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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urpose this Year 201 晶 mean from 31 臨arch 2016 to 31 December 2016 
C軒體峙的

問學校開放自 6-

-

四課外 FUN 6 回

Enrichrγlent 

Informative/ 
Enrichment 

Enrichmentj 
Ed ucationa 1/ 

Informative 

Informative/ 

徑，看香港的歷史敘事。嫌歷史太沉蠢的話，不妨一試低碳環保遊

'參觀大潭水塘、冷氣走廊、大潭台獨管理站等等，以1~碳方式接

觸大自然。又或者來髓香港英食遊，試盡是小朋友至麗的地道獎會。

節目會以磁遊攻略的形式，例如行程路線、自抬靚棺位、有用資料

，務求可以令大小肥友跟著來玩。

介紹全港各盟中學，也教鑽理念、環境設跑到學校最架勢的實點，

以方便家長幫子女選擇人譚立中纜。

《快樂章盟》就是…個令小朋友可以放鬆地學習的節臣。節呂找來

全球各梅、!讓身於香港的哥哥、姐姐，成為香港孩童的盟友。

還斑擁有外獨人富孔，但操流笨u麓東詣的哥哥姐姐，他們不單把持

國的經歷、文f七及世界觀瞬簡帶到小崩友誼前，更會分寧、傳摸他

們各自的專長。每臼

分鐘， / J \觀思就能看到世界，及能從快樂中學習、成長程來。

聯合圈兒鑫基金會倡議兒童每天最少有一小時自由遊戲時筒，

缺遊戲時筒，會更易患上抑鬱症和焦慮痕。家畏應安排灑蠱的課外

活動，但選擇活動時，往往都是轟轟、跳舞、鋼琴等，只磁他們認

識太少。通過節目，希望讓小鵑友對一些已存在於世界各地，

種額的課外活動有更加深入的7解，從而、選擇適合自戶、

潛能的課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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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urpose of this 
c晶晶體時路

m 戰觀英雄

KYOUKAI 

Year 2016 mean from 31 師arch 2016 to 31 December 2016 

8 - 15 

再 m

m 境界之輪迴 6 個 15

6 呻

Formatl 關ature

Animation/ 
Educational/ 
Informative 

甜的每

Baron Munchhause間， Betty and Murdock 
show, which portrays those flashes 
course of human history. Every night, a 

unravel the mystery of an invention 
their brains blown away! / 
鎖樂性卡通節臣，適合小朋友或家長陪同小朋友觀看，故事內容輕

鬆有趣，帶有正誼思想和態度，加上起現寞的故事鸝懦、多元忱的

人物角色，鹽醬小朋友的童糞世界，刺激他們無窮的想像力，廠發

他們在邁上關難時讀懂解決問題，讓他們享受課餘輕鬆快樂時光。

Animation/ 娛樂性卡通節侶，適合小朋友或家長陪同小鵑友觀看，故事內容輕

Entertainme的 鬆有趣，帶有正頭思想和態度，加上超現實的故事劇情、多元紀的

Animation/ 

人物角色，鹽醬小朋友的鑫寞世界，刺激他們無窮的想像力，敢發

他們在禮上隨難時積極解決問題，讓他們孽受課餘輕鬆快樂時光。

娛樂性卡通節臣，適合小朋友或家畏陪同小朋友觀看，故事內容輕

鬆有蟬，帶有正頭思想和態度，加上超現實的故事鸝情、多元往的

人物角色，學窩小朋友的靈翼世界，刺激他們無窮的想像力，

他們在題上困難時積梅解決問題，讓他們享受諜餘輕鬆快樂時光。

Animation/ 娛樂性卡通部侶，適合小朋友或家接稽間小朋友觀薯，故事內容輕

Entertainment 鬆有趣，帶有正商思想和態度，加上超現實的設事劇懦、多元他的

人物角色，豐窩小朋友的鑫真世界，刺激他們無窮的想像力-散發

他們在撞上困難時種極解決問題，讓他們孽受課餘輕鬆快樂時光。

娛樂性卡通節目，過合小朋友或家畏陪同小朋友觀看，

，帶有正茁思想和態度會加上起瑰寶的故事劇情、多元忱的

人物角色，擊黨小朋友的蠶真世界，刺激他們無窮的想像力，敢發

他們在過上困難時積極解決問題，讓他們享受課餘輕鬆快樂時光。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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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書矗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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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l的噓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娛樂性卡通節侶，適合小朋友或家畏陪向小朋友觀看，故事內容輕

Entertainment 鬆有趣，帶有正面思想和態度，加上超現黨的故事鸝僑、多元他的

人物角色，學童醫小朋友的靈真世界，刺激他們無窮的想像力，

他們在遇上困難時積極解決問題，讓他們事受諜餘輕鬆快樂時光。

Animationl 娛樂性卡通節目，適合小崩友或家長陪同小崩友觀看，故事內容輕

Entertainment 鬆有鏈，帶有正讀思想和態度，加上超現實的故事劇情、多元忱的

人物角色， ，刺激他們無窮的想像力，激發

他們在道上閻難時積極解決問題，讓他們專受課餘輕鬆快樂時光。

Animationl 娛樂性卡通節侶，適合小朋友或家長陪同小朋友觀看，故事內容輕

Entertainment 鬆有趣，帶有正商思想和態度，加上超現黨的故事戲，僑、多元忱的

人物角色，學醫小朋友的重真世界會刺激他們無窮的想像力，敢發

他們在道上困難時種極解決問題，讓他們事受諜餘輕鬆快樂時光。

Animationl 娛樂性卡通節侶，適合小朋友或家長陪同小朋友觀看，故事內容輕

γlent 鬆有趣，帶有正面思想和態度，加上超現實的故事劇情、多元他的

人物角色，聽富小朋友的童真世界，刺激他們無窮的想像力，

他們在邁上困難時積極解決問題們辜受諜餘輕鬆快樂時光。

Animationl 娛樂性卡過節目，適合小朋友或家長陪同小朋友觀看，

Entertainment 鬆有蟬，帶有正面思想和態度，加上超現實的故事劇，僑、多元忱的

人物角色，豐富小朋友的黨真世界，刺激他們無窮的想像力，

他們在禮上困難時積極解決問題，讓他們享受課餘輕聽快樂時光。

Animationl 娛樂性卡通節臣，適合小朋友或家長陪同小朋友觀看，故事內容輕

Entertainment 鬆有趣，帶有正面思想和態度，加上超瑰寶的故事劇情、多元他的

人物角色，豔蠶小朋友的鑫真世界，刺激他們無窮的想像力，

他們在遇上困難時積極解決問題，讓他們寧受諜餘輕鬆快樂時光。

Animationl 娛樂性卡通節目，適合小朋友或家畏陪同小朋友觀看，放事內容輕

Entertainment 鬆有趣，帶有正面思想和態度，加上起現實的故事鸝情、多元忱的

人物角色，豐富小朋友的蠶真世界，刺激他們無窮的想像力，敢發

他們在過上路難時積極解決問題，讓他們事受課餘輕鬆快樂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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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軒盛時的

"功夫搖搖 6-

LINE 5 自 15

m 干物妹 6 由

BY BY 6-

個友夫日記 5 間工2

鬆有趣，帶有正臨思想和態度，加上超現實的故事劇情丸多元忱的

人物角色，聾醫小朋友的鑫真世界，刺激他們無窮的想像力，歡發

他們在遇上困難時積極解決問題，讓(也1P~孽受諜餘輕鬆快樂時光。

Animation/ 娛樂性長過節臣，適合小鵑友或家長陪同/J \朋友觀看，故事內容輕
Entertainment 鬆有趣，帶有正頭思想和態度，加上超現實的故事鸝靖、多元忱的

人物角色，蠶窩小朋友的露真世界，刺激他們無窮的想像力，激發

他們在遇上困難時積極解決問題，讓他們孽受課餘輕鬆快樂時光。

Animation/ 娛樂性卡通節皂，適合小朋友或家長陪向小朋友觀者，故事內容輕

Entertainment 鬆有趣，帶有正商思想和態度，加上超現黨的故事鸝情、多元忱的

人物角色，蠶窩小朋友的鑫真世界，刺激他們無窮的想像力，廠發

他們在遇上困難時積極解決問題，讓他們享受課餘輕鬆快樂時光。

Animation/ 娛樂性卡通節臣，適合小朋友或家畏陪向小朋友觀看，故事內容輕 Sep 
Entertainment 鬆有瘤，帶有正麗思想和態度，加上超現實的故事鸝s僑、多元忱的

人物角色，豔富小崩友的黨真世界，刺激他們無窮的想像力，敢發

他們在遇上困難時積極解決問題，讓他們享受課餘輕鬆快樂時光。

Animation/ 娛樂性卡通節目，連合小朋友或家長陪同小船友觀蠢，故事內容輕

Entertainment 鬆有髓，帶有正誼思想和態度.加上超現實的故事劇'r菁、多元忱的

人物角色，豐富小朋友的靈真世界，刺激他們無窮的想像力，敢發

他們在遇上困難時積極解決問題，讓他們擎受課餘輕鬆快樂時光。

Animation/ 蜈樂性表過節臣，過合小朋友或家畏陪同小朋友觀看，

Entertainment 鬆有誨，帶有正商思想和態度，加上趨瑰寶的故事劇情、多元忱的

λ物角色，鹽醬小朋友的鑫真世界，刺激他們無窮的想像力，數發

他們在邁上困難將積極解決問題，讓他們孽受課餘輕鬆快樂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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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擊j每少女

決門大的

4 聞工工

艷艷tl 控監
娘樂性卡通節目，適合小朋友或家畏陪同小鵑友觀看，故事內容輕

鬆有髓，帶有正頭思想和態度，加上起瑰寶的故事鸝懦、多元兌的

人物角色，豔寵小朋友的鑫真世界，刺激他們無窮的想像力，敢發

他們在道上困難時積極解決問題，讓他們享受課餘輕鬆快樂時光。

Animation/ 娛樂性卡邁節目，適合小朋友或家長陪同小鵑友觀看，故事內容輕

Entertainment 鬆有鏈，帶有正面思想和態度，加上超現實的故事劇情、多元忱的

人物角色，單是富小崩友的蠶真世界，刺激他們無窮的想像力，廠發

他們在遇上困難時積極解決問題，讓他們孽受課餘輕鬆快樂時光。

惡 Animation/ 娛樂性卡通節白，過合小朋友或家長陪同小朋友觀看，故事內容輕

己也

IS 再叫

8 間

Entertainmer吐 鬆有髓，帶有正商思想和態度，加上超現麓的故事劇I~菁、多元他的

Animation/ 

人物角色，豐窩小朋友的蠶真世界，刺激他們無窮的想像力，敵發

他們在過上間難時積極解決問題，讓他們孽受諜餘輕鬆快樂時光。

娛樂性卡通節目，適合小朋友或家畏陪同小朋友觀看，故事內容輕

鬆有趣，帶有正麗思想和態度，加上超現實的故事劇情、多元忱的

人物角色，蠶審/J\~~友的鑫真世界，刺激他們無窮的想像力，敢發

他們在遇上困難時積極解決問題，讓他們車受課餘輕鬆快樂時光。

娛樂性卡通節目，道合小朋友或家畏陪同小朋友觀看，

，帶有正商思想和態度，加上超現實的故事鸝懦、多元他的

人物角色，靈童翼小朋友的黨真世界，刺激他們無窮的想像力，

他們在題上聽難時積極解決問題，讓他們事受諜餘輕鬆快樂將光 o

擴樂性卡通節皂，適合小臨友或家畏陪同小朋友觀看，

鬆有蟬，帶有正面思想和態度，加上起現寰的故事劇情、多元忱的

人物角色，單是蠶小崩友的鑫真世界，刺激他們無窮的想像力，激發

他們在遇上困難時種極解決簡體，讓他們享受諜餘輕鬆快樂時光。

20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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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元氣自f子

再開

已岫 12

8-

6 間 12

6 閻王2

Animationj 
Entertainment 

Animationj 

Animationj 
Entertainment 

Animationj 

鬆有趣，帶有正頭思想和態度，加上超現實的故事劇情、多元忱的

人物角色，蠶當小朋友的鑫真世界，刺激他們無窮的想像力，敢接

他們在道上困難時積極解決問題，讓他們寧受諜餘輕鬆快樂時光。

娛樂性卡通節目，連合小朋友或家長陪問小朋友觀看，故事內容輕 Nov 
鬆有趣，帶有正頭思想和態度，加上超現實的故事顱'~毒、多元忱的

人物角色，鹽醬小朋友的鑫真世界，刺激他們無窮的想像力，散發

他們在遇上困難時積極解決問題，讓他們孽受諜餘輕鬆快樂時光。

娛樂性卡還節目，遍合小朋友或家畏陪同小朋友觀看，故事內容輕 Nov20工6 回

，帶有正面思想和態度，加上超現實的故事鸝懦、多元紀的

人物角色，盤翼小朋友的鑫真世界，刺激他們無窮的想像力，敢發

他們在遇上困難時積極解決問題，讓他們享受課餘輕鬆快樂時光。

娛樂性卡通節目，適合小朋友或家長陪同小朋友觀看，放學內容輕

鬆有趣，帶有正萄思想和態度，加上起現實的故事鸝情、多元他的

人物角色，蠶蜜小朋友的蠶真世界，刺激他們無窮的態像力，敢發

你們在遇上困難時續續解決問題，讓他們事受諜餘輕鬆快樂時光。

娛樂性卡通節目，連舍小朋友或家畏陪同小朋友觀看，故事內容輕

鬆有題，帶有正菌思想和態度，加上超現實的故事鸝懦、多元他的

λ物角色，蠶蜜小朋友的鑫真世界，刺激他們無窮的想像力，敢發

他們在邁上困難時積極解決問題，讓他們寧受諜餘輕鬆快樂時光。

娘樂性卡通節目，過舍小朋友或家長陪同小朋友觀看，故事內容輕

鬆有趣，帶有正面思想和態度，加上超現實的故事鸝稿、多元先的

人物角色，豐富/J \崩友的鑫真世界，刺激他們無窮的想像力，敢發
他們在邁上困難將積極解決問題，讓他們享受課餘輕鬆快樂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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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urpose of this 
y命路皇位

γear 2016 mean from 31 March 2016 to 31 December 2016 

工已由 24

Enrichment 

Contentl UDlle(:n~re 
青少年對就業問題總感到苦惱，總不知道自己應選擇什麼鸝槳，也

不知道什麼工作過合自己。理想騰黨是一餾以親身體驗形式的擇黨

指南節目，以最蔓攘的方法7解各行各業的內部運作，

行內人士，翼地了解工作性質，自行內人士分擎工作樂體、以至就

，帶年裔人走進夢想職業的翼翼世界。

每個中學生都嚮往大單生活。遺{臨節目就是令到每個中學生在入大

，全巨富7解大學生活為基礎的一餾節晶。節目

大大學。烏有體生動的抬擺手法，

生人大學前最好的心蠶雞湯。

/守



the purpose of this Year 2016 mean from 31 March 2016 to 31 December 201 皂

m 老友日常 可←

SENIORτOURS - 60 + 

蠶黨及條件，愈來愈好，所以人也較健康，究竟境時忌。競選休後，

會不會是沒工作能力?或是能繼續工作?節目找來年滿60麓或以上

的老人家，他們仍然在其崗位上發揮作用，讓觀眾7解他們的生活

和心態，是否

H樂活(LOHAS)" 一族?此外，節目也會挑選一些大家意想不到的

行樂，讓觀眾更7解道

Enrichment/ 以有趣手法包裝老人家衣食住行各方面資訊，每黨開首曲長者留兢

Informative 開始，帶起各種有趣的，你未也留意得到的，關於老人家的大小學

。節臣的字樣或圖像大小等，會為老人家的需要而傾向較大﹒

閉目等亦傾向緩慢舒適。

Entertainment/ 香港政府自20日全商推行畏者2蚊乘車優惠後，便到很多留在家中

何native/ 的銀髮族，都改變7生活習慣，顯意到處遊麓，使生活更充蟹。但

是，大郤份畏者都只根據自己喜好到處者藩，高沒真正體會到香港

各區的特別之處。我們希望帶…些路線是專為畏者而設計，遴過介

紹香港十九區的好去處，並發攝一些新的事物及1蜜意，使到這群銀

髮族用最少的預算去玩盡是十九麗的特色和景點。當他們看完本飾自

主變﹒每周的生活將會更多姿多彩。



the purpose this Year 2016 mean from 31 March 2016 to 31 位ecember 2016 

間戀愛齡距離

wrT科 A "操肌無限當 + 

tf 輔ature

Documentary 這個節目會見7英關一些最大年齡差距愛好者，他們的驕傲、決IG\

證明真正的愛情，無論多麼年輕或年者，與年齡是沒有關↑擎的。

現年老人都有擁有愛情/戀愛的權利，即使年紀老邁，都可以有年輕

的心與年輕人交往，鼓勵老人竅不變因為11 老H 而放棄追求生活，
問時節目

所講變老，已經和過去不一樣，隨著我們的預期轉命增加，今天的 Dec 
老年人不再那樣的體弱鬆散。用…年的時間採訪幾位操航老年人，

並參加在擺闊麓的健美比聲。在今天快憑變他的世界，變老到底是

，從不同角度探討關於生命，愛和人與人之閱陪伴的態

，帶出變者不是…件可怕的事情，節目帶有正苗態度 .70議都能

練出六件腹凱，老年人不…定要消極地過生活。

11 



the purpose of this Year 2016 mean from 31 師arch 2016 to 31 December 2016 
蟲時發蟲程師說口F學

LOVERS 且

m 藝?將進行中 NA 

Forn1a甜甜ature

Entertainmentj 音樂就是社會文紀的傳諱，問時標誌著人們的思想優價，而農東歌

Informative 就是最能代表香港文他的重要元素。不同年代的歌曲，

Documentary 

風格，端出一個又…個大時代，成為港人自小成長的養分，

臨的情意結。節目希望透過唱出不同時代的金醋，從音樂、歌詣細

眛香港。一方面講述粵語流行齒的發展，同時展現香港社會文忱的

。節自以探討廣東歌歌認為主轍，深入分析歌盤背後，

的心態及想表達的意義，同時亦能7解歌曲反映當時香港社會的狀

況。

主持人將會在節目立中，向觀眾介紹不同的藝術瑋論，讓大家可以扣的

自淺入深從不間的角度，學懂7解及欣賞不同類裂的藝術作品，

行藝術教育普及他。節目更加會以香港的不聞界別的藝術家，以他

們的作品及訪問，對照中鶴立京及上海的真他豔術竅，

藝術麗的氛圈帶到觀眾眼前!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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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urpose of this Year 2016 mean from 31 關arch 2016 to 31 December 2016 
蟲聞發蟲豆豆制發

間興趣大師 NA 

Formatl 揖ature 疇。ntentl

Documentary 東京，一餾充滿活力以及時尚文他氣息的地方，以東京作為根據地

的現代藝術家，在這個繁忙的都市中，往往能夠尋找空崗去表違心

中所想，在本節函中，每一黨將禽走訪一位東京劇意藝術竅，

創意進入將帶我們去體驗他們自己的東京!從他們的角度出發，

一個東京。

'興趣，給我們快樂和盟黨我們的生活。在空閑時闊，很多人都很

自己的，興趣但對於少數人，興起，已經成為一種生活方

式。主持人是位多才多藝的人，分享他豐囂的知議和與世界的生活

方式。帶我們認識，興趣，的主人，這些都是那些力求完槳，腔

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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