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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OLGK004

費用

升小一預備班

OLGE020

上課日期及時間

數學班
(香港專利教學，必見進步）

課程已獲香港專利註冊．在港推行十多年，強化
升小一/小
學童數學基礎，提升對數學興趣．是香港速算首
二
選 (本中心提供教材)

OLGP009

目標

以下時段內任選
逢星期一至五 (10:30-4:00)
任選每星期兩節(可選連續上課)
(每節45分鐘)
以下時段內任選
逢星期一至五 (10:30-4:00)
任選每星期兩節
(每節45分鐘)

初小普通話班（會話及拼音）
普通話教中文系列

由以普通話為母語並擁有普通話教師資格，及持
小一至小
國家語委會普通話測試之證明之專業普通話老師
三
，重點加強拼音及中文語文能力

以下時段內任選
逢星期一至五 (10:30-5:15)
任選每節45分鐘

$200 / 節

此課程可於暑期後繼續修讀。
(橄欖小天使可獲半費資助)

Ready to English for Primary
(Grammar/Writing/Spelling)
小學英文備課班

以下時段內任選
逢星期一至五 (10:30-5:15)
任選每星期兩節(可選連續上課)
(每節45分鐘)

$200 / 節

此課程可於暑期後繼續修讀。

以下時段內任選
逢星期一至五 (10:30-5:15)
任選每節45分鐘

$200 / 節

此課程可於暑期後繼續修讀。

由以國語為母語並擁有普通話教師資格，及持國
小一至小
家語委會普通話測試之證明之專業普通話老師，
三
重點加強拼音及中文語文能力

以下時段內任選
逢星期一至五 (10:30-5:15)
任選每節45分鐘

$200 / 節

此課程可於暑期後繼續修讀。
(橄欖小天使可獲半費資助)

以下時段內任選
逢星期一至五 (10:30-5:15)
任選每星期兩節
(每節45分鐘)

$200 / 節

如欲暑期後繼續，可再作安排。並可
被推薦參加英國聖三一學院及劍橋英
語級考試並取得國際認可證書

$220 / 節

此課程可於暑期後繼續修讀。

$200 / 節

此課程可於暑期後繼續修讀。

$200 / 節

此課程可於暑期後繼續修讀。

$200 / 節

如欲暑期後繼續，可再作安排。並可
被推薦參加英國聖三一學院在港舉辦
之考試並取得國際認可證書

升小一

升小一

課程將承接校內課程，預先學習新學年的功課。包括:
中文閱讀理解、詞語運用；英文閱讀理解、文法運
用；數學運算技巧及題目拆解等

課程因應學童之能力設計，深入淺出以趣味鞏固
英文之運用能力
由資深中文老師教授。課程將承接校內課程，預先學

小二/小三中文班

小二/小三 習新學年的功課。包括閱讀理解、造句子、作文等，
按同學不同程度作重點教導

OLGE023

推介

課程已獲香港專利註冊．在港推行十多年，強化
升小二 / 小
學童數學基礎，提升對數學興趣．是香港速算首
三
選 (本中心提供教材)

Intensive English for Primary
(Grammar/Writing/Comperhension)
小學英文強化班 + Trinity GESE

升小一/小 課程因應已有良好英文基礎之學童，重點加強英
二
文文法運用及書寫能力，以鞏固英文之發展能力

OLGE018

數學班
(香港專利教學，必見進步）

OLGE020

初小普通話班（會話及拼音）
普通話教中文系列

劍橋英語是一套國際認可的英語課程。亦是現時
小一至小 教育處採用的英語程度標準。我們會由淺入深訓
劍橋英語體驗班 (YLE) + Trinity GESE
三
練學員聽、說、讀、寫等各方面能力。讓學員能
有自信地運用英語

OLGE026

升小二 / 小三

課程

OLGE022

編號

OLGP009 OLGF001

升小一系列

類別

Creative Writing
(英文創意寫作班)

聖三一英語會話（外籍導師授教）
Trinity GESE Leve 3‐5
(GESE 國際認可證書體驗課程 )

課程以文法,閱讀理解,寫作為中心.此外,設有英文
升小二至
講故事環節.課程有全英教授班及中英教授班以配
小三
合不同程度的學生需要
6 至 11 歲

資深英語老師以不同層面讓學童體驗英語口試技
巧

以下時段內任選
逢星期一至五 (10:30-4:00)
任選每星期兩節
(每節45分鐘)
以下時段內任選
逢星期一至五 (10:30-5:15)
任選每星期兩節(可選連續上課)
(每節45分鐘)
以下時段內任選
逢星期一至五 (10:30-5:15)
任選每節45分鐘
以下時段內任選
逢星期一至五 (10:30-5:15)
任選每節45分鐘

*所有扣減之學費，必須於報讀時註明請假日期，否則恕不獲扣減或補課

$180 / 節

此課程可於暑期後繼續修讀。
另可參加功課輔導班

$220 / 節

此課程可於暑期後繼續修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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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

以下時段內任選
逢星期一至五 (10:30-5:15)
任選每星期兩節(可選連續上課)
任選每節45分鐘

$250 / 節

可於暑期後以九折參加功課輔導班。

$250 / 節

此課程可於暑期後繼續修讀。

$250 / 節

如欲暑期後繼續，可再作安排。並可
被推薦參加英國聖三一學院在港舉辦
之考試並取得國際認可證書

推介

上課日期及時間

升小四至 專科專教，會按同學不同程度分小組上課，重點
小六
協助同學打好基礎，預備新學年之各科目。

OLGE021

目標

升小四／五／六學術強化班
Intensive English for Primary
(Grammar/Writing/Comperhension)
小學英文強化班 + Trinity GESE

升小三至 課程因應已有良好英文基礎之學童，重點加強英
小五
文文法運用及書寫能力，以鞏固英文之發展能力

聖三一英語會話（外籍導師授教）
Trinity GESE Leve 4‐6
(GESE 國際認可證書體驗課程 )

6 至 11 歲

閱讀理解及中文寫作班 (進階)

升小四 至
重點訓練學童寫作技巧，文章不少於 800 字
小六

GAPSK 普通話班（會話及拼音）
普通話教中文系列

由以普通話為母語並擁有普通話教師資格，及持
升小五至
國家語委會普通話測試之證明之專業普通話老師
小六
，重點加強拼音及中文語文能力

以下時段內任選
逢星期一至五 (10:30-5:15)
任選每節45分鐘

Advanced English Training
(Grammar/Writing/Comperhension)
進階英文強化班 + Trinity GESE

升小五至 課程因應已有良好英文基礎之學童，重點加強英
小六
文文法運用及書寫能力，以鞏固英文之發展能力

以下時段內任選
逢星期一至五 (10:30-5:15)
任選每節90分鐘

專業兒童朗誦專業培訓班
（校際朗誦節前奏篇）

6 至 11 歲

OLGA001 OLGO008OLGO006 OLGE025 OLGP006 OLGS006 OLGS005 OLGS004 OLGE024

朗誦系
其他系
宗教系

課程

OLGP004 OLGE026

編號

OLGP008

升小四 至小六

類別

課程以不同層面讓學童體驗英語口試技巧，並由
曾任英文老師及朗誦評判之資深英語老師教學。

以下時段內任選
逢星期一至五 (10:30-5:15)
任選每星期兩節(可選連續上課)
任選每節45分鐘
以下時段內任選
逢星期一至五 (10:30-5:15)
任選每節45分鐘
以下時段內任選
逢星期一至五 (10:30-5:15)
任選每節90分鐘

備註

$350 / 節 (90分鐘) 此課程可於暑期後繼續修讀。

$300 / 節

(橄欖小天使可獲半費資助)

$350 / 節 (90分鐘) 此課程可於暑期後繼續修讀。

兒童普通話朗誦班
（校際朗誦節前奏篇）

由 3/7 起 至 20/8
$2,500 / 7堂(全期)
以下時段內任選
由資深朗誦導師團隊授教，改善咬字及發音，提
此乃延續課程，本中心會不定期為同學安
逢星期一至五(10:15-5:15)
**同時報兩項不同
升自信，建立文學藝術修養。
排參加各大朗誦比賽
(任選每星期一節-- 45 分鐘)
6 至 11 歲
(其中包括校際朗誦節)
語言或以上，可享
本中心已獲多個朗誦比賽主辦單位評選為
暑假後上課時間可再作安排
［最傑出朗誦指導機構］之榮譽．
自選三個希望可以上課的時間，本 八折；不可與其他
6 至 11 歲
優惠同時使用
中心會按同學情況進行編班

暑期創意科學及模型製作班

7 至 9 歲 以不同感觀探索，滿足學童無限的求知慾

暑期話劇班

6 至 12 歲 提升學童語言及表達能力，建立合作精神

暑期兒童創意手工 /立體畫創作班

任何年齡 讓學童發揮無限創意及引發內在藝術潛能

兒童英詩朗誦培訓班
（校際朗誦節前奏篇）

暑期兒童多元雜玩班
(棋藝／魔術／汽球／樂器）

7 歲起

一個課程，不同玩樂，增加趣味，讓同學多方嘗
試

橄欖小天使培訓班
凡接受訓練的小天使，將可安排參與不同形式的佈道
** 所有現職之橄欖小天使必須參加， 3 至 13 歲
工作，成為新一代的天國精兵！
另亦歡迎新成員加入

由 25/7起 至 22/8
逢星期一至五 (4:30-6:00)
任選每節90分鐘
由 25/7 起 至 22/8
B. 逢星期四 (4:30-6:00)
由 25/7 起 至 22/8
A. 逢星期三 (4:30-6:00)
B. 逢星期四 (4:30-6:00)
由 25/7 起 至 22/8
逢星期一至五 (4:30-6:00)
任選每節45分鐘
由 17 /7 起 至 15/8
A) 逢星期三 (11:00-12:30) --3-6歲
B) 逢星期四 (3:00 - 4:30) --6-13歲

*所有扣減之學費，必須於報讀時註明請假日期，否則恕不獲扣減或補課

$150 / 節
$1,500 / 5堂
(每堂 1.5 小時)

(橄欖小天使可獲半費資助)

$150 / 節

(橄欖小天使可獲半費資助)

$150 / 節

(橄欖小天使可獲半費資助)

$500 / 5堂

此乃延續課程，如欲於暑期後繼續，
將安排於逢星期六 (3:00 - 4:30) 7-12歲 /
(11:00-12:00) 3-6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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