12/4/2022 

 

魔力橋 

Rummikub 

 

曾榮獲多國最受歡迎獎！你想玩嗎？ 

玩家需按規則將手上的牌組成三張或四張

相同數字但不同顏色的牌組，或三張以上顏

色相同且數字連續的牌來出牌。 

破冰後玩家可任意的重新安排或加入牌到

桌上的牌組。 

排列組合能力 

創新規劃能力 

決策分析能力 

13/4/2022 

 

法老密碼 

Pharaoh Code 

 

歡迎來挑戰古埃及王朝的神話。想得寶藏的

人，必須解開刻在金宇塔之上的數字密碼！ 

玩家需運用兩顆或三顆骰子所擲出的數字，

利用加減乘除計算出正確答案，搶奪寶藏，

以獲得聖甲蟲石。 

四則運算能力 

反應能力 

專注力 

14/4/2022 

 

蒙德里安風格 

邏輯方塊 

Mondrian Blocks 

 

風靡全世界的邏輯遊戲，色彩明亮，賞心悅

目又益智燒腦的邏輯遊戲！ 

玩家按照挑戰卡所示，先將黑色方塊固定，

再將其他方塊全部放進遊戲區。 

解難能力 

手眼協調能力 

專注力 

所有出席同學皆獲發證書，另按課堂表現獲發積極參與奬及最佳表現奬 



English Online Workshop with “Meme” 「迷因」輕鬆學英語暨創作比賽 

大家知道「迷因」(Meme) 是甚麼嗎？我們將透過這 3 節的英文課程教授網絡上「迷因」的應

用，配合英文生字及簡單的修圖技巧，讓同學掌握更新 Instagram 限時動態的方法。最後教授同學

以英語演繹自己的作品並上載 Instagram，獲最多讚好的 3 份作品會得到「最受歡迎大獎」，另設

「最具創意獎」及「最佳圖片說明獎」，而所有完成課程的同學均獲發出席證書。 

 

Objectives: 1. To promote easy reading through various online memes 

 2. To promote easy writing through creating memes and writing captions and 

hashtags on Instagram 

 3. To practise simple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in English 

 

Date Programme outline  

12/4/2022 

 

– Ice-breaking game(s)  

–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memes  

– Teaching practical vocabulary  

– Elements and Basic skills for memes  

– Practice on creating memes  

13/4/2022 – Advanced skills for memes  

– Practice on creating memes  

– Writing photo captions and hashtags  

– Submitting memes for competition 

 (to be posted on Instagram for voting) 

 

14/4/2022 – Celebration of work and announcing competition results  

– Basic skills for Instagram story (e.g. filters, effects)  

– Practice on creating stories on Instagram 

– Students’ presentation 

Prizes and Awards: 

 Certificate of Participation (for participants who completed the workshop)  

 Most Popular Meme Award (for the top 3 students whose memes received) 

 Most Creative Meme Award (for the most creative student decided by our judging panel) 

 Best Photo Caption Award (for the best written caption decided by our judging panel) 

- Students’ works (the final product) will be: 

(1) uploaded on Kei Heep’s Ig page and Facebook page as appreciation and recognition 

(2) printed out and put in a photo frame as souvenirs to the participants 

 

有興趣的同學，請到以下連結報名： 

https://forms.gle/rhETaEbxsLqg4aMG8 
 

 

中華基督教會基協中學 

https://www.keiheep.edu.hk 

https://forms.gle/rhETaEbxsLqg4aMG8
https://www.keiheep.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