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暑期課程  聯盟教育  ‧  聯盟音樂藝術中心      

E-MAIL: tutorleague@yahoo.com.hk  TEL: (852) 6432-2545

上課地點: 柴灣、北角、銅鑼灣、尖沙咀、沙田、荃灣

多元興趣課程

課程 內容 日期 收費

英文高效記憶法
英文生字強效記憶是根據圖像

記憶原理，將英語詞匯按

形、音、義的相關性劃分為記

憶單元--- -記憶小故事  

A.逢星期四 12:00-1:00

B.  逢星期四 4:00-5:00

$650/6 堂

哈佛思維遊戲
(1 )  序列迷題／方程式訓練；

(2)  邏輯思考力訓練；

(3)  觀察及判斷力訓練；

(4)  分析力及推理力訓練；

(5)  創造力及變通力訓練。  

A.逢星期一 12:00-1:00

B.逢星期一 4:00-5:00

$650/6 堂

硬筆書法班 教授永字八法，介紹硬筆及毛

筆書法之書寫要點，如何靈活

執筆甚麼是中位寫字，正確的

姿勢，並作線條練習，從而矯

正以往的運筆方法，帶出執筆

桿的重心和槓桿原理。

A.逢星期二 12:00-1:00

B.逢星期二  4:00-5:00

$580/6堂

魔法大師 本課程專為有興趣於研究或玩

耍魔術的人士而設。內容包括：

(1)講解魔術是甚麼，魔術的歷

史，一般常識及魔術師應守之

戒條；(2)教授若干套魔術，而

每教一套都會講及其基本原理、

手法、道具運用與表演術等，

並鼓勵學員勤加練習，以達至

理想效果。 內容包括:換物魔

術、繩索魔術、啤牌魔術及掌

內變物件等等。

A.逢星期三 12:00-1:00

B.逢星期三 4:00-5:00
$650/6堂

(包材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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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地點: 柴灣、北角、銅鑼灣、尖沙咀、沙田、荃灣

音樂及藝術課程   

課程 內容 日期 收費

口風琴課程 本課程由淺入深,從基礎開始,
基本口形、手形、用氣、發

音...等等, 以多首歌曲及練習加

入各種吹奏技巧; 除了技巧外,
更培養對口風琴之音樂修養。

初級

A.逢星期五 12:00-1:00

B.  逢星期五 4:00-5:00

C.  逢星期六 3:00-4:00

$650/6堂

口琴課程 本課程由淺入深,從基礎開始,
基本口形、手形、用氣、發

音...等等, 以多首歌曲及練習加

入各種吹奏技巧,發揮複音口琴

特點所長; 除了技巧外,更培養

對口琴之音樂修養。

初級

A.逢星期一 1:00-2:00

B.逢星期一 5:00-6:00

C.逢星期日 4:30-5:30

$650/6堂

牧童笛課程 本課程由淺入深,從基礎開始,
基本口形、手形、用氣、發

音...等等, 以多首歌曲及練習加

入各種吹奏技巧,; 除了技巧外,
更培養對牧童笛之音樂修養。

初級

A.逢星期一 1:00-2:00

B.逢星期一 5:00-6:00

C.逢星期二 5:00-6:00

$650/6堂

(送牧童笛)

結他課程 學員可從基本結他簡譜開始練

習，導師亦會因應個別學員而

調整進度。課程大綱： 

1)Tuning，

2)基本樂理，

3)音階及和弦，

4)常用伴奏指法及掃弦，

5)TAB 譜練習

初級

A.逢星期三 1:00-2:00

B.逢星期三 2:00-3:00

C.逢星期五 2:00-3:00

D 逢星期五 3:00-4:00

E 逢星期五 4:00-5:00

$650/6堂

兒童繪畫課程 本課程會教授學生不同的的 4
繪畫技巧及藉此培養小朋友的

創意天份。

A.逢星期三 12:00-1:00

B.逢星期三 3:00-4:00

C.逢星期五 1:00-2:00

D 逢星期五 4:00-5:00

E 逢星期五 12:00-1:00

$650/6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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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課程
幼兒英語閱讀及會話班 全程用“中英文”方式說演故

事、玩遊戲，讓小朋友輕鬆學

英文。 互動式教學，讓小朋友

自然地隨著繪本故事，學會簡

單的英文單字 及日常生活句子。

A.逢星期一 10:00-11:00

B.逢星期六 11:00-12:00

C.逢星期三 2:00-3:00

$650/6堂

英語文法班 目標:提升英語聆聽及溝通能力。 學

習課程重點: 閱讀技巧、生字增進、

發音、折字、主題研究、內容資料分

析。 Storytelling, Reading 

comprehension, Language Focus 

(Grammar Items or Language Usage ) + 

Brain Training Exercise 

以上課程由碩士學歷導師任教

A. 星期五 4:00-5:00
B. 星期四 4:00-5:00
C  星期日 2:30-3:30
D  星期一 3:00-4:00
E. 星期二 4:00-5:00

$650/6堂

英語會話課程 學習會話及對答技巧。互動教學，中

英文教授。 另設私人教授：

以上課程由碩士學歷導師任教

A. 星期五 4:00-5:00
B. 星期四 4:00-5:00
C  星期日 3:30-4:30
D  星期一 4:00-5:00
E. 星期二 5:00-6:00

$750/6堂

英文閱讀及寫作班 目標:提升英語寫作。 學習課程重點: 

寫作技巧、生字增進、發音、折字、

主題研究、內容資料分析。 

Storytelling, Reading comprehension, 

Language Focus (Grammar Items or 

Language Usage ) + Brain Training 

Exercise 

以上課程由碩士學歷導師任教

A. 星期五 4:00-5:00
B. 星期四 4:00-5:00
C  星期日 3:30-4:30
D  星期一 4:00-5:00
E. 星期一 5:00-6:00
F.  星期二 5:00-6:00

$750/6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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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中一及全科補習課程
模擬升中面試技巧課程 課程目標: 掌握英語面試技巧，參與

不同形式的模擬升中面試，提升自信

心和應變能力。 學習重點: 以小組形

式教學，教學語言為英語，每節有特

定教材，教授面試重點。讓學生參與

不同形式模擬面試，學習英語表達和

對答，爭取最佳表現。 English Oral 

Presentation and Group Discussion Skills, 

Extracting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skills, useful English oral expression 

A. 星期一 12:00-1:00
B. 星期一 4:00-5:00
C. 星期二 1:00-2:00
D  星期二 5:00-6:00

$650/6堂

升小一預備課程 教授中英數常各科; 提供練習及試題

操練。

加強學生於小學生活及課程之適應能

力。

A. 星期一 12:00-1:00
B. 星期一 4:00-5:00
C. 星期二 1:00-2:00
D  星期二 5:00-6:00

$650/6堂

中英數暑期預備課程 

(溫故知新)
- 溫習舊學年內容及教授新學

年重點課程

-附設練習及筆記

- 小班教學 (每組最多五人)

小一至小六

A. 星期一 至星期五

     上午 9:00-11:00

小一至小六

B.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下午 2:00-4:00 
(自選日數)

每星期 5天
月費$1480

每星期 2天
月費$980

小五及小六呈分試

特訓課程 (操卷) 

中一分班試特訓課程  
(PS1 )

6月至7月

課程內容:
1. 中文、英文、數學及常識試

卷操練 (可自選單科操練)
2. 教授答題及應試技巧

3. 詳細個別講解錯誤題目

4. 碩士監督、學士/碩士教學

5. 小組教學 (2-4 人)
6. 彈性上課時間

7. 超過 90%以上報名學生

於 2013年中學統一派

位取得首 3名志願

A. 星期二 9:00-11:00
B. 星期三 9:00-11:00
C. 星期五 9:00-11:00
D. 星期日 2:30-4:30
E. 星期六 10:00-12:00

$780/ 8 小時

$1300 /16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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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中一預備課程(中、

英、數、通識) 

課程內容:
1. 課程學科包括中文、英

文、數學、及通識 (設
中、英文)

2. 提供練習及模擬試卷

3. 小組教學

碩士監督課程、學士/碩士教學

A. 星期一 至星期五

     上午 9:00-11:00

B.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下午 2:00-4:00 
(自選日數)

每星期 5天
月費$1480

每星期 2天
月費$980

數學及邏輯課程
幼兒數學課程 數學認合班（邏輯思維）籍著

有趣刺激的數學遊戲，提高學

童對數學之興趣，又能增強判

斷力及訓練邏輯思考，提升他

們的解難能力。

A. 星期五 4:00-5:00
B. 星期四 4:00-5:00
C  星期日 2:30-3:30
D  星期一 3:00-4:00
E. 星期二 4:00-5:00

$650/6堂

數學精算課程 提供大量數學練習及教授快而

準的算術技巧，發展學生之數

學潛能。

碩士監督課程、學士/碩士教學

A. 星期五 4:00-5:00
B. 星期四 4:00-5:00
C  星期日 3:30-4:30
D  星期一 4:00-5:00
E. 星期二 5:00-6:00

$650/6堂

暑期班 2014  暑期活動 2014 暑期課程 2014  暑期補習班 暑期興趣班 暑期音樂班 暑期數學補習 

中文補習 英文補習 數學補習 小五英文補習 小五呈分試 小六呈分試 PS1 補習 中一分班試補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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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地點: 柴灣、北角、銅鑼灣、尖沙咀、沙田、荃灣

暑期班 2014  暑期活動 2014 暑期課程 2014  暑期補習班 暑期興趣班 暑期音樂班 暑期數學補習 

中文補習 英文補習 數學補習 小五英文補習 小五呈分試 小六呈分試 PS1 補習 中一分班試補習

暑期班 2014  暑期活動 2014 暑期課程 2014  暑期補習班 暑期興趣班 暑期音樂班 暑期數學補習 

中文補習 英文補習 數學補習 小五英文補習 小五呈分試 小六呈分試 PS1 補習 中一分班試補習

暑期班 2014  暑期活動 2014 暑期課程 2014  暑期補習班 暑期興趣班 暑期音樂班 暑期數學補習 

中文補習 英文補習 數學補習 小五英文補習 小五呈分試 小六呈分試 PS1補習 中一分班試補習暑期班 2014  暑期活動 2014 暑期課程 2014  暑期補習班 暑期興趣班 暑期音樂班 暑期數學補

習 

中文補習 英文補習 數學補習 小五英文補習 小五呈分試 小六呈分試 PS1 補習 中一分班試補習

暑期班 2014  暑期活動 2014 暑期課程 2014  暑期補習班 暑期興趣班 暑期音樂班 暑期數學補習 

中文補習 英文補習 數學補習 小五英文補習 小五呈分試 小六呈分試 PS1 補習 中一分班試補習

暑期班 2014  暑期活動 2014 暑期課程 2014  暑期補習班 暑期興趣班 暑期音樂班 暑期數學補習 

中文補習 英文補習 數學補習 小五英文補習 小五呈分試 小六呈分試 PS1 補習 中一分班試補習

暑期班 2014  暑期活動 2014 暑期課程 2014  暑期補習班 暑期興趣班 暑期音樂班 暑期數學補習 

中文補習 英文補習 數學補習 小五英文補習 小五呈分試 小六呈分試 PS1補習 中一分班試補習暑期班 2014  暑期活動 2014 暑期課程 2014  暑期補習班 暑期興趣班 暑期音樂班 暑期數學補

習 

中文補習 英文補習 數學補習 小五英文補習 小五呈分試 小六呈分試 PS1 補習 中一分班試補習

暑期班 2014  暑期活動 2014 暑期課程 2014  暑期補習班 暑期興趣班 暑期音樂班 暑期數學補習 

中文補習 英文補習 數學補習 小五英文補習 小五呈分試 小六呈分試 PS1 補習 中一分班試補習

暑期班 2014  暑期活動 2014 暑期課程 2014  暑期補習班 暑期興趣班 暑期音樂班 暑期數學補習 

中文補習 英文補習 數學補習 小五英文補習 小五呈分試 小六呈分試 PS1 補習 中一分班試補習

暑期班 2014  暑期活動 2014 暑期課程 2014  暑期補習班 暑期興趣班 暑期音樂班 暑期數學補習 

中文補習 英文補習 數學補習 小五英文補習 小五呈分試 小六呈分試 PS1補習 中一分班試補習暑期班 2014  暑期活動 2014 暑期課程 2014  暑期補習班 暑期興趣班 暑期音樂班 暑期數學補

習 



         2014   暑期課程  聯盟教育  ‧  聯盟音樂藝術中心      

E-MAIL: tutorleague@yahoo.com.hk  TEL: (852) 6432-2545

上課地點: 柴灣、北角、銅鑼灣、尖沙咀、沙田、荃灣

中文補習 英文補習 數學補習 小五英文補習 小五呈分試 小六呈分試 PS1 補習 中一分班試補習

暑期班 2014  暑期活動 2014 暑期課程 2014  暑期補習班 暑期興趣班 暑期音樂班 暑期數學補習 

中文補習 英文補習 數學補習 小五英文補習 小五呈分試 小六呈分試 PS1 補習 中一分班試補習

暑期班 2014  暑期活動 2014 暑期課程 2014  暑期補習班 暑期興趣班 暑期音樂班 暑期數學補習 

中文補習 英文補習 數學補習 小五英文補習 小五呈分試 小六呈分試 PS1 補習 中一分班試補習

暑期班 2014  暑期活動 2014 暑期課程 2014  暑期補習班 暑期興趣班 暑期音樂班 暑期數學補習 

中文補習 英文補習 數學補習 小五英文補習 小五呈分試 小六呈分試 PS1補習 中一分班試補習暑期班 2014  暑期活動 2014 暑期課程 2014  暑期補習班 暑期興趣班 暑期音樂班 暑期數學補

習 

中文補習 英文補習 數學補習 小五英文補習 小五呈分試 小六呈分試 PS1 補習 中一分班試補習

暑期班 2014  暑期活動 2014 暑期課程 2014  暑期補習班 暑期興趣班 暑期音樂班 暑期數學補習 

中文補習 英文補習 數學補習 小五英文補習 小五呈分試 小六呈分試 PS1 補習 中一分班試補習

暑期班 2014  暑期活動 2014 暑期課程 2014  暑期補習班 暑期興趣班 暑期音樂班 暑期數學補習 

中文補習 英文補習 數學補習 小五英文補習 小五呈分試 小六呈分試 PS1 補習 中一分班試補習

暑期班 2014  暑期活動 2014 暑期課程 2014  暑期補習班 暑期興趣班 暑期音樂班 暑期數學補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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