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中心保留在有需要時調動上課日期、時間及導師之權利，而一切調動及更改之考慮將以本課程及學生之共同利益及責

任為基礎。如有更改，本中心將盡早作出通知。                                            最後更新：2019/8/18 

高思考學習中心 

2019-2020學年 

常規課程上課時間表及收費表（小學） 
 

仁立尖子中文課程（適合仁立學生報讀） 

年級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收費 

二年級 星期日 2:00-3:15pm 

$200/堂 

三年級 星期日 11:15-12:30nn 

四年級 星期日 10:00-11:15am 

五年級 星期一 3:30-4:45pm 

六年級 A 星期五 5:00-6:15pm 

六年級 B 星期一 4:45-6:00pm 

 

仁紀尖子中文課程（適合仁立紀念或使用課本「我愛學語文」學生報讀） 

年級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收費 

二年級 星期六 10:00-11:15am 

$200/堂 

三年級 星期六 2:00-3:15pm 

四年級 星期六 3:15-4:30pm 

五年級 星期二 4:45-6:00pm 

六年級 星期六 5:45-7:00pm 

 

中文閱讀及寫作課程（適合仁立學生報讀） 

年級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收費 

一年級 星期日 3:15-4:30pm 

$230/堂 

二年級 星期六 11:15-12:30nn 

三年級 星期三 4:45-6:00pm 

四年級 星期三 3:30-4:45pm 

五年級 

(適合任何學生報讀) 
星期五 3:45-5:00pm 

六年級 

(適合任何學生報讀) 
星期五 3:45-5:00pm 

五年級 星期六 4:30-5:45pm 

六年級 A 星期五 3:45-5:00pm 

六年級 B 星期四 3:45-5:00pm 

 

 

 

 

 

 

 



本中心保留在有需要時調動上課日期、時間及導師之權利，而一切調動及更改之考慮將以本課程及學生之共同利益及責

任為基礎。如有更改，本中心將盡早作出通知。                                            最後更新：2019/8/18 

高思考學習中心 

2019-2020學年 

常規課程上課時間表及收費表（小學） 
 

尖子英文課程（適合使用 Longman Express/ Express 2nd/ Elect課本之學生報讀） 

年級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收費 

一年級 星期六 4:30-5:45pm 

$200/堂 

二年級 星期六 3:15-4:30pm 

三年級 星期六 2:00-3:15pm 

四年級 星期六 4:30-5:45pm 

五年級 A 星期六 2:00-3:15pm 

五年級 B 

（Longman Express） 
星期五 5:00-6:15pm 

六年級 A 星期六 3:15-4:30pm 

六年級 B 

（Longman Express） 
星期四 5:00-6:15pm 

 

尖子英文課程（適合使用 Lighthouse課本之學生報讀） 

年級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收費 

一年級 星期日 5:45-7:00pm 

$200/堂 
二年級 星期六 11:15-12:30nn 

三年級 星期六 10:00-11:15am 

四年級 星期四 3:45-5:00pm 

 

英文閱讀及寫作課程（適合仁立學生報讀） 

年級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收費 

一年級 星期六 5:45-7:00pm 

$200/堂 

二年級 星期日 3:15-4:30pm 

三年級 星期日 10:00-11:15am 

四年級 星期日 11:15-12:30nn 

五年級 星期日 2:00-3:15pm 

六年級 星期日 4:30-5:45pm 

 

 

 

 

 

 

 

 

 

 



本中心保留在有需要時調動上課日期、時間及導師之權利，而一切調動及更改之考慮將以本課程及學生之共同利益及責

任為基礎。如有更改，本中心將盡早作出通知。                                            最後更新：2019/8/18 

高思考學習中心 

2019-2020學年 

常規課程上課時間表及收費表（小學） 
 

尖子數學課程（適合任何學生報讀） 

年級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收費 

二年級 星期日 4:30-5:45pm 

$200/堂 

三年級 星期六 11:15-12:30nn 

四年級 星期日 2:00-3:15pm 

五年級 A 

（三考班） 
星期六 3:15-4:30pm 

五年級 B 

（四考班） 
星期日 3:15-4:30pm 

六年級 A 

（三考班） 
星期六 2:00-3:15pm 

六年級 B 

（四考班） 
星期六 4:30-5:45pm 

 

仁立尖子常識課程（適合仁立學生報讀） 

年級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收費 

一年級 星期六 10:00-11:15am 

$200/堂 

（按考試範圍教授及歷年

精選試題操練） 

二年級 星期日 5:45-7:00pm 

三年級 星期日 5:45-7:00pm 

四年級 星期六 5:45-7:00pm 

五年級 星期日 10:00-11:15am 

六年級 星期日 11:15-12:30pm 

 

 

 

 

 

 

 

 

 

 

 

 

 

 

 

 

 

 



本中心保留在有需要時調動上課日期、時間及導師之權利，而一切調動及更改之考慮將以本課程及學生之共同利益及責

任為基礎。如有更改，本中心將盡早作出通知。                                            最後更新：2019/8/18 

高思考學習中心 

2019-2020學年 

常規課程上課時間表及收費表（中學） 
 

中學中文課程（適合任何學生報讀） 

年級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收費 

中一 星期四 6:15-7:30pm 

$237.5/堂 中二 星期三 6:15-7:30pm 

中三 星期二 6:15-7:30pm 

中四、中五 星期一 6:00-7:30pm $270/堂 

 

中學英文課程（適合任何學生報讀） 

年級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收費 

中一 星期日 4:30-5:45pm 
$237.5/堂 

中二、三 星期日 3:15-4:30pm 

中四、中五 星期日 1:45-3:15pm $270/堂 

 

中學數學課程（適合任何學生報讀） 

年級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收費 

中一 星期日 5:45-7:00pm 

$237.5/堂 中二 星期日 4:30-5:45pm 

中三 星期四 6:15-7:30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