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班 $1,260 中班 $1,260 

教學特色

初班 $1,190 

＊全英語活動教學

＊以輕鬆有趣的方式授課

＊建立同學對英語的興趣和自信

初級

＊掌握平假名和片假名，以及日常用語
＊由日本人老師任教，明白易懂，上課
生動   
＊注重會話，讓學生能流利地講日文

教學特色

＊注重拼音，讓學生掌握聲母和韻母
＊改善學生發音，提升普通話說話能力  
＊清楚讓學生掌握聲調

課程詳情（ 大圍 / 屯門大興分校）
黃埔 / 太子 / 炮台山 / 西灣河 / 灣仔等分校詳情，可向職員查詢，電話3996 7508 WhatsApp：9299 8045

◆　日文興趣班

級別 教學特色 級別學費/7堂 上課地點 學費/7堂

◆　PHONICS暑期班

中班 $1,260 中班

初班 $1,190 初班 $1,190 

＊小班教學，師生比例1:6
＊幫助學生解決由學校指定的暑期功
課上的困難
＊讓學生在暑假重溫中/英/數的教學
重點，鞏固學習的基礎
＊預教下年度之課程，藉此加強學生對
學習的信心

$1,900 $2,500 $3,500

$3,400

$3,580

14:30-17:30

$3,000

$1,480 

中班 $1,260 

＊讓學生認識音標，學會發音
＊教授學生字詞拼讀技巧，並實詞練習
，掌握英文發音
＊讓學生無障礙發音，更有效記憶字詞

灣仔

小1-小2

小3-小4

小5-小6

暑期小班課程（3人成班）未能成班的情況下，需補差額調整到2人組個別教育

◆　中文寫作班 ◆　英文寫作班

級別 教學特色 級別學費/7堂 教學特色學費/7堂

$1,190 初班

教學特色學費/7堂級別

＊分析和學習英文的基本寫作結構
＊以輕鬆有趣的方式授課，提升寫作興
趣
＊掌握寫作基本步驟，提升寫作能力

＊分析和學習不同問題的寫作要領和
修辭技巧
＊掌握寫作基本步驟，提升寫作能力                                                                                                       
＊每週設有家課，鞏固所學。
＊應家長要求，可進行操卷練習

$1,190 

$1,260 

◆　英文會話班　

教學特色 學費/7堂級別

◆　普通話暑期班

*暑期課程以及贈送的專科堂最遲需要在8月31日前使用完，如疫情等原因而無法面授時，中心會安排ZOOM上課。

*思湯達優惠券的使用期限到2021年8月14日，只限報讀2021年9月課程使用，每四堂可使用HKD50，如此類推，報讀的課程可以與每個月12堂9折的優惠一起
使用，逾期失效。
*思湯達教育中心保留最終解釋權。

2021年暑期課程（小班）

◆　暑期功課補習課程(全科請另行查詢）

任選4星期 任選5星期 任選6星期

$1,980 $2,580 $3,080

$1,800 $2,400 $2,900

級別 上課時間 任選7星期

初班

①每報讀1科專科減$50

②50元思湯達優惠券※

報4科送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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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1 $1,260

＊根據學生程度，教授學生處理英語文法
和閱讀理解的技巧                                         
＊透過堂上練習，學習大量生詞及不同文
法結構                                                                                    
＊每週設有家課，加深鞏固小5 $1,260

小2 $1,260

小3 $1,230

小4 $1,230

小2 $1,260

小3 $1,230

小4 $1,230

小5 $1,260

＊學習不同文章（記敍文、描寫文、說明文
、議論文）的閱讀要領及答題方法 
＊操練重組句子，標點符號，排句成段等必
考內容                                                                                                        
＊應家長要求和學生的進度，進行操卷練
習

$1,260

$1,260

＊分析和學習英文的基本寫作結構

＊以輕鬆有趣的方式授課，提升寫作興趣

＊掌握寫作基本步驟，提升寫作能力
小5

2021年小學暑期課程（1對2）

$1,680

年級 學費/7堂 教學特色 年級 學費/7堂 教學特色

1對1,1對2個別指導

◆　中文暑期課程 ◆　英文暑期課程

教學特色

小6 $1,260 小6 $1,260

◆　中文寫作課程 ◆　英文寫作課程

小1

年級 學費/7堂

小1 $1,260

＊按小一至小六教學知識範圍編排，適合
不同年齡學生 
＊分析和學習不同問題的寫作要領和修辭
技巧
＊掌握寫作基本步驟，提升寫作能力                                                                                                           
＊可選普通話授課

小1

小2

教學特色

$1,260 小5

小2

教學特色

小6 $1,260 小6 $1,260

中英數全科課程（專） ◆　日文課程

＊全普通話授課

＊強化學生拼音

＊提升普通話會話能力

小1 $1,260

＊複習上學年所學

＊預習新學年內容

＊按學生的程度安排進度，因材施教                                                                                                              小5 $1,260 小5 $1,260

年級 21堂

$1,230 小4 $1,230

教學特色 年級 學費/7堂

小4

＊7堂內學完50音圖

＊學習基本的對話 
，可以進行基本的日語交流

＊學習和掌握N5水平的基本語法 小5 $3,780

小3

小4 $3,680 小4

小5

小2 $3,780 小2

小3

小6 $3,780 小6

小1 $3,780

＊1：2教學
＊專攻3大主科
＊除上課外，配有大量練習，鞏固所學
＊預教下年度之課程，加強學生對學習的
信心

小1

$3,680

$1,260

年級 學費/7堂 教學特色 年級 學費/7堂

$1,260

◆　普通話暑期課程 ◆　數學暑期課程

教學特色

小6 $1,260 小6

$1,260

$1,260

*暑期課程以及贈送的專科堂最遲需要在8月31日前使用完，如疫情等原因而無法面授時，中心會安排ZOOM上課。
*思湯達優惠券的使用期限到2021年8月14日，只限報讀2021年9月課程使用，每四堂可使用HKD50，如此類推，報讀的課程可以與每個月12堂9折的優惠一起使用，
逾期失效。
*思湯達教育中心保留最終解釋權。

年級 學費/7堂

小2 $1,260 小2 $1,260

小3 $1,230 小3 $1,230

$1,230 小3 $1,230

小4 $1,230 小4 $1,230

小1

小3

$1,260

①每報讀1科專科減$50

②50元思湯達優惠券※
報4科送

$250！



教學特色

課程詳情（ 大圍 / 屯門大興分校）
黃埔 / 太子 / 炮台山 / 西灣河 / 灣仔等分校詳情，可向職員查詢，電話3996 7508 WhatsApp：9299 8045

中2 $1,330 中2 $1,330

＊學習不同文章（記敍文、描寫文、說
明文、議論文）的閱讀要領及答題方
法 
＊讓學生適應中學中文的題型                                                                                              
＊每週設有家課，鞏固所學。

年級

＊7堂內學完50音圖
＊學習基本的對話 
，可以進行基本的日語交流
＊學習和掌握N5水平的基本語法 

中1 $3,900 ＊1：2教學
＊專攻3大主科
＊除上課外，配有大量練習，鞏固所
學
＊預教下年度之課程，加強學生對學
習的信心

中2 中2

＊教學內容貼近生活,同學易於理解
＊ 學習常用詞匯,建立詞庫
＊按學生的程度授課,因材施教

中1 $1,300

中3 $1,370 中3 $1,370

＊學習文言文詞彙特點，代詞、副詞
等文言文基礎知識                                           
＊解讀文言文，提高解題能力  
＊提前學習十二篇必考文言文                                                                            
＊每週設有家課，鞏固所學。

中1 $1,300

2021年中學暑期課程

教學特色

中3 中3 $4,110

中1

$1,680

◆　功課輔導課程（每週5天）

任選7星期

1對1,1對2個別指導

◆　中文/中文作文課程 ◆　中文文言文基礎課程

年級 學費/7堂 教學特色 年級 學費/7堂

$3,990

中2 $1,330 中2 $1,330

中1 $1,300

中1 $1,300

中3 $1,370 中3 $1,370

教學特色

任選4星期

◆　歷史（中/西）/地理/通識課程

學費/7堂 教學特色 年級 學費/7堂 教學特色

$1,370 中3 $1,370

＊由淺入深探討時事熱話
＊分析和掌握答題技巧

$1,330 中2

＊溫故知新,複習已有知識,鞏固基礎
＊預習新學年課題
＊按學生的程度授課,因材施教

上課時間 任選6星期

◆　日文課程（日本人授課）            ◆　中英數課程（每週3天）

年級 學費/7堂 教學特色 年級

教學特色

*暑期課程以及贈送的專科堂最遲需要在8月31日前使用完，如疫情等原因而無法面授時，中心會安排ZOOM上課。

*思湯達優惠券的使用期限到2021年8月14日，只限報讀2021年9月課程使用，每四堂可使用HKD50，如此類推，報讀的課程可以與每個月12堂9折
的優惠一起使用，逾期失效。
*思湯達教育中心保留最終解釋權。

$3,250 $3,750

$2,850 $3,350 $3,850

$2,950 $3,450 $3,950

＊小班教學，師生比例1:6
＊幫助學生解決暑期功課上的困難
＊讓學生在暑假重溫中/英/數的教學
重點，鞏固學習的基礎
＊預教下年度之課程，藉此加強學生對
學習的信心                   $2,450中3

$2,750

◆　英文/英文作文課程 ◆　數學課程

年級 學費/7堂 教學特色 年級

◆　科學（物理/化學/生物）課程

$2,250

$2,350

任選5星期

$1,330

中1 $1,300 ＊針對學生的進度及弱項上課
＊循序漸進教授概念及解題技巧
＊根據學生的水平教授需要補強的
部份，因材施教
＊可為將來選科打基礎                                

中1 $1,300

中3

年級

中2

13:00-17:30              
任選兩小時

中1

中2

21堂

學費/7堂

①每報讀1科專科減$50

②50元思湯達優惠券※ 報4科送

$250！



1對1,1對2個別指導

◆　中文課程 ◆　英文課程

中4 $1,400 

學費/7堂

＊介紹DSE試題「判斷題」、「多項選
擇」、「內容結構分析」等的特點及應
試方法                                                                                                                             
＊透過系統化分門別類的練習，使學
生掌握DSE試題類型的作答方法與步
驟         
＊可針對性操練寫作，口語，綜合和
閱讀理解

中4 $1,400 

學費/7堂 教學特色 年級

中5 $1,440 中5 $1,440 

教學特色

＊根據學生情況針對性操練DSERea
ding，Listening & Integrated Skills 
，Writing和Speaking
＊提供常見生字, 講解答題技巧, 
協助提升閱讀和答題速度，提高答題
準確度。 
＊配有大量DSE模擬試題中6

年級

$1,510 中6 $1,510 

◆　數學課程 ◆　通識課程

年級 學費/7堂 教學特色 年級 學費/7堂 教學特色

＊讓學生了解文憑試試題的特點及
應試方法                                                                                                                             
＊透過系統化分門別類的練習，使學
生掌握DSE試題類型的作答步驟與技
巧         

中6 $1,510 中6 $1,510 

中4 $1,400 ＊緊跟學校進度,預習新學年知識，提
升考試成績                                                                                                                          
＊透過系統化分門別類的練習，使學
生掌握DSE試題類型的作答方法與步
驟    
＊配有大量DSE模擬試題

中4 $1,400 

中5 $1,440 中5 $1,440 

◆　中國歷史/歷史/地理課程

◆　化學/物理/生物課程

年級 學費/7堂 教學特色 年級 學費/7堂 教學特色

◆　經濟課程

◆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課程

學費/7堂

$1,440 

＊緊跟學校進度,預習新學年知識，提
升考試成績                                                                                                                          
＊透過系統化分門別類的練習，使學
生掌握DSE試題類型的作答方法與步
驟    
＊針對學生的水平教授，因材施教中6 $1,890 中6 $1,890 

中4 $1,720 ＊緊跟學校進度,預習新學年知識，提
升考試成績                                                                                                                          
＊透過系統化分門別類的練習，使學
生掌握DSE試題類型的作答方法與步
驟    
＊每週設家課，鞏固所學。

中4 $1,720 

中5 $1,750 中5 $1,750 

$1,440 中5

年級 學費/7堂 教學特色 年級

課程詳情（ 大圍 / 屯門大興分校）
黃埔 / 太子 / 炮台山 / 西灣河 / 灣仔等分校詳情，可向職員查詢，電話3996 7508 WhatsApp：9299 8045

*暑期課程以及贈送的專科堂最遲需要在8月31日前使用完，如疫情等原因而無法面授時，中心會安排ZOOM上課。
*思湯達優惠券的使用期限到2021年8月14日，只限報讀2021年9月課程使用，每四堂可使用HKD50，如此類推，報讀的課程可以與每個月12
堂9折的優惠一起使用，逾期失效。
*思湯達教育中心保留最終解釋權。

教學特色

2021年DSE暑期課程

中4 $1,400 
＊緊跟學校進度,預習新學年知識，提
升考試成績                                                                                                                          
＊透過系統化分門別類的練習，使學
生掌握DSE試題類型的作答方法與步
驟    
＊針對學生的水平教授，因材施教

中4 $1,400 
＊緊跟學校進度,預習新學年知識，提
升考試成績                                                                                                                          
＊透過系統化分門別類的練習，使學
生掌握DSE試題類型的作答方法與步
驟    
＊針對學生的水平教授，因材施教

中6 $1,510 中6 $1,510 

中5

①每報讀1科專科減$50

②50元思湯達優惠券※ 報4科送

$2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