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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委託『高智能教育有限公司』引進一系列有效的英語課程。這些課程已在多間幼稚園、小學及

中學舉辦，令學生的英文程度達至明顯進步的效果。期間舉辦的課程，反應熱烈，現再開辦不同時段

的新班，名額有限，請從速報名！ 

本中心委託『高智能教育有限公司』引進一系列有效的英語課程。這些課程已在多間幼稚園、小

學及中學舉辦，令學生的英文程度達至明顯進步的效果。期間舉辦的課程，反應熱烈，現再開辦

不同時段的新班，名額有限，請從速報名！ 

 

2015-2016 年度（1 月課程） 



 

 

 
 

 
 
 
  註：以上所有課程屬第一期的拼音課程，只適合於從未報讀本課程的學生。 

對象 組別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內容簡介 

K1 學生 

P2C 星期二 下午 5:00 – 6:00 
 

 

 

每 1 小時課程： 

$1,040/12 堂 

(已包括教材費

用：$260） 

小朋友怕朗讀英文，往往是因為他們

怕讀錯音；他們怕串字，是因為不懂

讀音而令他們產生困難。久而久之，

小朋友便怕學英文了！ 

 

本課程務求讓小朋友在輕鬆的環境

下學習，每天只花數分鐘的時間溫習

便能達致： 

1. 提高發音及拼字的能力； 

2. 增強英文的聆聽能力； 

3. 增加學習英文的興趣。 
 
內容： 

本課程並非教授國際音標。我們會教
導小朋友如何掌握發音的規律、以第
一階段學習每一個英文字母的發音
（例如啞音、響音；長音、短音等）
為起步，然後再學習音節，再在往後
階段學習長元音、尾字的讀音等等。
更配合堂上活動及實用的遊戲方
式，令小朋友能讀出、甚至乎未學過
之生字及句子。導師會以遊戲、比賽
等具鼓勵性和趣味性的方法令小朋
友更容易掌握及運用所學的內容。
K.2或以上的學生組別包涵了精選英
文兒歌、句子、段落或短文等，讓學
生提升誦讀能力，甚至達到誦讀英詩
的成效。 

K1 組：全課程共 96 小時 / 

K2-P3 組：全課程共 75 小時 : 

(1 小時課程：第一至五期 12 堂； 
第六期 15 堂) 

(1.5 小時課程：每期 10 堂，共五期) 

P4-P6 組：全課程共 60 小時 

P6C 星期六 上午 9:30-10:30 

P6J 星期六 上午 10:35-11:35 

K2 - P3 

學生 

【必須 

認識 26 

個英文 

字母的 

小楷】 

P2A 星期二 下午 5:00 – 6:00 

P3A 星期三 下午 5:00 – 6:00 

P6K* 星期六 上午 10:00-11:30 

P6M* 星期六 上午 11:35-1:05 

P6I* 星期六 下午 2:00–3:30 

 

*每 1.5 小時課程： 

$1,300/10 堂 

（已包括教材費

用：$325）  

P7B* 星期日 上午 10:00-11:30 

P7E 星期日 下午 11:45-12:45 

P4 –P6 

學生 

P6P* 星期六 上午 9:30-11:00 

P7F* 星期日 上午 11:35-1:05 

P2C 星期二   26/1, 2/2, 16/2, 23/2, 1/3, 8/3, 15/3, 22/3, 29/3, 5/4, 12/4, 19/4                        (12 堂) 

P6C 星期六   23/1, 30/1, 20/2, 27/2, 5/3, 12/3, 19/3,2/4, 9/4, 16/4,23/4,30/4                        (12 堂)  

P6J   星期六   23/1, 30/1, 20/2, 27/2, 5/3, 12/3, 19/3,2/4, 9/4, 16/4,23/4,30/4                        (12 堂)  

P2A 星期二   26/1, 2/2, 16/2, 23/2, 1/3, 8/3, 15/3, 22/3, 29/3, 5/4, 12/4, 19/4                        (12 堂) 

 P3A 星期三   27/1, 3/2, 17/2, 24/2, 2/3, 9/3, 16/3, 23/3, 30/3,6/4,13/4,20/4                         (12 堂) 

 P6K*  星期六   23/1, 30/1, 20/2, 27/2, 5/3, 12/3, 19/3,2/4, 9/4, 16/4                                (10 堂) 

 P6M* 星期六   23/1, 30/1, 20/2, 27/2, 5/3, 12/3, 19/3,2/4, 9/4, 16/4                        (10 堂) 

P6I*  星期六   23/1, 30/1, 20/2, 27/2, 5/3, 12/3, 19/3,2/4, 9/4, 16/4                            (10 堂) 

 P7B* 星期日   24/1,31/1,21/2,28/2,6/3,13/3,20/3,27/3,3/4,10/4                          (10 堂) 

 P7E  星期日   24/1,31/1,21/2,28/2,6/3,13/3,20/3,27/3,3/4,10/4,17/4,24/4                    (12 堂)     

P6P*  星期六   23/1, 30/1, 20/2, 27/2, 5/3, 12/3, 19/3,2/4, 9/4, 16/4                                (10 堂) 

 P7F* 星期日  24/1,31/1,21/2,28/2,6/3,13/3,20/3,27/3,3/4,10/4                          (10 堂) 

 

紛紛英語拼音遊 



  
   

 

 

 

 

 

對象 組別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每 1 小時課程： 

$890/12 堂 

（已包括教材費

用：$110） 

 

 

 

*每 1.5 小時課程： 

$890/8 堂 

(已包括教材費用：

$110) 

 

 

內容簡介 

K3 

G2A 星期二 下午 5:00-6:00 
K3 組：英語提升訓練班 

為升讀小一的小朋友建立及提升其英語

聽、說、閱讀、寫作及英文文法的興趣、

能力和基礎。 

 讓小朋友提早認識小學英語課程的精

要，減輕小朋友上小學後學習英語的困

難及壓力。 

 以有趣的教授方法，提升小朋友對學

習英語的興趣，同時加強其能力。 

K3-P6 組：英語全接觸 

 鞏固英語根基，以英語文法、閱讀理

解詞彙、詞彙為重點教材 

 選取合適課題，預先教授及温習，以

提昇學生將來更有興趣和容易明白

校內老師所教之課程。 

 本課程的內容具備教育性及應考性

兩大原素：學生除學習英語外，更能

有效提昇其應付校內及校外英語考

試的能力。 

 課堂活動及內容經過細心策劃以加

強和延展學生的學習能力及興趣 

 提供模擬測驗，發掘學生個人潛能以

便釐定日後學習的方向。 

全課程共 48 小時 

(每期 12 小時，共 4 期) 

# 如需插班者請先與職員詢問詳情。 

G6L 星期六 上午 9:30-10:30 

G6A 星期六 上午 11:45-12:45 

P1-P2 

G6C 星期六 
上午 9:30-10:30 

(恆常班可插班) 

G6P 星期六 
上午 10:35-11:35 

(恆常班可插班) 

G6K* 星期六 下午 2:00-3:30 

P2-P3 

G2C 星期二 下午 5:00-6:00 

G6B 星期六 
上午 11:45-12:45 

(恆常班可插班) 

G7B* 星期日 上午 11:35-1:05 

P3-P4 

G6D 星期六 
下午 2:00-3:00 

(恆常班可插班) 

G3A* 星期三 下午 4:30-6:00 

P4-P5 

G6F 星期六 
上午 10:35-11:35 

(恆常班可插班) 

G7C* 星期日 上午 11:35-1:05 

P5-P6 G6I* 星期六 上午 11:35-1:05 

P6 或

以上 
G6G 星期六 

上午 10:35-11:35 

(恆常班可插班) 

G2A 星期二   26/1, 2/2, 16/2, 23/2, 1/3, 8/3, 15/3, 22/3, 29/3, 5/4, 12/4, 19/4                       (12 堂) 
G6L 星期六   23/1, 30/1, 20/2, 27/2, 5/3, 12/3, 19/3,2/4, 9/4, 16/4,23/4,30/4                        (12 堂) 
G6A 星期六   23/1, 30/1, 20/2, 27/2, 5/3, 12/3, 19/3,2/4, 9/4, 16/4,23/4,30/4                        (12 堂) 
G6C 星期六  可隨時插班 
G6P    星期六  可隨時插班 
G6K*   星期六  23/1, 30/1, 20/2, 27/2, 5/3, 12/3, 19/3,2/4                                         (8 堂) 
G2C    星期二   26/1, 2/2, 16/2, 23/2, 1/3, 8/3, 15/3, 22/3,29/3, 5/4,12/4,19/4                         (12 堂) 
G6B    星期六  可隨時插班 
G7B*   星期日   24/1,31/1,21/2,28/2,6/3,13/3,20/3,27/3                                           (8 堂) 
G6D    星期六  可隨時插班 
G3A* 星期三   27/1,3/2,17/2,24/2,2/3,9/3,16/3,23/3                                             (8 堂) 
G6F    星期六  可隨時插班 
G7C*   星期日   24/1,31/1,21/2,28/2,6/3,13/3,20/3,27/3                                           ( 8 堂) 
G6I*    星期六   23/1, 30/1, 20/2, 27/2, 5/3, 12/3, 19/3,2/4                                         (8 堂) 
G6G    星期六  可隨時插班 
必須連同下一期繳交 

英語全接觸 



 
    
  

     

保良局黃永樹教育服務中心 委託 高智能教育有限公司 

 開辦課程 

22001155--22001166 年年度度﹝﹝11 月月新新課課程程﹞﹞  
 

報名辦法： 

1. 親身報名： 

填妥參加表格，連同學費（只接受劃線支票）/ 銀行存款收據 

交予保良局黃永樹教育服務中心（地址：將軍澳唐賢街 2 號） 

2. 郵寄報名： 

將報名表格及劃線支票 / 銀行存款收據，寄回「高智能教育有限公司」。 

郵寄地址：九龍旺角塘尾道 64 號龍駒企業大廈 2 樓 B2 室 

3. 傳真報名： 

將下列表格及銀行存款收據，傳真至 2391 2501。 

4. 繳款方式： 

請按報讀科目開支票，每一科分別開一張支票，費用如下： 

【紛紛英語拼音遊：學費$1040，共 12 堂（每堂 1 小時）】（包括：學費 $780 + 教材費 $260） 

【紛紛英語拼音遊：學費$1300，共 10 堂（每堂 1.5 小時）】（包括：學費 $975+ 教材費 $325） 

【英語全接觸：學費$890，共 12 堂（每堂 1 小時）】（包括：學費 $780 + 教材費 $110） 

【英語全接觸：學費$890，共 8 堂（每堂 1.5 小時）】（包括：學費 $780 + 教材費 $110） 

 

 

支票抬頭寫上「高智能教育有限公司」，請於背面寫上： 

【學生姓名】、【報讀科目組別】及【聯絡電話】 

報名學費可存入以下戶口內，請於存款收據正面寫上： 

【學生姓名】、【報讀科目組別】及【聯絡電話】 

  南洋商業銀行﹝中銀集團﹞之戶口號碼 043-477-00127625   
 
家長須知：  

1. 如報讀人數太多，本中心將會以先報名先得為原則。 

2. 學生入選與否，本中心將於開班前三天另行以電話或通告回覆。 

3. 若學生人數不足或其他特殊原因，本中心有權取消該項課程，退款可於該班原訂開課日後三星期以 

支票形式退回。(不作其他退款途徑)  

4. 開課後不能隨意轉班及不設補課。 

5. 繳費後，如有退學或中途退學者，恕不退回全部或部份學費。 

6. 報讀學生及家長必須遵守保良局黃永樹教育服務中心所訂立之校規，如：除學生外，家長不可進入 

學校範圍內，需由職員帶同學生進校集隊。而學生亦需於上課前 10-15 分鐘回校集合。 

7. 查詢請致電: 

高智能教育有限公司 電話：2391 2543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六  上午 9:30 ~下午 6:00 

保良局黃永樹教育服務中心 電話：2177 0025 (一樓中心書記)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  上午 9:40 ~下午 6:40  星期六：上午 9:00 ~下午 6:00 

 

*有關特殊天氣情況安排（可瀏覽學校網址《http://plkwws.edu.hk/esc/》）： 

A.  如當天因天氣惡劣，天文臺在上午六時十五分已發出「紅色暴雨信號」、「黑色暴雨信號」或高懸八號颱風 

信號，教育局宣佈學校停課，是日在上午八時正至下午一時正以前舉行的興趣班將會取消，課程將會順延。 

B.  如天文臺在上午十一時正仍懸掛「紅色暴雨信號」、「黑色暴雨信號」或高懸八號颱風信號，是日下午一時或 

以後舉行的興趣班可仍會取消，至於補堂日期將會稍後通知。 

C. 倘若天文臺在上午十一時正或前改懸「黃色暴雨信號」或三號風球，是日下午的興趣班將會照常上課。 

 



請填寫背頁 

 

 

 

 

保良局黃永樹教育服務中心 委託 高智能教育有限公司 開辦課程 

22001155--22001166 年年度度﹝﹝11 月月新新課課程程﹞﹞--  參參加加回回條條  

 
本人同意敝子弟參加  貴中心舉辦之興趣班，並在□加上： 
 
紛紛英語拼音遊 
每堂 1 小時：（每期學費 $1,040，共 12 堂，學費 $780 + 教材費用 $260） 

每堂 1.5 小時：（每期學費 $1,300，共 10 堂，學費 $975 + 教材費用 $325） 

上課日期 時間 級別 

□ P2C  星期二 (26/1 – 19/4) 下午 5:00 – 6:00 

K.1 學生 □ P6C  星期六 (23/1 – 30/4) 上午 9:30 – 10:30 

□ P6J  星期六 (23/1 – 30/4) 上午 10:35 – 11:35 

□ P2A  星期二 (26/1 – 19/4) 下午 5:00 – 6:00 

K.2 至 P.3 學生 

□ P3A  星期三 (27/1 – 20/4) 下午 5:00 – 6:00 

□ P6K*  星期六 (23/1 – 16/4) 上午 10:00 – 11:30（每堂 1.5 小時） 

□ P6M*  星期六 (23/1 – 16/4) 上午 11:35 – 1:05（每堂 1.5 小時） 

□ P6I*  星期六 (23/1 – 16/4) 下午 2:00 – 3:30（每堂 1.5 小時） 

□ P7B*  星期日 (24/1 – 10/4) 上午 10:00 – 11:30（每堂 1.5 小時） 

□ P7E 星期日 (24/1 – 24/4) 上午 11:45 – 12:45 

□ P6P* 星期二 (23/1 – 16/4) 上午 9:30 – 11:00（每堂 1.5 小時） 
P.4 至 P.6 學生 

□ P7F* 星期六 (24/1 – 10/4) 上午 11:35 – 1:05（每堂 1.5 小時） 

 
英語全接觸 

   每堂 1 小時：（每期學費 $890，共 12 堂，學費 $780 + 教材費用 $110） 
   每堂 1.5 小時：（每期學費 $890，共 8 堂，學費 $780 + 教材費用 $110） 

□ G2A 星期二 (26/1 – 19/4) 下午 5:00 – 6:00 

K.3 學生 □ G6L 星期六 (23/1 – 30/4) 上午 9:30 – 10:30 

□ G6A 星期六 (23/1 – 30/4) 上午 11:45– 12:45 

□ G6C 星期六 (可隨時插班) 上午 09:30 – 10:30 

P.1 至 P.2 學生 □ G6P  星期六 (可隨時插班) 上午 10:35 – 11:35 

□ G6K*  星期六 (23/1 – 2/4) 下午 2:00 – 3:30 

□ G2C  星期二 (26/1– 19/4) 下午 5:00 – 6:00 

P.2 至 P.3 學生 □ G6B  星期六 (可隨時插班) 上午 11:45 – 12:45 

□ G7B*  星期日 (24/1 – 27/3) 上午 11:35 – 1:05 

□ G6D  星期六 (可隨時插班) 下午 2:00 – 3:00  
P.3 至 P.4 學生 

□ G3A* 星期三 (27/1 – 23/3) 下午 4:30 – 6:00 

□ G6F  星期六 (可隨時插班) 上午 10:35 – 11:35 
P.4 至 P.5 學生 

□ G7C*  星期日 (24/1 – 27/3) 上午 11:35 – 1:05 

□ G6I*  星期六 (23/1 – 2/4) 上午 11:35-1:05 P.5 至 P.6 學生 

□ G6G  星期六 (可隨時插班) 上午 10:35 – 11:35 P.6 或以上 

    

 



 

 

     保良局黃永樹教育服務中心 委託 高智能教育有限公司 開辦課程 

22001155--22001166 年年度度﹝﹝11 月月新新課課程程﹞﹞--  參參加加回回條條  

 

學生姓名：(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全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必須填寫) 

性別：□男 □女  班級：_______________ 學校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必須填寫) 

年齡：_____ 聯絡電話(請寫多個)：(1)____________________(2)_____________________(必須填寫)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放學安排：□ 自行回家 □ 由家長接回 

家長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已閱讀及明白「家長須知」的內容並遵從本中心之安排 (必須填寫) 

如何得知本中心之課程：□ 學校收到單張 □ 街上收到單張 □ 親友介紹 □ 其他：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保良局黃永樹教育服務中心紀錄 (內部用) 

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銀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