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ldren Edutainment Programme Schedule at Magic Valley 
(October – December)  
奇妙山谷興趣班時間表 （10 月至 12 月） 

 
Receive 1 complimentary class after participating in 9 classes of the same programme in the same 
semester(subject to terms and conditions) 
凡於同一課程參加滿9節課堂，即可額外獲得免費課堂1節(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Programmes 
課程 

Age   
年齡 

Time  
上課時間 

Period  
課程期間 

Dates Excluded 
非上課日  

Venue  
地點 

Arts & Design (A)  
藝術創作 (A) 

6 – 12  3:15 pm – 4:15 pm (Wed)  
下午3時15分至4時15分 
（星期三）  

6 Oct – 29 Dec 2021  
2021年10月6日至12月29日  

13 Oct 2021  
2021年10月13日  

Ponies Range  
小馬大本營 

Arts & Design (B)  
藝術創作 (B) 

6 – 12  4:15 pm – 5:15 pm (Sun)  
下午4時15分至5時15分 
（星期日）  

3 Oct – 19 Dec 2021  
2021年10月3日至12月19日  

31 Oct 2021  
2021年10月31日  

Ponies Range  
小馬大本營 

Drama & Theatre (A) 
戲劇表演 (A) 
  

6 – 12  6 pm – 7 pm (Wed) 
下午6時至晚上7時 
（星期三） 

6 Oct – 29 Dec 2021  
2021年10月6日至12月29日  

13 Oct 2021  
2021年10月13日  

Ponies Range  
小馬大本營 

Drama & Theatre (B) 
戲劇表演 (B) 
  

6 – 12  6 pm – 7 pm (Sat) 
下午6時至晚上7時 
（星期六） 

2 Oct – 18 Dec 2021  
2021年10月2日至12月18日  

30 Oct 2021  
2021年10月30日  

Ponies Range  
小馬大本營 

Game Coding (A)  
遊戲編程 (A) 

9 – 12  3:15 pm – 4:15 pm (Sat)  
下午3時15分至4時15分 
（星期六）  

2 Oct – 18 Dec 2021  
2021年10月2日至12月18日  

30 Oct 2021  
2021年10月30日  

Ponies Range  
小馬大本營 

Game Coding (B)  
遊戲編程 (B) 

6 – 8  4:15 pm – 5:15 pm (Sat) 
下午4時15分至5時15分 
（星期六） 

2 Oct – 18 Dec 2021  
2021年10月2日至12月18日  

30 Oct 2021  
2021年10月30日  

Ponies Range  
小馬大本營 

GO Class (A)  
棋盤鬥智 (A) 

4 – 5  4 pm – 5 pm (Fri)  
下午4時至5時（星期五） 

8 Oct – 17 Dec 2021  
2021年10月8日至12月17日  

29 Oct 2021  
2021年10月29日  

Ponies Range  
小馬大本營 

GO Class (B)  
棋盤鬥智 (B) 

6 – 12  5 pm – 6 pm (Fri) 
下午5時至6時（星期五） 

8 Oct – 17 Dec 2021  
2021年10月8日至12月17日  

29 Oct 2021  
2021年10月29日  

Ponies Range  
小馬大本營 

GO Class (C)  
棋盤鬥智 (C) 

6 – 12  3:15 pm – 4:15 pm (Sun) 
下午 3 時 15 分至 4 時 15 分

（星期日） 
 

3 Oct – 19 Dec 2021  
2021年10月3日至12月19日  

31 Oct 2021  
2021年10月31日  

Ponies Range 
小馬大本營 

Jazz Dance (A)  
舞動爵士 (A) 
 

5 – 12  6 pm – 7 pm (Thu)  
下午6時至7時（星期四）  

7 Oct – 30 Dec 2021  
2021年10月7日至12月30日  

14 & 28 Oct,  
23 Dec 2021  
2021年10月14日及

28日，12月23日  

Ponies Range  
小馬大本營 

Jazz Dance (B)  
舞動爵士 (B) 
 

5 – 12  8:30 am – 9:30 am (Sat) 
上午8時30分至9時30分 
（星期六） 

2 Oct – 18 Dec 2021  
2021年10月2日至12月18日  

30 Oct 2021  
2021年10月30日  

Fantasy Space 
幻趣天地 

Kitchen Play (A)  
廚樂無窮 (A) 
 

4 – 6  3 pm – 4 pm (Tue) 
下午3時至4時（星期二） 

5 Oct – 21 Dec 2021  
2021年10月5日至12月21日  

N/A  
不適用  

Wonder 
Kitchen  
小煮人廚房 

Kitchen Play (B)  
廚樂無窮 (B) 

4 – 6  3 pm – 4 pm (Thu) 
下午3時至4時（星期四） 

7 Oct – 30 Dec 2021  
2021年10月7日至12月30日  

14 & 28 Oct,   
23 Dec 2021  
2021年10月14日及

28日， 12月23日  

Wonder 
Kitchen  
小煮人廚房 

Kitchen Play (C) 
廚樂無窮 (C)  

7 – 12  10 am – 11 am (Sat) 
上午10時至11時（星期六） 

2 Oct – 18 Dec 2021  
2021年10月2日至12月18日  

30 Oct 2021  
2021年10月30日  

Wonder 
Kitchen  
小煮人廚房 

Musical (A) 
音樂劇場 (A)  

6 – 12  6 pm – 7 pm (Tue)  
下午6時至晚上7時 
（星期二）  

5 Oct – 21 Dec 2021  
2021年10月5日至12月21日  

N/A  
不適用  

Ponies Range  
小馬大本營 

  



Musical (B)  
音樂劇場 (B) 

6 – 12  5:15 pm – 6:15 pm (Sun) 
下午5時15分至6時15分 
（星期日） 

3 Oct – 19 Dec 2021  
2021年10月3日至12月19日  

31 Oct 2021  
2021年10月31日  

Ponies Range  
小馬大本營 

Musical (C) 
音樂劇場 (C) 

6 – 12  6:15 pm – 7:15 pm (Sun)  
下午6時15分至晚上7時15分
（星期日）  

3 Oct – 19 Dec 2021  
2021年10月3日至12月19日  

31 Oct 2021  
2021年10月31日  

Ponies Range 
小馬大本營 

Science Lab (A)  
小小科學家 (A) 

6 – 12  5 pm – 6 pm (Mon)  
下午5時至6時（星期一）  

4 Oct – 20 Dec 2021  
2021年10月4日至12月20日  

N/A  
不適用  

Ponies Range  
小馬大本營 

Science Lab (B)  
小小科學家 (B) 

6 – 12  4 pm – 5 pm (Tue) 
下午4時至5時（星期二） 

5 Oct – 21 Dec 2021  
2021年10月5日至12月21日  
 

N/A  
不適用  

Ponies Range 
小馬大本營 

Science Lab (C)  
小小科學家 (C) 

6 – 12  5 pm – 6 pm (Wed)  
下午5時至6時（星期三）  

6 Oct – 29 Dec 2021  
2021年10月6日至12月29日  

13 Oct 2021  
2021年10月13日  

Ponies Range  
小馬大本營 

Science Lab (D)  
小小科學家 (D) 

6 – 12  4 pm – 5 pm (Thu) 
下午4時至5時（星期四） 

7 Oct – 30 Dec 2021  
2021年10月7日至12月30日  

14 & 28 Oct ,  
23 Dec 2021  
2021年10月14日及

28日 ，12月23日  

Ponies Range 
小馬大本營 

Yoga (A)  
兒童瑜伽 (A) 
 

5 – 12  3:15 pm – 4 pm (Mon)  
下午3時15分至4時 
（星期一）  

4 Oct – 20 Dec 2021  
2021年10月4日至12月20日  

N/A  
不適用  

Ponies Range  
小馬大本營 

Yoga (B)  
兒童瑜伽 (B) 
 

5 – 12  3:15 pm – 4 pm (Tue)  
下午3時15分至4時 
（星期二）  

5 Oct – 21 Dec 2021  
2021年10月5日至12月21日  

N/A  
不適用  

Ponies Range  
小馬大本營 

Yoga (C)  
兒童瑜伽 (C) 
 

5 – 12  9:30 am – 10:15 am (Sun) 
上午9時30分至10時15分
（星期日） 

3 Oct – 19 Dec 2021  
2021年10月3日至12月19日  

31 Oct 2021  
2021年10月31日  

Fantasy Space 
幻趣天地  

 
  



 
Join 9 classes of the same programme in the same semester and get the 10th for free (subject to terms and 
conditions) 
凡於同一課程參加滿九節課堂，即可額外獲得免費課堂一節（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Programmes  
課程 

Description  
課程內容 

Age  
學員年齡 

Pax 
人數  

Art & Design (A, B)  
藝術創作（A，B） 
 

Let your child explore creative ideas as they build their own portfolio of 
Atelier projects. Classes start with an introduction to different 
techniques and a demonstration of how to use tools and materials. The 
programme has a different theme each month and lesson plans can be 
adjusted to suit each child’s abilities. Themes include Western 
calligraphy, mood lighting, organic soap and aroma stones. The 
programme is designed to expose children to different forms of 
creativity and design.  
本課程旨在發掘孩子的創意靈感，讓他們體驗不同形式的創作與設計，

進而建立個人的藝術作品集。我們會按部就班、循序漸進，逐一介紹不

同的技巧，並示範各種工具及材料的使用方法。每月課程均有不同主

題，包括西洋書法、氣氛燈光、有機肥皂及香氛石製作等，並可根據學

生的能力調整課程內容。 

6 - 12  10  

Drama & Theatre (A, B)  
戲劇表演（A，B） 
 

This programme will inspire students to express themselves creatively 
through theatre. The course will develop students’ voice, body 
language and expression so they can bring characters to life and 
deliver good performances.  
啟發學生透過戲劇表演，以別具創意的方式表達自己。本課程內容包括

聲音、肢體語言及表達能力訓練，幫助學生以自然生動的方式演繹角色

和表演。 

6 - 12  10  

Game Coding (A, B)  
遊戲編程（A，B） 
 

 

Coding is the new literacy. By embracing problem- and project-based 
learning, children will develop core skills for today, tomorrow and 
beyond. Skills such as critical thinking, communication, collaboration 
and creativity will be addressed during this course through learning 
different theories and group exercises. The curriculum will evolve to 
democratis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stay ahead of the hottest tech 
trends. Open to children age 6 or above. 
  
*Students must  bring their own laptop, iPad or tablet  
 
編程是新世代必備的新知識。小朋友可以透過學習解決問題及專題研習

等過程，發展出今日、明日及未來必備的重要技能。本課程將透過不同

理論及分組練習，培養學生的批判思考、溝通、協作及創造力。課程內

容將配合人工智能的普及化發展及熱門的數碼科技趨勢而設計。適合六

歲或以上小朋友參加。 

 

*學 學 須自備手提電腦、iPad或平板電腦 

9 - 12 (A)  
6 – 8 (B)  

10  

Go Class (A, B, C) 
棋盤鬥智（A，B，C） 
  

Go, or Baduk, is a classic board game that is often considered as the 
world’s most complicated strategy game with just a few rules. The 
game is enjoyed by novices and experts alike, but no matter the level, 
go has its charms, rewards and discoveries. Kids can learn to play 
quickly and effectively with a teacher and develop their own style and 
strategy.  
圍棋是一種經典的棋盤遊戲，其遊戲規則看似簡單，箇中卻有千變萬化

的巧妙之處，因此被視為世上最複雜的策略遊戲。無論是哪個段數的業

餘新手或是職業玩家，都能從中找到樂趣，獲益良多。參加圍棋班的小

朋友在老師的指導下，將可迅速掌握對弈技巧，進而發展出自己的風格

與策略。 
 

4 – 5 (A)  
6 – 12 (B, C)  

10  

  



 

Jazz Dance (A, B)  
舞動爵士（A，B） 

Kick, turn and leap with our upbeat jazz classes. Jazz is a dance 
style influenced by popular culture and the modern trends. 
Performances are unique thanks to the different tempo and 
rhythms of the music. From fast-paced movements to smooth, 
stylish choreography, it is a high-energy class that little dancers 
won’t want to miss. 
隨著輕快的爵士樂舞動身軀，時而踢腿、時而旋轉或跳躍。爵士

舞風格獨特，深受流行文化及現代潮流影響，舞步根據不同的音

樂節拍與旋律編排，輕快時尚，銜接流暢，一氣呵成。本課程充

滿動感活力，最適合精力充沛的小舞者。 

5 - 12  8  

Kitchen Play (A, B, C)  
廚樂無窮（A，B，C） 

Encourage children to experiment and develop an appreciation 
of global cuisines with cooking classes. Children will learn basic 
cooking skills and make signature dishes and desserts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including pizzas from Italy and Japanese 
bento boxes. The course is split into two age groups: 4- to 6-
year-olds who are learning about cooking for the first time, and 
7- to 12-year-olds who have previous experience and want to 
hone their skills. 
鼓勵小朋友體驗下廚樂，從親自掌勺的過程中，感受環球美食的

不同風味。學員於課堂上將學習基本的烹飪技巧，動手炮製來自

世界各地的招牌美食與甜品，包括意大利薄餅及日式便當。課程

根據年齡及經驗分為兩個班別，分別適合4至6歲、沒有烹飪經驗

的小朋友，以及7至12歲、有經驗而且想追求更高廚藝的大孩子。 
 

4 - 6 (A, B)  
7 - 12 (C)  

6  

Musical (A, B, C)  
音樂劇場（A，B，C） 
 

Develop your child’s love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 through 
musical training with original music and storytelling. Enhance 
their musical ear and performance techniques through singing 
classes and stimulate their creativity through acting and dancing.  
本課程融合原創音樂及說故事技巧，培養小朋友對語言及文化的

興趣。課程內容包括歌唱、表演及舞蹈，既可加強小朋友的音感

及演技，更能激發他們的創造力。 
 

6 - 12  10  

Science Lab (A, B, C, D)  
小小科學家（A，B，C，D） 
 

Through hands-on experiments, children will ideate, make and 
test their own inventions in a lab environment. By introducing 
different themes and scenarios in the lessons, they will learn to 
employ the Stanford design model to solve real-life problems 
and design their prototypes.  
本課程讓小朋友在實驗室的環境中構思、製造及測試自己的發

明，並透過引進不同的主題及情境，指導學生以Stanford設計模

式解決生活中的真實問題，進而自行構思及發明設計原型。 
 

6 - 12  10  

Yoga (A, B, C)  
兒童瑜伽（A，B，C） 
 

Let your child develop their mind and body with yoga. Through 
movement, breathing, meditation and relaxation techniques, 
yoga practice can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muscles, and 
memory, attention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children. The 
instructor will capture the hearts of children so that they leave 
the class feeling calmer and happier.  
本課程讓您的孩子透過瑜伽增進身心發展，從瑜伽動作、呼吸、

冥想及放鬆等技巧，幫助小朋友在肌肉訓練、記憶力、專注力及

溝通能力等方面的發展。課程導師擅長掌握兒童心理，讓小朋友

在課堂結束時帶著平靜及愉悅的心情離開。 

5 - 12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