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稚園暑期日營
家長可逐天報讀
(灣仔總校上課)

星期三

升K1

中文

面試遊戲

茶點時間

繪說家

星期五

升K2

中文

面試遊戲

小說家

星期一

升K2

中文

面試遊戲

繪說家

年級

09:30 - 10:30

10:30 - 11:30

11:30 - 12:00

12:00 - 13:00

09:30 - 10:30

10:30 - 11:30

11:30 - 12:00

12:00 - 13:00

Camp A

面試中文

小說家

面試遊戲

Camp C

AQ/ EQ小領袖

(面試模式)

面試遊戲

面試中文

Camp B

面試遊戲

面試中文

茶點時間

繪說家

*優惠受有關條件及條款約束，詳情請參閱報名條款及聲明。



個別課程 

荃灣分校幼稚園課程 
升 K1 

星期日 09:30-10:30 面試遊戲 

 

升 K2 
星期一 16:00-17:00 小說家 

星期二 

09:00-10:00 面試遊戲 

10:00-11:00 中文班 

14:00-15:00 面試遊戲 

15:00-16:00 中文班 

星期三 
14:00-15:00 面試遊戲 

15:00-16:00 中文班 

星期四 

09:00-10:00 面試遊戲 

10:00-11:00 中文班 

14:00-15:00 面試遊戲 

星期六 15:30-16:30 面試遊戲 

 

升 K3 

星期一 

09:00-10:00 中文班 

10:00-11:00 面試遊戲 

11:00-12:00 小說家 

14:00-15:00 面試遊戲 

15:00-16:00 中文班 

星期二 

09:00-10:00 面試遊戲 

14:00-15:00 面試遊戲 

15:00-16:00 中文班 

星期三 
09:00-10:00 面試遊戲 

10:00-11:00 中文班 

星期四 15:00-16:00 中文班 

星期五 

09:00-10:00 面試遊戲 

10:00-11:00 中文班 

14:00-15:00 面試遊戲 

15:00-16:00 中文班 

星期六 

09:30-10:30 面試遊戲 

10:30-11:30 小說家 

13:00-14:00 中文班 

14:00-15:00 面試遊戲 

星期日 
10:30-11:30 面試遊戲 

11:30-12:30 面試遊戲 



荃灣分校中小學課程 

升 P1 中文課程 — 每天教材不同 

星期一 
09:00-10:30 博智 

13:00-14:30 博智 

星期二 11:00-12:30 博智 

星期三 10:30-12:00 博智 

星期五 
09:00-10:30 博智 

13:00-14:30 博智 

星期六 13:30-15:00 博智 

 

升 P2 中文課程 — 每天教材不同 
星期一 09:30-11:00 博慧 

星期二 11:00-12:30 博慧 

星期三 09:00-10:30 博慧 

星期四 09:00-10:30 博慧 

星期五 14:30-16:00 博慧 

星期六 

12:30-14:00 博慧 

14:15-15:45 博慧 

16:45-18:15 博慧 

星期日 
10:00-11:30 博慧 

13:00-14:30 博慧 

 

升 P3 中文課程 — 每天教材不同 

星期一 13:00-14:30 博思 

星期三 09:00-10:30 博思 

星期四 10:30-12:00 博思 

星期五 10:30-12:00 博思 

星期六 
09:00-10:30 博思 

11:30-13:00 博思 

星期日 11:30-13:00 博思 

 

  



升 P4 中文課程 — 每天教材不同 
星期一 10:30-12:00 博弈 

星期二 13:00-14:30 博弈 

星期三 10:30-12:00 博弈 

星期五 10:30-12:00 博弈 

星期六 

09:00-10:30 博弈 

11:30-13:00 博弈 

15:00-16:00 博弈 

16:45-18:15 博弈 

 

升 P5 中文課程 — 每天教材不同 
星期一 09:00-10:30 博睿 

星期四 09:00-10:30 博睿 

星期五 09:00-10:30 博睿 

星期六 10:30-12:00 博睿 

 

升 P6 中文課程 — 每天教材不同 
星期二 11:00-12:30 博才 

星期四 10:30-12:00 博才 

星期六 16:00-17:30 博才 

 

升 F1 中文課程 — 星期四、五教材相同，星期六另一份教材 
星期二 14:30-16:00 初中入門攻略 - 博雋 

 

升 F2/F3 中文課程 — 每週一份教材 
星期三 17:30-19:00 初中入門攻略 - 博堯 

 

  



課程費用 

課程 價錢 (連教材費) 

幼稚園課程 (1 小時) $315/堂 

幼稚園繽紛日營 (3.5 小時) $850/日 

小學課程 (P1-P2) $400/堂 

小學及中學課程 (P3-F3) $425/堂 

體驗活動 - 幼稚園 (必須由 1 名成人陪同) $580/次 

體驗活動 - 小學 $440/次 

 

 

 

*優惠受有關條件及條款約束，詳情請參閱報名條款及聲明。 

 

 



家長須知： 
 建議報讀堂數：四堂或以上。 
 師生比例為每班 1 比 7-8 人，名額有限，以先到先得方法進行，本中心學生可獲優先

處理。 
 本中心有可能在上課或活動進行時為學生拍攝或錄影，如家長不欲學童之照片用作推

廣用途，請以書面形式通知本校。 

學費安排： 
 學生不論上課與否，已繳學費，恕不退還，亦不得將課程轉讓他人。學生已繳交之費

用，除校方因額滿或取消是次課程外，概不發還。如接獲退款通知，請於退款期內，
憑收據到本中心辦理，如逾期或遺失收據則無效。 

 暑期課程不設補堂，如於報名後作出任何調動，須繳交五十元行政費，並須於上課前
2 個工作天前通知本校，懇請各家長留意上課日期及時間。 

優惠條款： 
 所有優惠受有關條款及條件約束。 
 如報讀指定課程而學費滿港幣$1,000，可獲 95 折優惠；學費滿港幣$2,000，可獲 9 折優惠；

學費滿港幣$3,000，可獲 85 折優惠。 
 每次每名學生限用壹項優惠。不可與他人共用優惠或共享堂數。不能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優惠只適用於指定暑期課程（包括幼稚園日營課程、個別課程，小學個別課程）。所有外出活

動、體驗活動、考試課程、模擬面試等等不設優惠，亦不可折上折。 
 如有遺失、被竊、損壞或逾期，將不獲補發、退款或延期。現金券不可轉售，不得找零、兌

換現金或其他商品。 

颱風或暴雨安排： 
 上課前，請家長留意當天的天氣情況。當天氣惡劣

時，家長應視乎學生的安全才決定是否回校上課。 
 三號或以下颱風信號、黃色或紅色暴雨期間，照常上

課。 
 有關天文台懸掛各種警告信號時的學校安排，請參

閱右表。 
 課堂開始前兩小時內，如天文台宣佈將會改掛八號

烈風或暴風信號，課堂將會取消，不設補堂，也不可順延或扣減學費。本校將於八號
颱風信號或黑色暴雨警告除下兩小時後復課。 

 改掛三號強風信號兩小時後的課堂會照常上課。 
 因惡劣天氣信號而取消之課堂，本校將不會安排補堂或退款。 

參觀或活動須知： 
 如於活動舉行前兩小時，天文台懸掛八號烈風或暴風信號或黑色暴雨警告，該活動將

會取消，所繳費用，恕不退還。敬請留意！ 

 

天氣情況 學校安排
黃色暴雨警告信號 照常上課
紅色暴雨警告信號 照常上課
黑色暴雨警告信號 停課
一號戒備信號 照常上課
三號強風信號 照常上課
八號烈風或暴風信號 停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