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家長提醒子女準時上課（包括加堂之特別安排），除當天病假或校內活動外，事假、因遺忘而未有上課等，恕未能作

補課或退款安排，亦不會向家長作個別通知，敬請見諒。如再次受疫情影響，課程將改以視像教學模式上課，直至教育

局公佈最新上課安排止。 

 

2021-2022 小學專科課程 (10/9/2021開始上課) 

尖子中文課程 

班組 級別 導師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學費 

CYL01 

(新加開) 

一年級 

(連寫作) 
Miss Chan 星期六 2:30-3:45 $250/1堂 

CYL02 

二年級 

(連寫作) 
Miss Chan 星期六 11:30-12:45 $250/1堂 

CYL03 三年級 Miss Chan 星期六 10:00-11:15 $200/1堂 

CYL04 

(新加開) 
四年級 何Sir 星期四 3:30-4:45 $200/1堂 

CYL05A 五年級A 何Sir 星期六 4:00-5:15 $200/1堂 

CIG05B 

(新加開) 

五年級B 黎Sir 星期日 11:30-12:45 $200/1堂 

CYL06A 六年級A 何Sir 星期五 3:30-4:45 $200/1堂 

CYL06B 六年級B 何Sir 星期六 5:30-6:45 $200/1堂 

CIG06C 

(新加開) 

六年級C 黎Sir 星期日 10:00-11:15 $200/1堂 

2021/22學年 何SIR中文私人小組（4人）課程 

現正接受預約 

本課程特別適合於校內試尚未及格、坐C望A或保持A級同學報讀。 

（另亦設有意入讀名校訓練之小班） 

課堂學費為$650（小學）一節、$790（中學）一節，每節1小時30分。 



請家長提醒子女準時上課（包括加堂之特別安排），除當天病假或校內活動外，事假、因遺忘而未有上課等，恕未能作

補課或退款安排，亦不會向家長作個別通知，敬請見諒。如再次受疫情影響，課程將改以視像教學模式上課，直至教育

局公佈最新上課安排止。 

中文閱讀及寫作課程 

班組 級別 導師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學費 

CRW03 三年級 何Sir 星期一 3:30-4:45 $230/1堂 

CRW04 四年級 何Sir 星期二 3:30-4:45 $230/1堂 

CRW05 五年級 何Sir 星期三 3:30-4:45 $230/1堂 

CRW06 六年級 何Sir 星期五 5:00-6:15 $230/1堂 

 

 

 

 

 

 

 

 

 

 

 

 

 

 

 

 

 

 

中、小學中文課程 

新報讀模式｜重質不重量 

2021年 7月起，本中心中、小學中文課程報名程序將作以下修訂： 

1. 小學中文課程全年只於每年 7月、12月及 3 月三個報名階段接受報讀；中

學中文課程全年只於每年 7 月及 3 月兩個報名階段接受報讀，若課程已滿，
可申請後補學位至下一報名階段插班或報讀新開設班組（如有），惟需按該

課程之實際報名情況而定。 

 

2. 若舊生於課程期間退學，為保障已報讀學生之課程進度而不需為新生補教內

容，本中心亦不會安排新生插班，直至下一報名階段。 

 

3. 學生成功報讀課程後即代表已獲取該階段學位，若報讀期間申請退學，學位

會被即時取消，重新報讀者會視作新生或後補生處理。請同學於每月最後一

天或以前繳交下月學費確定學位，逾時者將作不報讀論，不接受補交形式報

讀。 



請家長提醒子女準時上課（包括加堂之特別安排），除當天病假或校內活動外，事假、因遺忘而未有上課等，恕未能作

補課或退款安排，亦不會向家長作個別通知，敬請見諒。如再次受疫情影響，課程將改以視像教學模式上課，直至教育

局公佈最新上課安排止。 

尖子英文課程 

班組 級別 適合課本 導師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學費 

ELM01A 

(新加開) 

一年級A Lighthouse  待定 星期六 10:00-11:15 $250/1堂 

ELM01B 

(新加開) 

一年級B Longman 待定 星期六 11:30-12:45 $250/1堂 

ELM02 二年級 Longman Lau Sir 星期六 10:00-11:15 $250/1堂 

ELM03 三年級 Longman Lau Sir 星期六 11:30-12:45 $250/1堂 

ELM04 四年級 Longman Peter Sir 星期日 4:00-5:15 $250/1堂 

ELM05 五年級 Longman Peter Sir 星期日 5:30-6:45 $250/1堂 

ELM06 六年級 Longman Peter Sir 星期日 2:30-3:45 $250/1堂 

 

尖子數學課程 

班組 級別 導師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學費 

MT01 一年級 Brain Sir 星期日 10:00-11:15 $200/1堂 

MT02 二年級 Miss Lo 星期日 10:00-11:15 $200/1堂 

MT03 三年級 Miss Lo 星期日 5:30-6:45 $200/1堂 

MT04 四年級 Miss Lo 星期日 2:30-3:45 $200/1堂 

MT05 五年級 Miss Lo 星期日 4:00-5:15 $200/1堂 

MT06 六年級 Miss Lo 星期日 11:30-12:45 $200/1堂 

   



請家長提醒子女準時上課（包括加堂之特別安排），除當天病假或校內活動外，事假、因遺忘而未有上課等，恕未能作

補課或退款安排，亦不會向家長作個別通知，敬請見諒。如再次受疫情影響，課程將改以視像教學模式上課，直至教育

局公佈最新上課安排止。 

 

2021-2022 中學專科課程(10/9/2021開始上課) 

中學中文課程 

班組 級別 導師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學費 

CSS01A 中一A 何Sir 星期一 6:30-7:45 $240/1堂 

CSS01B 

(新加開) 

中一B 何Sir 星期五 6:30-7:45 $240/1堂 

CSS02A 中二A 何Sir 星期二 5:00-6:15 $240/1堂 

CSS02B 中二B 何Sir 星期三 5:00-6:15 $240/1堂 

CSS03 中三 何Sir 星期一 5:00-6:15 $240/1堂 

CSS04 中四 何Sir 星期三 6:30-7:45 $240/1堂 

CSS05/06 中五/六 何Sir 星期二 6:30-7:45 $240/1堂 

 

DBS中學中文課程(適合拔萃男書院學生報讀) 

班組 級別 導師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學費 

DBS01 G7 何Sir 星期四 6:00-7:15 $380/1堂 

DBS02 G8 何Sir 星期四 4:30-5:45 $380/1堂 

DBS03 G9 何Sir 星期日 10:00-11:15 $380/1堂 

DBS04 G10 何Sir 星期日 4:00-5:15 $380/1堂 

DBS05/06 G11-G12 何Sir 星期日 5:30-6:45 $380/1堂 



請家長提醒子女準時上課（包括加堂之特別安排），除當天病假或校內活動外，事假、因遺忘而未有上課等，恕未能作

補課或退款安排，亦不會向家長作個別通知，敬請見諒。如再次受疫情影響，課程將改以視像教學模式上課，直至教育

局公佈最新上課安排止。 

中學英文課程 

班組 級別 導師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學費 

ESS01 中一 Miss Leung 星期六 5:30-6:45 $240/1堂 

ESS02 中二 Miss Leung 星期六 4:00-5:15 $240/1堂 

ESS03/04 中三/四 Miss Leung 星期六 2:30-3:45 $240/1堂 

 

中學數學課程 

班組 級別 導師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學費 

MSS01A 中一A David Sir 星期日 2:30-3:45 $200/1堂 

MSS01B 

(新加開) 

中一B David Sir 星期四 6:30-7:45 $200/1堂 

MSS02 中二 David Sir 星期四 5:00-6:15 $200/1堂 

MSS03 中三 David Sir 星期日 11:30-12:45 $200/1堂 

MSS04 中四 David Sir 星期日 4:00-5:15 $200/1堂 

MSS05/06 中五/中六 David Sir 星期日 5:30-7:00 $250/1堂 

 

 

 

 

 

 

 

 

 



請家長提醒子女準時上課（包括加堂之特別安排），除當天病假或校內活動外，事假、因遺忘而未有上課等，恕未能作

補課或退款安排，亦不會向家長作個別通知，敬請見諒。如再次受疫情影響，課程將改以視像教學模式上課，直至教育

局公佈最新上課安排止。 

中學科學課程 

班組 級別 導師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學費 

ISS01 中一 Marcos Sir 星期六 2:30-3:45 $200/1堂 

ISS02 中二 Marcos Sir 星期六 5:30-6:45 $200/1堂 

ISS03 中三 Marcos Sir 星期六 4:00-5:15 $200/1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