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特備暑期活動
經已接受報名！

導師 簡 介
葉錦熙先生（Yip sir）

- 社會工作學士、文學碩士、註冊社工
- 30年社會工作及教學經驗
- 幼兒/兒童潛能發展中心顧問
- 現任多間中小學英語記憶法及超強記憶
課程顧問兼講師

特備暑期活動

幼兒快速影像
中文生字記憶班

本課程將會透過一連串視覺、聽覺、觸覺等記憶活動，
訓練兒童的專注力、觀察力及記憶力，掌握多元記憶方
法和技巧，從而提升閱讀能力，有效地儲存所學的知
識，增強在學習上的信心和興趣。
課程內容包括：
- 記憶基本功：集中力、專注力及觀察力訓練
- 多元記憶法：圖像法、諧音法、結對法、前後串連
法、故事串連法、數字代碼 法、字母代碼法、字群代
碼法、文字椿法、部位法、地點法、中英文生字記憶
法等。

幼兒組（對象:升K2至K3）

本課程將會透過遊戲、繪畫、故事、練習等，讓兒童體
驗學習中文生字的樂趣和掌握多元記憶方法和技巧, 從而
增強其學習興趣和信心。

編號：22CS010324
日期：4/7 - 4/8（逢星期一及四）
時間：5:20 - 6:20pm
費用：$1,080/10節（包溫習軟件及習作紙）

幼兒組（對象:升K2至K3）

幼兒組（對象:升K3至升小一）

編號︰22CS010322
日期︰4/7 - 4/8（逢星期一及四）
時間︰3:00 - 4:00pm
費用︰$1,080/10節（包溫習軟件及彩圖筆記）

編號︰22CS050025
日期：15/8 - 26/8（逢星期一、三及五）
時間：5:20 - 6:20pm
費用：$650/6節（包溫習軟件及習作紙）

幼兒組（對象:升K3至升小一）

地點︰總部
導師︰葉錦熙先生（Yip Sir）
備註︰請帶備鉛筆、擦膠及紅原子筆。

編號︰22CS050022
日期︰15/8 - 26/8 (逢星期一、三及五)
時間︰3:00 - 4:00pm
費用︰$650/6節（包溫習軟件及彩圖筆記）
地點︰總部
導師︰葉錦熙先生（Yip Sir）
備註︰請帶備鉛筆、擦膠及木顏色筆。

快速影像英文生字記憶班

課程透過圖像、故事、動作、諧音、練習、短測、遊
戲、音樂活動等，讓小學生體驗到學習英文生字的樂趣
和掌握到英文生字解釋的識辨技巧。課程內容包括右腦
圖像法、拆字法、諧音法、加字法、減字法、換字法、
字母形象法、動感記憶法、字面拼音法及閃示法等。

幼兒組（對象:升K2至K3）

編號︰22CS010323
日期︰4/7 - 4/8（逢星期一及四）
時間︰4:10 - 5:10pm
費用︰$1,080/10節（包溫習軟件及彩圖筆記）

幼兒組（對象:升K3至升小一）

編號︰22CS050023
日期︰15/8 - 26/8（逢一、三及五）
時間︰4:10 - 5:10pm
費用︰$650/6節（包溫習軟件及彩圖筆記）

初小組（對象:升小二至升小四）

編號︰22CS050024
日期︰15/8 - 26/8（逢一、三及五）
時間︰11:30am - 12:30pm
費用︰$650/6節（包溫習軟件及彩圖筆記）
地點︰總部
導師︰葉錦熙先生（Yip Sir）
備註︰請帶備鉛筆、擦膠及木顏色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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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全腦記憶力訓練班

課程查詢熱線

2426 6075

初小專注及記憶力訓練班

本課程將會透過一連串視覺、聽覺、觸覺等記憶活動，
訓練兒童的專注力、觀察力及記憶力，掌握多元記憶方
法和技巧，從而提升閱讀能力，有效地儲存所學的知
識，增強在學習上的信心和興趣。
課程內容包括：
- 記憶基本功：集中力、專注力及觀察力訓練
- 多元記憶法：圖像法、諧音法、結對法、前後串連
法、故事串連法、數字代碼 法、字母代碼法、字群代
碼法、文字椿法、部位法、地點法、中英文生字記憶
法等。
編號︰22CS050026
日期：15/8 - 26/8 （逢星期一、三及五）
時間：12:40 - 1:40pm
對象：升小二至升小四
地點︰總部
費用：$650/6節（包溫習軟件及習作紙）
導師︰葉錦熙先生（Yip Sir）
備註︰請帶備鉛筆、擦膠及木顏色筆。

幼兒全腦數學
邏輯智能提升班

本課程以建構概念為首，不重反覆性操練，培養學生對數
字的感覺和敏銳度，令小朋友掌握數字、數量、字與量關
係、數字推理、圖形空間、逆向思考，進而提升較複雜的
加減運算法的能力。
課程揉合了古印度、德國、英國、中國及台灣的數學概念
精髓，格連杜曼、七田真和皮亞傑的兒童潛能啟發理論基
礎，再配合本港課程而衍生出來的一套理論與操作兼備的
數學課程，能快速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自信和能力。
編號：22CS050027
日期：15/8 - 26/8 （逢星期一、三及五）
時間：10:20 - 11:20pm
對象：升K3至升小一
地點︰總部
費用：$650/6節（包溫習軟件及習作紙）
導師：葉錦熙先生 （Yip Sir）

WhatsApp

9444 2346

速學影像英文生字記憶法

編號：22CS020163
日期：4/7 - 8/8（逢星期一）
時間：7:15 - 9:45pm
對象：有興趣人士（須具中一或以上英語程度）
費用：$1,380/6節（包溫習軟件及彩圖線索筆記）
地點：總部
導師：葉錦熙先生 （Yip Sir）

速學影像國際音標班

本課程吸收了語音學、記憶學、教育學等學科的精髓而發
展出一套系統的訓練，透過音樂、遊戲、圖片、故事、動
作及大量的線索（cues）和記憶鈎（pegs）；快速地把
音標符號和字音組合放進學員的長期記憶中，並於短時間
內掌握英文生字的語音規律。
課程內容：
1. 44個影像國際音標符號
2. 拼讀單音節及多音節的英文生字
3. 英文生字和句子的朗讀模式 - 213規律
4. 100個字音組合的線索與應用
編號：22CS020164
日期：7/7 - 11/8（逢星期四）
時間：7:15 - 9:45pm
地點：總部
對象：有興趣人士（須具中一或以上英語程度）
費用：$1,380/6節 （包溫習軟件及彩圖線索筆記）
導師：葉錦熙先生（Yip Sir）

暑期英語訓練課程Zoom

課堂以非面授式課堂（zoom cloud meeting形式） 進
行，讓學員在家可接受英語訓練，導師 Miss Winkie
以不同的活動，教授發音（ pronunciation ）、詞彙
（Vocabulary） 及句子結構（sentence structures），
在假期期間持續訓練及提升學員英語的表達能力。受疫情
影響，小朋友日常上課需佩帶口罩，致老師未能清楚辨識
學員的發音問題，Zoom課程學員在家可除下口罩出席課
堂，這有助導師聆聽及改善學員的發音問題。

A 班（9月升小四至小五之學員，10:30-11:30am）
編號
日期
22CS010332 16/8 - 30/8 （逢星期二、五）

B班（9月升小二至小三之學員，
11:30am-12:30pm）
編號
日期
22CS010333 16/8 - 30/8 （逢星期二、五）

C班（9月升小一至小二之學員，12:30-1:30pm）
編號
日期
22CS010334 16/8 - 30/8 （逢星期二、五）
費用︰$ 550 / 5堂
導師︰Miss Winkie
備註︰1. 課程每堂60分鐘，Zoom登入資料待成班後
會通知家長；
2. 如遇任何惡劣天氣情況，課堂將如常進行。

課程查詢熱線

2426 6075

WhatsApp

9444 2346

暑期加開兒童珠心算課程

珠心算有助開發兒童左右腦的思維，透過耳聽、眼看、手
撥、腦算方式，激發他們的腦部潛能！學會珠算式的心
算，可增強記憶力、運算能力、思維和反應速度，從而更
可培養出兒童的想像力和集中力。

特備暑期活動

本課程會運用一套獨特的影像記憶法教授英文生字構詞規
律，讓學員能輕易地熟記和推敲英文生字的解釋。同時亦
會透過講解和大量的遊戲、練習、測試、音樂活動等，讓
學員體驗到學習英文生字的樂趣, 內容包括拆字法、諧音
法、加字法、減字法、換字法、字根字首記憶法、動詞片
語記憶法、及「影、音、動、意」記憶法等。

編號：22CS050050
日期：16/8-27/8（逢星期二、六）
時間：4:00-5:00pm
對象：4-6歲
費用：$340/4節
地點：總部
導師：甘佩珊小姐（具豐富教授幼兒及兒童珠心算課程經
驗之導師）
備註：1. 學員需購買五珠算盤（約$40），可自行購買或
於第一堂向導師代購
2. 參加者需能書寫阿拉伯數目字

多元中文學習訓練課程

透過小組活動形式學習中文，提升學生中文聆聽、朗
讀、閱讀和寫作等不同範疇的能力，以應付學校學習及
日常生活所需，從而培養及提升學生的自信心。

A班 - 時間： 3:00-4:00pm
對象：升小一至小二學生

編號
日期
22CS050052 15/8 - 25/8（逢星期一、四）

B班 - 時間： 4:10-5:10pm
對象：升小三至小四學生

編號
日期
22CS050053 15/8 - 25/8（逢星期一、四）
地點：總部
導師：具相關資歷之經驗導師
備註：請學員自備簡單文具

費用：$380/4節

硬筆書法班

字體是個人的一種代表、一種藝術，需要從小訓練。整
齊有緻的字體，可表現出個人的個性及修養。本課程教
授正確執筆方法、基本的筆劃、漢字結構及正階寫法
外，還根據不同年齡，不同程度給予輔導（包括鉛筆及
原子筆），著重培養小朋友的耐性及自我追求。

編號
日期
22CS050046 17/8 - 26/8（逢星期三及五）
對象：6 - 12歲
時間：3:00 - 4:00m
費用：$280 / 4節
地點：總部
導師：文程遠先生
備註：自備鉛筆、原子筆及橡皮擦

兒童綜合繪畫體驗課程

本課程主要教授兒童描繪及著色技巧，並學習如何混合
使用乾性及水性顏料。當中更會讓學員接觸到不同的繪
畫方法，如素描、水彩畫及多種特殊繪畫技巧等，令兒
童可作多方面嘗試及感受不同繪畫風格。

編號
日期
22CS050045 17/8 - 26/8（逢星期三及五）
地點：總部
時間：4:15 - 5:15pm
費用：$280 / 4節
對象：7-12歲
導師：文程遠先生
備註：自備素描鉛筆（6B）、畫簿及木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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