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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暑假,成就一個轉變

暑期課程2020
現正招生

3月10日前報名可享7折課程優惠
退款保障:第一節後可因任何原因退回已付學費*
   (*該申請須於第一與第二節之間提出,退款課程需約14天)



暑期小學綜合預教班
小學課程逐年加深 對同學 家長造成不少壓力 故本班預先教授來年
課題內容 以幫助同學做好預備 打下一定基礎  開學後事半功倍 取
得佳績
本中心教材摘錄各校過往試卷  貼近實際考試內容及課程 更切合同學
需要  近年學校課程日益加深 往往使學生無所適從 模擬試卷一方面
能夠幫助鞏固既有知識  另一方面使其明白個人強弱之處 找出不足並
針對改善  利於成績進步  瞬即更上一層

對象: 升讀小二及小四學生

暑期升小一綜合預教班
小朋友升上小一  由於課程內容或學習模式的改變 容易出現不適應而
影響學校表現  使其失去信心  影響學習表現 不利往後成績進展
本班有助同學提前認識新學年課程內容  及早作出準備 預習新課題
透過模擬試卷 能使同學了解題目內容 問題形式及如何作答 造就其
答題 解題能力在同級競爭中 具絕對優勢 在銜接過程中 最大程度
地減少適應不良的情況

對象: 升讀小一學生

暑期呈分試預備課程
呈分試成績的影響中學派位結果 為幫助同學作好準備並爭取佳績 本
校特意為升讀小五 小六學生 挑選各種程度的多間學校過往試卷 考
試內容 針對個人能力作出強化 確保其競爭力 以助成功入選心儀學
校
課程內容以來年中文 數學及英文程題大綱為本 附以試卷操練 讓同
學更有信心掌握新知識 以及熟習既有內容 用之應對呈分試的校本課
程 完善練習能有效地使同學作充足演練 從而在考試中出類拔萃

對象: 升讀小五及小六學生
+

9:00-10:30/13:00-14:30

10:30-12:00/14:30-16:00

16:00-17:30

4  $2,480 $2,950 $3,650 $4,250

6  $2,950 $3,950 $5,050 $6,100

課程時間: 每節3小時(2 科) (9:00-12:00/ 13:00-16:00/ 14:30-17:30)
開課日期: 7月20日/7月27日/8月3日

趣味魔術班
費用全免 加送每堂小道具

凡報讀本校暑期課程 均可免費參加 先得先得 額滿即止
課程教授各種簡單小魔術 如紙牌魔術 鈔票復原 隔空取物 奇妙橡筋圈 讀心術

每週五 12:10-12:50PM

3月10日前報名可享7折課程優惠
退款保障:第一節後可因任何原因退回已付學費*
   (*該申請須於第一與第二節之間提出,退款課程需約14天)



暑期升中預備課程
中學課程模式與小學截然不同 小學只需修讀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及科學數科
內容雖多然僅局限於此 惟甫升中一 即加以綜合科學 中史 綜合人文 電腦甚至
商業等科目 其難度之深 範圍之廣 為前所未聞 哪怕小學時名列前矛 只稍有不
慎 瞬即淪為孫山之後 家長實在不能掉以輕心 放任子女獨自面對難關
不少同學在順利升讀中學後 萌生怠惰心態 以為彼岸已至 殊不知一波未平 此刻
并非終點 只是另一開端 傳統名校競爭激烈 鬆懈片刻足以墮後 若僅名次高低
實為小事 然而伴之信心盡失 動力全無 繼以藉沉迷遊戲 逃避現實且挫敗不起
一時半刻難以重新適應 再重新振作恐怕要花更多時間
暑假是一黃金時間 若家長能合理利用 不但能糾正陋習 更可未雨綢繆 在來年課
程預習中 使同學透過優先掌握各種概念及應用方式 為開學造就更佳表現礎基 而
更能夠在事半功倍之學習中 培養興趣及主動學習態度 求學動力自然源源不決
本課程將預先教授中一課程 升中同學可預習來年必修課題 如數學科之向數及方程
式應用 綜合科學之入門等 課程內容涵蓋多間名校 並將試題逐一拆解 分析評分
標準以協助同學掌握實用應試技巧 讓其領先一步觸及不同內容 以達成早著先機
輕鬆解決銜接中未知挑戰

對象: 升讀中一學生

暑期中學補習課程
中學課程難度隨年級不斷加深 掌握舊有知識 亦未必能確保完全足以應付新學年之
挑戰 及旱預習新課題 有助同學早著先機 在開學時事半功倍 不但一般學習能夠
得心應手 而且在面對難題時亦能迎刃而解 本課程可使其掌握學校測驗考試要項
評分準則 為崎嶇前路鋪設康莊大道 無懼迷失方向
本學習方案可按同學需求作出調整 保證導師與之有足夠時間 合適程度進行教學并
全面跟進 彌補故有不足 更會就現実考試中 香港學生常犯錯誤或概念不清之課題
內容加以闡明 以其避免重蹈覆轍 除同學就讀學校本身考試測驗卷外 更備有多間
名校歷屆試卷 有助提升各方面能力

對象: 升讀中二至中六學生
+

4  $2,480 $2,950 $3,650 $4,250

6  $2,950 $3,950 $5,050 $6,100

課程時間: 每節3小時(2 科) (9:00-12:00/ 13:00-16:00/ 16:00-19:00
開課日期: 7月20日/7月27日/8月3日



暑期數學課程
數學著重理解與練習 一般日常學習總無法兼顧各個課題 使同學未能融匯貫通 更
會表現參差不齊 為改善此種情況 本課程採由淺入深形式 精心打造應試筆記 務
求顯淺易明 使每個進度 不同需求亦能同樣殫到關顧 故預先準備新課題 能使日
後學習得以明瞭清淅
課程內容涵蓋範圍廣泛 提供多種模擬試題及例題作分析 解析不同主題 務使同學
得以全面了解計算原理及步驟 把誤解降至最低限度 透過精細指導教授 不但有助
闡明數學原理 更有助培養學習興趣 把解題過程趣味化 有效地在暑假期間改變其
對數學的負面印象 燃點鬥志并主動出擊

對象: 升讀中一至中六學生

暑期中三理科先修班
中學一般在中三時把綜合科學分為物理 化學 生物科 及早準備中學文憑試
HKDSE 課程 讓同學接觸理科各個料目之同時 亦有利其在校內鶴立雞群 本校課
程將在暑期間預先教授各科理論知識 再配合試題訓練 全面深入不同課題 讓同學
從容掌握每個知識 短期而有效地促進成績進步

對象: 升讀中一至中六學生

暑期DSE理科課程(Phy/Chem/Bio/M1/M2)
理科要讀得好 大前題是明白箇中道理 概念及推理邏輯 絕非靠硬記死背 本課程
從最簡單的日常生活簡單的概念 再進入較難的題目 由淺至深 確保學生無任何誤
解 再配合試題操練 學生更能在考試中得心應手
 
課程特色:
*掌握應試秘技 大幅提升解題速度
*針對式操練 破解試題陷阱
*必備計算機程式 瞬間解決MC難題
*課程筆記精心打造 顯淺易明 一目了然 由淺入深 測驗考試前溫習必備
*小班教學 有效針對學生弱項加以改善
*課程由淺至深地教授 確保學生無任何誤解
 *指出香港中學生常犯的錯誤及概念的謬誤 加以糾正 避免學生重蹈覆轍

對象: 升讀中四至中六學生

暑期Economics課程
本課程著重激發同學多方思維 擺脫過往 死記硬背 的模式 利用最新 最热
門的經濟新聞 深 入淺出地解釋各經濟理論 有效幫助其了解背後原理 更易於
應對考試題目  課程筆記按照香港考評局教學大綱精心編訂 附以中英對照 嚴
謹挑選內容 題目除參考歷界文憑 試 會考及高考試題外 更綱羅國外題目 并
加以分類 務求由浅而深地逐步政陷難題 其中 更 重點教授選擇題思路分析
指導破題必備概念 務求精確命中答案

對象: 升讀中四至中六學生

課程時間: 每節90分鐘
開課日期: 7月20日/7月27日/8月3日

  每星期兩節 每星期三節
四星期學費 $2680  $3350
六星期學費 $3350  $4950

網上上課Online Classroom
此四項課程亦提供網上上課選擇, 因應實際情況,課程可能稍有不同 本中心會使用
Google Classroom, Zoom and Hangouts 作網上教學

  每星期兩節 
四星期學費 $1380  
六星期學費 $1700  



暑期英文寫作課程
本課程目的為改善同學英語寫作水平 從文法等基礎方面着手 透過英文報章 雜誌
的導讀學習寫作方式 務求在短時間內 促成寫作能力快速進步
教學將會分為寫作及文法兩部份進行 寫作部分從各種體裁的文章入手 學習不同技
巧 培養創作能力 另一方面 透過 讀精選文章 選自南華早報 華爾街日報 時
代週刊….… 訓練語感 熟習寫作步驟 每個禮拜嘗試不同題目的文章 以幫助同學
掌握不同形式的寫作技巧 文法方面 採用密集式訓練 從文法基礎入手改善舊有不
良習慣 幫助其掌握文句運用 大綱創作及句式等知識

對象: 升讀小三至中六學生

暑期英語綜合課程
本課程目的在於提升同學在英文各方面的能力 擴展其詞彙運用能力及熟習句型變化

增強創作能力
教學內容方面包括聆聽 讀 文法 說話及寫作練習 從多方面著手 務求全面提
升同學英文水平和基礎能力 透過小班教學活動 單對單地切合個人需要 為其程度
提供貼身剪裁的數學 使同學能更容易明白課題內容 其間更會設有小測驗 用以評
核學習進度 鼓勵同學主動出擊 更有效率地吸收知識 溫習更多新詞彙與課外知識

避免局限於書本內容 陷入僵局而失去動力 反而有利自主管理學習 觸類旁通之
效

對象: 升讀小三至中六學生

暑期中文寫作課程
近年來同學中文寫作能力稍遜 面對不同體裁文章創作 往往有心無力 導致產生抗
拒情緒 損害語文能力 本校特意從各類文體及基礎文法切入 深入淺出分析其特點
并加拆解研究 再逐步指導 讓寫作不再有難度

課題涵蓋記 文 說明文 議論文 描寫文等各類文體 透過寫作手法分析文章架
以閱讀篇章形式供同學參考學習 使同學充分了解文章背後脈絡 從而結合個人經

驗 成功開發創作潛力

對象: 升讀中三至中六學生

暑期中文綜合課程
為培養同學良好中文能力 本課程從聽 講 讀 寫四方面綜合教學 其中重點
訓練 讀能力及書寫能力 增強其解題 答題技巧 務求能快而準地命中目標
盡取分數
課程內容結合日常與學習上將會面對的語文形式 把生活經驗應用在語文之上
無論在創作 書寫 思維等多面 助其廣博眼界 擴闊視野 更直觀地促進各方
面的結合與實用 其次 課題將採用單元式教授 分門別類地讓同學能深入了解
該文體特色 再者 以寫作練習為形式 鼓勵更有系統地建築文理思維 使其得
以純熟運用不同技巧 手法加以創作 提高學習能力

對象: 升讀中四至中六學生

課程時間: 每節90分鐘
開課日期: 7月20日/7月27日/8月3日

  每星期兩節 每星期三節
四星期學費 $2680  $3350
六星期學費 $3350  $49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