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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及詳情 

對象 小一至小六 

時間 

星期一至五 

下午3時至晚上8時30分 

公眾假期停課（每月平均為20天上課天） 

學費 時間 每週四天 每週五天 

小一至小三 兩小時 $1280/月 $1500/月 

小四至小六 兩小時 $1520/月 $1800/月 

複習校內已授

之課堂知識及

安排額外工作

紙溫習 

預習默書、

評估 

指導完成家

課，解答疑

難及改正。 

教學流程 

新學年9月6日正式上課 

注意事項 
1. 本課程不設事假及病假，任何情況下均不設退款及補課。 
2. 按照教育局註冊學校條例，本中心課程將以每月預繳形式向家長收取學費，先收費後上課。 
3. 學生請於每月1號前繳付下月學費，如家長並無繳交學費，並不作任何通知，則該學生作放

棄學位論。 
4. 如新學員於半月或中途加入課程，學費將按比例計算，以計算該月總學費。 
5. 本中心不設接送服務，家長必須留意上下課時間，自行安排接送。 

以校內課本及作業為本， 
循環溫習及練習， 
務求學生有深刻記憶 
 
由功課以至每日學習 
進度、默書、測驗及 
考試都作嚴謹監督  
 
備有不同程度工作紙， 
讓學生有更充分的準備考試 
 
全職導師親自教授，絕不假手於一般 
大學生，杜絕長期導師不一情況 



仁立中文閱讀及寫作課程（只接受仁立小學學生報讀） 
 
課程專為仁立小學之學生而設，小班教學，必須同級 
課程涵蓋校內卷（二）之考試內容，全面提升應試能力 
處理校內練筆、造句工作紙及精讀文章教學 
循序漸進引導式作文教學，令同學了解校內寫作考取高分竅門 
導師親自按校內評分標準批改作文，不假手於人 
配合校內以讀帶寫模式教授 
 

中文閱讀理解 
教授校內考核體裁文章的特點、閱讀方法、分析重點及答題技巧 
採用師生共同閱讀的形式與學生解讀不同體裁的文章 

本年度特配以導師自編之閱讀理解作業授課，補習業界首創 
 

中文寫作 
強調以輕鬆有趣的教學活動學習，提升學生對寫作的興趣  
引導學生運用創意寫出具個人風格之文章，在考試中取得佳績 
承接校內課堂已教授的閱讀文體內容，向學生進一步講解不同類型 
   體裁的結構及寫作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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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立尖子中文課程（只接受仁立小學學生報讀） 
 

課程專為仁立小學之學生而設，小班教學，必須同級  
課程涵蓋校內卷（一）之考試內容，全面提升應試能力 
強調以輕鬆有趣的教學活動學習，提升學員對中文的興趣  
教授語文基礎知識題型技法：重組句子、標點符號、修辭、排句成 
   段等 
針對校內課本及校內精讀課文設題，配以自編筆記及教材 
本年度特配以導師自編之作業授課，補習業界首創 

 

獨家自編 

筆記 
反覆小測 

大量試溫及 

試題操練 

預測試題 

重點溫習 

仁立（高年級）每級約有12%學生選讀何SIR尖子中文課程， 
學生平均進步率達90%* 

為保持學習成效，學員於一學期，欠交課業達三次，學位將被取消，餘下課程費用一概不
得發還。 
為保持課堂及培養學生自律性，凡欠帶課本或筆記之學生，將不能上該節課，需離開教室
並不會退款及補課。 



中文操卷課程（適合任何學生報讀） 
 
 
 

 
適合使用任何出版社之中文課本學生報讀 
以語文基礎知識為教學主導，每星期操練 
集中處理基礎根基，打好語文應試基礎 
透過試題講解、操練及模擬考試，讓學生熟習考試模式 
教授語文基礎知識題型技法：重組句子、標點符號、修辭、排句 
   成段等 
本年度特配以導師自編之作業授課，補習業界首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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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寫作課程（本課程由著名女作家唐希文老師任教） 
 
提升學習動機：以生動有趣的互動方法教學，營造快樂、開放、包容
及具啟發性的環境氛圍，刺激同學的觀察能力及寫作興趣 
提高閱寫能力：教授不同文體的寫作技巧，包括審題選材、遣詞造句、
段落安排、組織成篇、修辭手法等，訓練組織及表達能力 
培養創意思維：鼓勵學生力發揮好奇心和聯想力，從多角度思考，靈
活掌握不同的寫作策略，創作出立意新穎、具個人風格的文章 
增強溝通技巧：協助學生在寫作過程中建立豐富的詞語庫，讓他們提
升自信心，勇於表達自己，全面增強聽、寫、說各方面的溝通技巧 
 
學習階段 主要學習內容 
入門班 
（小一至 
小二） 

 欣賞經典寓言故事，領略詞彙的多元變化 
 參與製作概念圖、看圖造句等遊戲，發揮聯想力 
 了解寫作記敘文、書信、日記等文體的基本技巧 

進階班 
（小三至 
小四） 

 學習成語、諺語、格言等，建立個人的詞彙庫 
 透過故事接龍、改篇寓言等活動，啟發創意思維 
 了解寫作記敘文、描寫文、抒情文等文體的基本技巧 

精進班 
（小五至 
小六） 

 利用詩歌、電影、歌詞等文本，學習靈活運用詞彙 
 從仿寫、續寫、改寫等活動，過度至獨立創作故事 
 掌握寫作記敘文、描寫文、抒情文等文體的寫作策略 

重組句子 改寫句子 標點符號 排句成段 修辭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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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子英文操卷課程（適合使用朗文教科書學生） 
 

 內容以朗文英文書為核心，教授文法及預習課文內容 
 透過課文預習學習必考生詞，用於寫作試卷  
 重點教授文法部分，提升考試技巧 
 圖文並茂自編教材，獨家筆記及試題操練 
 配以兩校歷屆試題操練，加強應試能力 
培養獨立完成試卷能力，真正技巧教授 

 
 
 
 
 

 

自編教材 全新筆記 考試主導 

英文 操卷課程 
（適合使用教育Lighthouse for Hong Kong用書學生） 
 
內容以Lighthouse英文書為核心，教授文法及預習課文內容 
重點教授文法部分，讓同學打好文法上的基礎 
教授學生不同主題詞彙，用於寫作試卷更得心應手 
自編教材，獨家筆記及試題操練，全面提升應試能力  
全期預習，為全學年測驗、考試作最佳準備 
大量相關練習，配以多校歷屆試題操練，加強應試能力 
 
 

需要每字解說、 
陪做練習者切勿報讀 

絕不複印坊間練習 
作教材，對準學校要求自編 

只為操卷，非學習 
英語者切勿報讀 

絕不複印坊間練習 
作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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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基礎文法課程（適合任何學生） 
內容以小學英文教科書內文法部分為核心 
度身訂造教材迎合英語程度一般的學生，為有志打好文法 
   基礎之學生而設 
課堂速度較慢，教學內容深入，有別於一般密集式的課程 
課程會引導學生如何利用基礎文法以應付不同試卷及題型 

 
 

自編教材 全新筆記 考試主導 

英文閱讀及寫作課程（適合任何學生報讀） 
 課程為有志於卷二（閱讀寫作）取得佳績同學而設，小班教學，必

須同級  
 強調創意和文章構思，透過以讀帶寫方式加強字庫  
 鼓勵學生扮演更主動、積極的角色 
 將自身的經驗、感覺或看法，透過腦力激盪出相關的單字、 
     構想，以增進對英文寫作及閱讀的興趣 
 
 重點教授下列技巧：  

 
 

Level 1 (P1,2) 
simple present tense,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countable and uncountable nouns, is/ am/ are/ has/ have, 
articles, subject and object pronouns, prepositions 

Level 2 (P3,4) 
future tense, past tense, comparative n superlative 
adjectives, pronouns and possessive adjectives, question 
words, prepositions 

Level 3 (P5,6) 
present perfect tense, passive voice, reported speech, 
possessive and reflexive pronouns, conditional sentences, 
-ed/ -ing adjectives, phrasal verbs, gerunds  

answer in complete sentences 
完整句子作答 

Conjunctions 
從連接詞找答案 

headings  
從標題找答案 

feelings and attitude 
從作者態度找答案 

dictionary meaning 
字典題 

infer meaning from context 
從⽂章字句推斷 

sequencing words 
從次序詞中找答案 

Pronouns 
從代名詞中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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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子數學課程 
 

課程特色 
以校內教科書課程為主，應付測考，短時間提升成績 
針對性形式授課，為學生提供適切的教材，包括：試題及漸進試題 
老師於課堂上均為每位學生講解理論及示範例題 
提供各類型試題予學生操練各種運算技巧，並即時批改 
設有進階試題，給予已掌握基礎的同學，達至精益求精 
不定期測驗，鞏固及檢視學生吸收能力 
  

課程內容 
獨家自編筆記，提供充足功課及練習，學生能輕易掌握重點 
強攻考試，短時間操練，課程速度視乎學生進度而作安排 
分析文字題解題思路，試題技巧及方法 
全面操練各種題型，配合TSA 及 HKAT 出題模式 

常識操卷課程 （仁立、仁紀小學學生專班） 
全面對準仁立、仁紀兩校考試範圍，針對及策略性地操練，短時間
躍升成績 
根據考試範圍授課，為學生提供一針見血的教材，包括：十多年考
卷試題範例及漸進式試題 
操練題目涵蓋常見題型，並配以近年熱門的時事思考題、時事理解
題、生活情境題、看圖判斷題、看圖分類題及資料分析題等熱門題型 
試前為學生貼題，收窄溫習範圍，重點出擊 
按照不同題型，為學生提供不同的範例答案，了解關鍵得分竅門 
減輕家長對考核和準備常識科的沉重壓力 
 
*本課程之所有教材均由何SIR及其教學團隊，按照區內 
小學十多年來歷屆試題編輯而成，試題每年更新， 
只為常識操卷課程學員而設，因此除功課外，所有教學 
材料只供堂上使用，不能取走，請家長報名前留意。 
 

 

 
 
 
 

獨家課程 

http://pmaths.mers.hk/edu_platform/resource_jsp/intranet_pri_maths/bookview.jsp?CDC_ID=18314


白話文 文言文 課文內容 聆聽練習 
預測及試

題操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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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英文課程（適合任何學生報讀） 

英文科拔尖 ·補底之選 
 
本課程將以區內英文課本為主要教學材料 
課程先讓初中生由聽、說、讀、寫四方面打好基礎 
配以生動有趣的導師講解，增強學生英語能力 
課程除可助初中生打好英語基礎，亦加入部分高中程度內容，讓學 
   生率先體驗高中英語課程，學生日後面對新高中考試時更得心應手 
十多年經驗中學英文教師親自任教及批改學生課業，講解教學重點 
每個課程只為同級別學生而設，保證教學專注，學習氣氛良好 

中學中文課程（適合任何學生報讀） 

中文科全方位最強支援 
 
本課程將以啟思中國語文為主要教學材料 
配以林護自篇教材學習套，反覆溫習，涵蓋考試範圍 
以閱讀理解及寫作為教學主導，每星期操練 
透過試題講解、操練及模擬考試，讓學生熟習考試模式 
中文科導師何SIR親自任教，讓小學中文專科課程學生順利涵接 
每個課程只為同級別學生而設，保證教學專注，學習氣氛良好 

中學數學課程（適合任何學生報讀） 

數學科持續訓練智選 
 
課程著重提升學生真正的數學理解能力，以有效的教學方法令學生 
   能明白抽象的數學概念 
因應學生能力而設定目標、進度和提供最合適的教材與教學 
由淺入深，加強學生的數學基礎，提升分析能力及答題準確性 
按以中文授課或以英文授課為教學語言分班授課，配合學生需要 
提供不同類型及深度的試題予學生操練，令學生可於測驗考試中獲 
   得優良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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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立綜合繪畫課程 
 

課程特色 
課程以仁立視藝科教學大綱為主導， 
   並教授東、西方如：素描鉛筆、粉彩、廣告彩、水彩、拓印、拼貼 
   及水墨等不同之繪畫媒介 
教授基本中西方繪畫技巧：起草圖、用筆、用色、畫面佈局及著色 
    方法 
主題以人物、花卉、蔬果、禽鳥、水族、昆蟲、動物及生活為主 
以寫意生動淺白方法教授，介紹名家作品及風格，使學生更易掌握 
著重創意及趣味性，提高學生創作力及學習興趣。並且提升對藝術 
   欣賞的審美觀 

中國書法課程 
 
教授基本中國書法(楷書)技巧：執筆及寫字姿勢、用筆、用墨、筆 
   順及筆法技巧，字體佈局方法 
主題內容以練習顏真卿及歐陽詢字體為主 
著重趣味性，以生動淺白方法教授 
介紹名家作品，使學生更易掌握，提高學生學習興趣，並且提升對 
   書法欣賞的審美觀 

 

 
 
 
 

點解考唔到全級頭10? 
因為計平均分的 
視藝科得個B！ 

訓練專注 提升修養 字體修正

導師簡介—陳麗森老師 
- 現任CO1設計學校高級講師、香港春潮畫會前副主席現屆執委(嶺南畫派)、 
  國際女畫家聯盟會員、香港教師水彩畫研究會會員、香港註冊教師。 
- 逾十多年藝術及設計教學經驗，多年歷任中學視覺藝術科科主任。 
- 曾為劇團擔任舞台佈景及服裝設計師、電視台服裝及形象設計師。 
- 曾於香港教育學院、香港專業教育學院(知專設計學院)及CO1設計學校等 
  大専院校擔任藝術、流行文化硏究、藝術設計史與評賞、時裝設計， 
  以及創意設計等科目兼任講師。 
- 曾參與香港、澳洲墨爾本、日本東京、澳門、北京、武漢、桂林及廣州 
  等城市繪畫聯展逾四十次，國畫作品被番禺博物館及私人購藏。 
- 陳老師國畫作品於2013年北京首屆美麗中國夢全國社區邀請展榮獲銀獎。 



高思考所有主力教學導師均為全職導師，輔以助教模式
教學，絕不假手於人，杜絕補習教育行業常出現更換導師
問題。 

紮根葵涌區八年，對區內學校課程及測考瞭如指掌。 

著重培育品德，培養學生對長輩有禮貌、對同輩互相

關愛，並由小一起要學習獨立自己處理生活所需。 

我們專注服務仁立、仁紀小學學生，是為了實現同校溫習、

同書上課的優勢，使導師們更針對教授課程，盡力做到百分
百配合學校要求。而學生亦能通過我們的課程教學，提高進
步和升級的機會。2013-2018年間，仁立學生佔高思考學生人

數92.5%，感謝仁立、仁紀兩校家長和師生信任。 

葵涌葵興路100號葵涌中心商場一樓 (葵興鐵路站旁)   
教育局註冊編號：588857 ｜電話：3595 2145｜網頁：www.topsmarties.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