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東體育會
2019年夏⽇繽紛星期六
報名信息

報名簡訊

報名須知：
在2019年12月31日前年滿7至15歲的孩子均可參加
報名的家長必須是孩子的父母或法定監護人
報名當天家長必須出示孩子的年齡證明 (如:出生証明,醫療卡或任
何政府發出的証件)
報名費用為每位孩子30美元。頭50名新移民孩子將於活動結束後
獲得退還報名費。
由於名額有限，報名以先到先得為準。

優先報名
2019年5月31日星期五
下午六時半
(只供新移民優先報名)*
公開報名
2019年6月1日星期六
上午九時
報名地點：
紐約華埠茂比利街70號201
室 (即人力中心二樓)
每位學生可以報讀兩班課程:
一班運動課程另一班是學術課程或
創意班課程。
如果學生報讀了兩班課程，家長必
須在上午班完結時接回學生，并且
在下午班上課前帶回上課地點。
聲明事項:所有課程時間和報名人數
或有變更。
* 新移民為來美未超過3年的家
庭。報名時請攜帶綠卡或護照。

學術課程
10AM - 11:45AM
樂高積木機器人班
P.S. 130 | 年齡 7-10
這門課將讓學生了解使用樂
高機器人的基本原理。 學
生將獲得一個目標，通過這
個目標他們可以表達解決問
題的技巧，創造力和團隊精
神。
Scratch 編程
UEAA | 年齡 7-10
使用Scratch向孩子們介紹
編碼的基礎知識。通過拖拽
的方式將各種帶有特定指令
的模塊以拼圖的形式組裝起
來 。 學生將學習如何使用
Scratch， 並以有趣和互動
的方式思考不同的編程方
式。

課程表:
6/22 第一天開課
6/29 第二天上課
7/06 獨立日假期*
沒有課程*
7/13 運動日
7/20 第三天上課
7/27 第四天上課
8/03 第五天上課
8/10 第六天上課
8/17 戶外旅行

上課地點
:
UEAA 美東體育會: 70 Mulberry Street
Transfiguration Upper Campus
顯聖容初中: 37 St. James Street
P.S. 130 ⼀三零⼩學143 Baxter Street
Columbus Park 哥倫布公園: Mulberry
Street & Bayard Street
Lions Gate 羅斯福⾜球場: Grand
Street & Chrystie Street
Roosevelt Field 羅斯福公園: Canal
Street & Chrystie Street

1PM - 2:45PM
電子工程班
顯聖容初中 | 年齡 11-15
學生們將學習分析編碼並連接
迷你控制器來建設現實物品，
如：電燈。 在課程結束時，
學生能夠查看任何電子設備，
並且了解其工作原理。
情緒智力班
顯聖容初中 | 年齡 10-15
這情緒智慧班是以「忠恕廉明
德，正義信忍公，博孝仁慈
覺，節儉真禮和」等等以道德
為範疇的廿字為主體，配以時
下有關連的新聞時事為教材，
來構成一條使學生易於明白和
遠離犯事的生活路線。這課程
完全不則重如何做活，只則重
如何活做人生。
財經班
年齡 11-15
學習金錢、股票市場、投資和
理財。

國際象棋班
顯聖容初中 | 年齡 7-15
提高你的國際象棋知識。（優先
錄取那些已有基本知識的學生：
如何設置棋盤，以及如何移動棋
子)
網頁編程基本(HTML & CSS)
UEAA | 年齡 11-15
學習網頁設計的基本。
公眾演講班
顯聖容初中 | 年齡 11-15
培養學生在公共場合演講的能
力，增加日常說話的自信心。這
項技能會對他們在學校以及日後
職場的生活很有幫助。

運動課程
10AM - 11:45AM
羽毛球班
P.S. 130 | 年齡 7-15
學習和練習基本的熱身運動，
手眼協調，基本打法，步法和
遊戲規則。

1PM - 2:45PM
踢球班
Roosevelt Field | 年齡 7-15
學生將會學習踢球必要的技
能。學生將會接觸一個既有趣
亦帶有競爭力的環境。

籃球班
顯聖容初中 | 年齡 7-15
學習關于籃球的基本原理。投
籃，傳球，運球上籃和 板球將
是這個班的主要焦點。

篮

足球班
舞獅班
Lion's Gate | 年齡 7-15
奪旗式欖球班
顯聖容初中 | 年齡 7-15
Columbus Park | 年齡 11-15 學習如何享受玩世界上其中一 介紹及傳遞舞獅和打鼓的藝術。
如對奪旗式橄欖球感興趣，請 個最流行的運動：足球。
參加這個安全、好玩而有挑戰
現代舞蹈班
排球班
性的課程。這個班能鍛鍊身
顯聖容初中 | 年齡 7-10
P.S. 130 | 年齡 11-15
體，增添團體精神和建立對奪 學習排球的基本和進階技巧。 傳播城市藝術中的動作知識，為
旗式橄欖球的一份熱情。
學生提供一種表達自己的方式。
學生可以期望通過自己的動作，
田徑運動班
力量和條件以及靈活性訓練來學
Roosevelt Field | 年齡 7-15
習城市舞蹈的起源，舞蹈節奏，
我們鼓勵學生鍛煉身體，讓運
圖案和形狀。
動變為愉快的日常。 學生還將
學習跑步的不同動作和技術，
瑜伽班
為將來進行的體育活動打下基
顯聖容初中 | 年齡 11-15
礎。
學習基本慢流動瑜珈的姿勢，鍛
鍊柔韌性、力量、及心理穩定
性。

創意課程
10AM - 11:45AM

1PM - 2:45PM

上午手工藝班
P.S. 130 | 年齡 7-10
學生將會通過製作工藝品
而更深入明白和欣賞中國
文化。

下午手工藝班
顯聖容初中 | 年齡 7-10
學生將會通過製作工藝品而更
深入明白和欣賞中國文化。

上午小廚師班
P.S. 130 | 年齡 7-10
學生們可以通過各種食物
預備活動來學習烹調是如
何有趣和容易的。隨著烹
飪美味的菜餚，學生將學
會保持健康飲食的重要
性。
摺紙初班
P.S. 130 | 年齡 7-10
適合那些有興趣於學習如
何摺疊東西，但之前從來
沒有嘗試過的學生。我們
將明確摺紙的基礎！

卡通繪畫初階
顯聖容初中 | 年齡 7-10
學生將使用簡單的形狀：如矩
形、方形等，在紙上將各種動
物帶來生命。 包括在動物身
上展示日常的情緒。
鉤編和編織班
顯聖容初中 | 年齡 7-10
學生將通過編織有趣的作品，
學習鉤編和編織的基本知識。
鉤編和編織作品包括腕帶，手
機殼、毛絨玩具等。 通過鉤
編和編織，我們希望教會我們
的學生一種新的技能和一種表
達他們創造力的方法。

桌上遊戲班
顯聖容初中 | 年齡 7-15
通過玩桌上遊戲學習資源管理、
磨練戰略技能、以及學習在不同
場合跟朋友互動，培養社交技
能。
下午小廚師班
顯聖容初中 | 年齡 7-10
學生們可以通過各種食物預備活
動來學習烹調是如何有趣和容易
的。隨著烹飪美味的菜餚，學生
將學會保持健康飲食的重要性。
摺紙高班
顯聖容初中 | 年齡 11-15
這個班只開放給學生上過繽紛摺
紙初學班和有摺紙經驗的學生。
烏克麗麗班
顯聖容初中 | 年齡 10-15
學生將會學習彈小吉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