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方位」課程收費 

課程 課程內容 收費 

中文 

全方位     

中文閱讀及語文基礎 
$2,400 六星期 

$1,400 三星期 

中文寫作及句式 
$2,400 六星期 

$1,400 三星期 

英文 

全方位  

英文閱讀及文法      
$2,400 六星期 

$1,400 三星期 

英文寫作及聽說 
$2,400 六星期 

$1,400 三星期 

「延伸」課程收費 

數理思維 
數學應用題解難  $1,400/６堂 

跨學科解難及思維  $1,400/６堂 

小六 

增潤課堂  

中一面試班  $1,400/６堂 

TOEFL
®
 JuniorTM

  $1,400/６堂 

「生活趣味」課程收費  

英語圖版遊戲大作戰 $50/ 堂 

看電影學中華文化 $50/ 堂 

玩廚樂 (小手工及小廚師) $100/ 堂 

記憶法及應用 $100/ 堂 

$250/ 次 
戶外參觀及學習 (全日活動包午膳) 
＊自付交通費/請自備八達通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中文全方位 英文全方位 

戶外參觀學習 

(全日活動) 

中文全方位 英文全方位 

09:00 - 10:20  閱讀及語基 

(第一節) 

閱讀及文法 

(第一節) 

寫作及句式 

 (第一節) 

寫作及聽說 

 (第一節) 

10:20 - 10:40 小息  小息 

10:40 - 12:00 
閱讀及語基 

(第二節) 

閱讀及文法 

(第二節) 

寫作及句式 

(第二節) 

  寫作及聽說 

(第二節) 

12:00 - 14:00 午膳 休息 午膳 休息 

14:00 - 15:15 

數理思維  小六增潤課堂  

數學應用題 

解難 

跨學科 

解難及思維 
中一面試班 TOEFL® JuniorTM   

15:15 - 15:30  小息   小息   

15:30 - 17:00  

生活趣味  生活趣味  

英語 

圖版遊戲大作戰 

看電影學 

中華文化 
玩廚樂 記憶法及應用 

Early Bird 優惠  

於 5月 31日前報讀「全方位課程」或「延

伸課程」暑期課程，可額外獲得高達 $600學費減

免。(包括暑期課程：每科 $200折扣優惠 (最多兩

科); 九月常規課程：$200折扣優惠)  
  

* 1. 課程優惠均以個人及正價計算  

  2. 所有優惠不能同時使用，不得轉讓或兌換現金  

 

二人同行優惠  

舊生推薦新生或兩位新生成功報讀「全方位」或「延

伸課程」暑期課程，每人均可享 $200九月常規課程

學費減免。 

地址：荃灣西樓角路新領域廣場 516室       電話： 3167 7618      WhatsApp: 6991 3589 

1.  預繳暑期課程的學費不可轉作繳交中心其他常

規課程之用。 

2.  如課程報名人數不足或在特殊情況下，本學習

中心保留取消該課程及退回學費之權利。 

3.  如遇惡劣天氣情況，即三號風球或以上，或紅

色暴雨，所有課堂取消，將不獲補堂安排。 

4.  學生不論事假、病假或惡劣天氣而未能出席暑

期課堂，將不獲補堂安排。 

15/7/2019 - 23/8/2019 

現代暑期特訓營 

適合升小二至小六同學 

 中文全方位 

閱讀˙寫作 

語基˙詩詞 

 （７月 15 日 至 8 月 23 日 ) 

2019 現代暑期特訓營 

上課時間表  

 英文全方位 

文法˙閱讀 

寫作˙聽說 

 數理思維 

數學應用題 

解難思維 

 升中預備 

中一面試 
TOEFL® JuniorTM   

 戶外參觀 

及生活趣味 

報名優惠 

凡於五月三十一日

前，報讀暑期課程，

可享高達$600學費

減免；二人同行，可

享更多優惠。 

報名注意事項 

報名熱線： 3167 7618 



中文全方位 

閱讀及語基 

上課時間：逢星期一 

時間： 09:00 - 12:00 

費用： $2,400  (六星期) 

 

 

英文全方位 

數理思維 

寫作及句式  
上課時間：逢星期四 

時間： 09:00 - 12:00 

費用： $2,400  (六星期) 

 

閱讀及文法 
上課時間：逢星期二 

時間： 09:00 - 12:00 

費用： $2,400  (六星期) 

 

寫作及聽說 
上課時間：逢星期五 

時間： 09:00 - 12:00 

費用： $2,400  (六星期) 

 

數學應用題 

解難 

上課時間：逢星期一 

時間： 14:00 - 15:15 

費用： $1,200/6 堂 

 
● 以高小學生經常犯錯的數學題、TSA及 HKAT評估

題目為主要訓練內容 

● 特別針對學生對文字及應用題之弱點，強化對應

用題的解題能力 

● 提升學生對四則運算、

圖形與空間、度量、統

計圖等的運算速度及準

確度  

 

TOEFL® Junior TM

   
日期： 逢星期五 

時間： 14:00 - 15:15 

費用： $1,200/6 堂 

 

解難及思維 

學習 

上課時間：逢星期二 

時間： 14:00 - 15:15 

費用： $1,200/6 堂 

 

中一面試班 
日期： 逢星期四 

時間： 14:00 - 15:15 

費用： $1,200/6 堂 

  

英語圖版遊戲  

大作戰 

上課時間：逢星期一 

時間： 15:30 - 17:00 

費用： $50/堂 

 

玩廚樂  
(小手工及小廚師) 

上課時間：逢星期四 

時間： 15:30 - 17:00 

費用： $100/堂 

 

  

 生活趣味 

    暑假期間，中心將安排學生出外參觀，豐富他們的生活知識。透過隨隊導師介紹，指導學生需留意參觀目的及學習

內容，完成參觀後回中心進行參觀後之跟進活動，包括寫作、問卷調查、討論及報告。 

香港濕地公園   

讓學生認識濕地生態和了

解濕地與人類的關係  

日期： 2019年 7月 17日  

      (星期三) 

時間： 09:00 - 17:00 

沙田污水處理廠 
了解如何處理日常生活 

用之污水及污泥 

日期： 2019年 7月 24日  

      (星期三) 

時間： 09:00 - 17:00 

南丫風采發電站  
介紹香港首個使用風力 

的商用發電站  

日期： 2019年 7月 31日  

      (星期三) 

時間： 09:00 - 17:00 

嘉頓深井廠房 
一嘗自製麵包的樂趣，享

用精美茶點 

日期： 2019年 8月 7日 

      (星期三) 

時間： 09:00 - 17:00 

屯門公眾騎術學校 
了解馬匹的日常生活及 

馬房運作  

日期： 2019年 8月 14日 

      (星期三) 

時間： 09:00 - 17:00 

香港科學館 - 生物多樣性展廳 
提高同學對保護生物多樣

性的意識  

日期： 2019年 8月 21日  

      (星期三) 

時間： 09:00 - 17:00 

● 專為升小六學生為來年升中面試

前做好預備 

● 重點教授面試技巧，包括如何介

紹自己、眼神接觸、儀態姿勢等 

 

● 協助升小六學生考取國際英語水平

考試，以便向中學提供英語能力證

明 

● 預習 TOEFL®  JuniorTM  題型模式及考

核要點，加強英語詞彙、文法及聆聽理解能力 

精選英語圖版遊戲，包括英文拼字

(Scrabble)，大富翁 (Monopoly) 等遊

戲，讓同學使用英語交流及參與，並

教授掌握取勝技巧 

戶外參觀學習 

對象： 升小二至小六 名額： 每級 6 人  

對象： 升小二至小六 名額： 每級 6 人  

小六增潤  

對象： 升小四至小六 名額： 每級 6 人  

Coding Galaxy 是全港首創解

難及思維學習平台，訓練學生難

題拆解及邏輯思維能力。 

本課程將： 

● 針對性強化數學邏輯推理及組

織能力等 

● 以互動遊戲化的學習模式，整

合日常生活及學科案例，有效

開發學生多元潛能及協作能力 

(同學需自攜平板

電腦於課堂及家

中練習)  

名額： 每班 8 人 對象： 升小六 

對象： 升小二至小六 名額： 10 人  

對象： 升小二至小六 名額： 15 人  

● 講解常用閱讀策略及答題技巧  

● 重溫所有中國語文基礎 

● 教授四字詞語及成語的故事及日常

運用 

● 透過教授古詩及文言文，提升學生

對詩詞認識，並加強學生的中國文

化知識和修養  

● 按照不同年級寫作要求，選材文體包括記敘文、

描寫文、抒情文、說明文及議論

文 

● 按部就班，引領學生「想得清

楚，說得明白，寫得流暢」 

● 精心選編，題材新穎，培養學生

對寫作的興趣和打好基礎  

● 每堂以完成一篇作文目標  

● 透過閱讀不同體裁文章，提升學生英文

詞彙量及對文章之理解 

● 重溫英文文法，包括時態(TENSES)、前

置詞 (PREPOSITION)、代名詞 

(PRONOUN) 等 ，並強化英文文法的應

用能力  

● 加強學生的答題技巧及對句子結構的認

識   

● 教授及重溫寫作文體格式、字

詞、句式及文法等英文寫作知識 

● 分析及建構寫作題目要求 

● 教授聆聽技巧，提升學生的英文

聆聽能力 

● 教授英文會話技巧，提升學生的

英語發音及會話能力  

教授小手工製作(第一三五週)及

基本烹飪技巧(第二四六週)，提

升學生的專注力及生活技能 

看電影學 

中華文化 

上課時間：逢星期二 

時間： 15:30 - 17:00 

費用： $50/堂 

 

記憶法及應用 
上課時間：逢星期五 

時間： 15:30 - 17:00 

費用： $100/堂 

 

  
教授常用記憶法及技巧，改善單

詞記憶及提升閱讀速度，讓學生

增加學習動力，改善學業成績  

讓學生以有趣的方式——從精選電影，包括

《功夫熊貓》、《西遊記女兒國》、《孔子：

決戰春秋》，認識中華文化知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