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組輔導時間約佔1/3課時，讓每位學員都有充分的會話練習機會)

普通話證書課程在資歷架構下獲得認可，級別 2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17/000947/L2，登記有效期由 1/8/2009 至 31/07/2019

第一階段 (適合初學者)

成效：學員能獲得普通話入門，運用簡單的語句，建立初步的自學能力

第一階段

課程 節數 每節 總課時逢星期 開課日期 完課日期 上課時間 學費 口試日期

普通話證書課程 (第一階段) HU 17099 12 3小時 36 一 10月16日 1月15日 晚上6:50-10:00 2,900
1月20日

(六)

普通話證書課程 (第一階段) HU 17101 12 3小時 36 二 10月24日 1月16日 晚上6:50-10:00 2,900
1月20日

(六)

普通話證書課程 (第一階段) HU 17103 12 3小時 36 四 10月26日 1月11日 下午2:00-5:10 2,900
1月11日

(四)

普通話證書課程 (第一階段) HU 17105 12 3小時 36 五 10月27日 1月19日 晚上6:50-10:00 2,900
1月20日

(六)

備註： 普通話證書課程(第一階段) 第5節課進行聆聽評核，第11節課與學員確認口試場地、日期及時間，第12節課進行筆試。

第二階段 (適合修畢第一階段並考試及格，或通過入學評核之學員)

成效：學員能進一步學習語流音變知識，並鞏固拼音能力，建立詞語庫，提高說話時的講述能力

第二階段

課程 節數 每節 總課時逢星期 開課日期 完課日期 上課時間 學費 口試日期

普通話證書課程 (第二階段) HU 17107 12 3小時 36 一 10月23日 1月22日 上午10:10-1:20 3,200
1月22日

(一)

普通話證書課程 (第二階段) HU 17097 12 3小時 36 三 10月25日 1月10日 晚上6:50-10:00 3,200
1月17日

(三)

備註： 普通話證書課程(第二階段) 第5節課進行聆聽評核，第11節課與學員確認口試場地、日期及時間，第12節課進行筆試。

社址及學校：九龍旺角彌敦道701號番發大廈5樓（旺角港鐵站 A1 出口對面，大廈入口於快富街）

查詢： 2391 7389

課程編號

普通話證書課程

課程編號

成 人 課 程
2017 年 10 月 課程表

辦公時間 (報名及課程查詢)：星期一至五　下午1時至晚上8時　*　星期六　上午9時至晚上8時　*　星期日　上午9時至下午4時　*　公眾假期休息

課程查詢電話：2391 7389 / 2391 7379　*　傳真：2392 0270　*　網頁：www.mandarin.edu.hk　*　電郵：pth@mandarin.edu.hk

http://www.mandarin.edu.hk/in


 (小組輔導時間約佔1/3課時，讓每位學員都有充分的會話練習機會)

普通話證書課程在資歷架構下獲得認可，級別 2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17/000947/L2，登記有效期由 1/8/2009 至 31/07/2019

第三階段 (適合修畢第二階段並考試及格，或通過入學評核之學員)

成效：強化粵普對譯能力，針對易錯音進行系統記音，進一步擴大詞語庫，提高說話時的表達能力

第三階段

課程 節數 每節 總課時逢星期 開課日期 完課日期 上課時間 學費 口試日期

普通話證書課程 (第三階段) HU 17108 12 3小時 36 四 11月2日 1月18日 晚上6:50-10:00 3,400
1月21日

(日)

普通話證書課程 (第三階段) HU 17109 12 3小時 36 日 11月12日 1月28日 上午9:10-12:20 3,400
2月3日

(六)

備註： 普通話證書課程(第三階段) 第8節課進行小組討論(必須出席，不設補考)，第11節課與學員確認口試場地、日期及時間，第12節課進行筆試。

持續進修基金課程

一站式普通話精修課程
(為學員於國家語委普通話水平測試有更理想成績而設，加強說話與正音。)    No: 24 Z 01830-0

對象︰具備中級普通話程度或曾接受不少於90小時的普通話培訓，並通過本校入學評估

成效︰於國水取得理想成績

課程 節數 每節 總課時逢星期 開課日期 完課日期 上課時間 學費

一站式普通話精修課程 HS 17010 36 2.5小時 90 六 10月14日 7月7日 晚上7:00-9:30 7,200

一站式普通話精修課程 HS 17011 36 2.5小時 90 二 11月21日 8月14日 晚上7:00-9:30 7,200

國家語委水平測試應試課程

(為曾參加國家語委普通話水平測試之學員提升成績而設。)                       No: 24 Z 04730-0

對象︰曾參加測試及入等級之學員，並通過本校入學評估

成效︰於國水測試中提升等級

課程 節數 每節 總課時 逢星期 開課日期 完課日期 上課時間 學費

國家語委水平測試應試課程 HN 17009 30
2.5小時/

3小時
80 五 10月20日 6月1日

晚上7:00-9:30

晚上7:00-10:00
8,000

國家語委水平測試應試課程 HN 17010 30
2.5小時/

3小時
80 一 11月20日 7月23日

晚上7:00-9:30

晚上7:00-10:00
8,000

社址及學校：九龍旺角彌敦道701號番發大廈5樓（旺角港鐵站 A1 出口對面，大廈入口於快富街）

查詢： 2391 7389

成 人 課 程

課程編號

課程編號

普通話證書課程

課程編號

2017 年 10 月 課程表

辦公時間 (報名及課程查詢)：星期一至五　下午1時至晚上8時　*　星期六　上午9時至晚上8時　*　星期日　上午9時至下午4時　*　公眾假期休息

課程查詢電話：2391 7389 / 2391 7379　*　傳真：2392 0270　*　網頁：www.mandarin.edu.hk　*　電郵：pth@mandarin.edu.hk

http://www.mandarin.edu.hk/in


基礎課程 (讓初學者循序漸進，扎穩基礎，無考試壓力，輕鬆學習)

對象︰初學者

成效︰完成六個單元後，能使用普通話作一般溝通

初 班

課程 節數 每節 總課時逢星期 開課日期 完課日期 上課時間 學費

初班 HC 17075 12 1.5小時 18 一 10月16日 1月15日 晚上6:50-8:20 1,400

初班 HC 17077 12 1.5小時 18 二 10月24日 1月16日 晚上8:30-10:00 1,400

初班 HC 17079 12 1.5小時 18 四 10月26日 1月11日 下午2:00-3:30 1,400

初班 HC 17081 12 1.5小時 18 五 10月27日 1月19日 晚上6:50-8:20 1,400

會話初班

課程 節數 每節 總課時逢星期 開課日期 完課日期 上課時間 學費

會話初班 HH 17114 12 1.5小時 18 一 10月16日 1月15日 晚上8:30-10:00 1,400

會話初班 HH 17116 12 1.5小時 18 二 10月24日 1月16日 晚上6:50-8:20 1,400

會話初班 HH 17118 12 1.5小時 18 四 10月26日 1月11日 下午3:40-5:10 1,400

會話初班 HH 17120 12 1.5小時 18 五 10月27日 1月19日 晚上8:30-10:00 1,400

社址及學校：九龍旺角彌敦道701號番發大廈5樓（旺角港鐵站 A1 出口對面，大廈入口於快富街）

查詢： 2391 7389

課程編號

課程編號

成 人 課 程
2017 年 10 月 課程表

辦公時間 (報名及課程查詢)：星期一至五　下午1時至晚上8時　*　星期六　上午9時至晚上8時　*　星期日　上午9時至下午4時　*　公眾假期休息

課程查詢電話：2391 7389 / 2391 7379　*　傳真：2392 0270　*　網頁：www.mandarin.edu.hk　*　電郵：pth@mandarin.edu.hk



基礎課程 (讓初學者循序漸進，扎穩基礎，無考試壓力，輕鬆學習)

對象︰初學者

成效︰完成六個單元後，能使用普通話作一般溝通

中班
課程 節數 每節 總課時逢星期 開課日期 完課日期 上課時間 學費

中班 HZ 17016 12 1.5小時 18 一 10月23日 1月22日 上午11:50-1:20 1,450

中班 HZ 17014 12 1.5小時 18 三 10月25日 1月10日 晚上6:50-8:20 1,450

會話中班
課程 節數 每節 總課時逢星期 開課日期 完課日期 上課時間 學費

會話中班 HH 17122 12 1.5小時 18 一 10月23日 1月22日 上午10:10-11:40 1,450

會話中班 HH 17109 12 1.5小時 18 三 10月25日 1月10日 晚上8:30-10:00 1,450

高班
課程 節數 每節 總課時逢星期 開課日期 完課日期 上課時間 學費

高班 HG 17012 12 1.5小時 18 四 11月2日 1月18日 晚上8:30-10:00 1,680

高班 HG 17013 12 1.5小時 18 日 11月12日 1月28日 上午9:10-10:40 1,680

會話高班
課程 節數 每節 總課時逢星期 開課日期 完課日期 上課時間 學費

會話高班 HH 17123 12 1.5小時 18 四 11月2日 1月18日 晚上6:50-8:20 1,680

會話高班 HH 17124 12 1.5小時 18 日 11月12日 1月28日 上午10:50-12:20 1,680

職場實用證書課程 (簡明易學、實用、有系統)

對象︰在工作上經常需要以普通話交流的人士

成效︰有助學員提升在商務環境下的普通話說話和聆聽能力，並提高交際技巧和禮儀

課程 節數 每節 總課時 逢星期 開課日期 完課日期 上課時間 學費

職場實用普通話證書課程 HB 17009 12 2.5小時 30 二 11月14日 2月6日 晚上7:00-9:30 2,900

社址及學校：九龍旺角彌敦道701號番發大廈5樓（旺角港鐵站 A1 出口對面，大廈入口於快富街）

成 人 課 程

課程編號

課程編號

課程編號

查詢： 2391 7389

課程編號

課程編號

2017 年 10 月 課程表

辦公時間 (報名及課程查詢)：星期一至五　下午1時至晚上8時　*　星期六　上午9時至晚上8時　*　星期日　上午9時至下午4時　*　公眾假期休息

課程查詢電話：2391 7389 / 2391 7379　*　傳真：2392 0270　*　網頁：www.mandarin.edu.hk　*　電郵：pth@mandarin.edu.hk



專題課程 (重點式訓練，會說又會寫)

對象︰普通話程度視乎不同課程的要求

成效︰針對不同目的而開設，多元化，隨時更新

課程 節數 每節 總課時逢星期 開課日期 完課日期 上課時間 學費

暢談普通話
(限收8人)

課程 節數 每節 總課時逢星期 開課日期 完課日期 上課時間 學費

普通話拼音班
(限收8人)

普通話拼音班
(限收8人)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為您準備各類應試班，助您考獲佳績！

應試課程 (針對各類考試重點進行進階訓練)

對象︰準備應試者

成效︰考試取佳績

課程 節數 每節 總課時逢星期 開課日期 完課日期 上課時間 學費

國家普通話水平應試班

 (綜合)

 (限收12人)

課程 節數 每節 總課時逢星期 開課日期 完課日期 上課時間 學費

國家普通話水平測試

提級輔導班(第一階段)

(限收10人)

社址及學校：九龍旺角彌敦道701號番發大廈5樓（旺角港鐵站 A1 出口對面，大廈入口於快富街）

11月4日 1月20日 晚上6:30-8:00

4,80036 五 11月24日 2月23日 下午7:00-10:00

四

3,00024 下午4:10-6:10

18

日 11月12日 2月11日

2017 年 10 月 課程表

課程編號

查詢： 2391 7389

課程編號

1,800下午8:30-10:002月8日11月23日

15 五 11月10日 1月19日 1,800

18

成 人 課 程

10HH 17125

1,800六

3小時

2小時

1.5小時

1.5小時

HX 17017

HP 17013 12

課程編號

12

12

課程編號

HP 17014 12

HK 17021

下午8:30-10:001.5小時

辦公時間 (報名及課程查詢)：星期一至五　下午1時至晚上8時　*　星期六　上午9時至晚上8時　*　星期日　上午9時至下午4時　*　公眾假期休息

課程查詢電話：2391 7389 / 2391 7379　*　傳真：2392 0270　*　網頁：www.mandarin.edu.hk　*　電郵：pth@mandarin.edu.hk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為您準備各類應試班，助您考獲佳績！

應試課程 (針對各類考試重點進行進階訓練)

對象︰準備應試者

成效︰考試取佳績

課程 節數 每節 總課時逢星期 開課日期 完課日期 上課時間 學費

普通話基準試衝刺班

(課堂語言運用)

 (4-5人小班教學)

普通話基準試衝刺班

(課堂語言運用)

 (4-5人小班教學)

課程 節數 每節 總課時逢星期 開課日期 完課日期 上課時間 學費

普通話基準試衝刺班

(拼音)

 (4-5人小班教學)

普通話基準試衝刺班

(拼音)

 (4-5人小班教學)

課程 節數 每節 總課時逢星期 開課日期 完課日期 上課時間 學費

普通話基準試衝刺班

(聆聽與認辨)

 (4-5人小班教學)

普通話基準試衝刺班

(聆聽與認辨)

 (4-5人小班教學)

課程 節數 每節 總課時逢星期 開課日期 完課日期 上課時間 學費

普通話基準試衝刺班

(口語)

 (4-5人小班教學)

社址及學校：九龍旺角彌敦道701號番發大廈5樓（旺角港鐵站 A1 出口對面，大廈入口於快富街）

HJ 17005

晚上7:00-10:00 3,780

2017 年 10 月 課程表

17004 6 3小時 18 二 11月7日 12月12日

課程編號

HJ

晚上7:00-10:00 3,780

12月20日 晚上7:00-10:00 4,980三 11月1日

HJ 17007 8 3小時 24 日 11月5日 12月24日 上午9:30-12:30 4,980

HJ 17006 24

6 3小時 18 六

課程編號

10月14日 11月25日

晚上7:00-10:00 4,980

HJ 17009 8 3小時 24 六 11月11日 12月30日 上午9:30-12:30 4,980

HJ 17008 8 3小時 24 一 10月23日 12月11日

課程編號

8 3小時

HJ 17011 8 3小時 24 日 11月5日 12月24日 上午11:00-2:00 4,980

課程編號

辦公時間 (報名及課程查詢)：星期一至五　下午1時至晚上8時　*　星期六　上午9時至晚上8時　*　星期日　上午9時至下午4時　*　公眾假期休息

課程查詢電話：2391 7389 / 2391 7379　*　傳真：2392 0270　*　網頁：www.mandarin.edu.hk　*　電郵：pth@mandarin.edu.hk

查詢： 2391 7389

成 人 課 程



小班教學兒童課程

平板教學課程

小學普通話(初、中、高)級證書課程
(適合初小的小學生，循序漸進，打穩基礎，向公開考試進發)

對象︰適合小學二年級以上程度及通過入學評核之學員

成效︰一步一步全面學習普通話，有機會取得畢業證書，為公開試裝備自己

課程 節數 每節 總課時 逢星期 開課日期 完課日期 上課時間 學費

小學普通話

初級證書課程 (I)

平板教學課程

(4-6人小班教學)

備註：　學員須自備平板電腦上課，及須自費購買電子教科書 (費用約hk$100/學期)。   

　　　　　  *  iPad app: iPad 2 或以上

　　　　　　 Android app: 雙核心1.2GHz 或以上1GB RAM，Android™ 2.3或以上

幼兒普通話課程
對象︰K2-K3 (4-6歲兒童)

成效︰通過故事和遊戲培養孩子們的自我意識和家庭觀念，及提高聽說及表達能力，讓孩子喜歡普通話

課程 節數 每節 總課時 逢星期 開課日期 完課日期 上課時間 學費

普通話多元智能培育班(I)

(2-3人小班教學)
HR 17266 6 1小時 6 一 11月13日 12月18日 上午9:30-10:30 1,320

社址及學校：九龍旺角彌敦道701號番發大廈5樓（旺角港鐵站 A1 出口對面，大廈入口於快富街）

查詢： 2391 7389

兒 童 課 程

《共享普通話》電子教科書是本社與另一家非牟利機構合作編寫，旨在通過電子教學，讓學生自主學習，

提高學習動機和興趣。所有學習內容和技術項目已經通過香港教育局評審，並已列入「電子教科書適用書

目表」內。

課程編號

課程編號

2,250HR 17264 10 1.25小時 12.5 五 11月3日 1月12日

2017 年 10 月 課程表

下午5:15-6:30

辦公時間 (報名及課程查詢)：星期一至五　下午1時至晚上8時　*　星期六　上午9時至晚上8時　*　星期日　上午9時至下午4時　*　公眾假期休息

課程查詢電話：2391 7389 / 2391 7379　*　傳真：2392 0270　*　網頁：www.mandarin.edu.hk　*　電郵：pth@mandarin.edu.hk



小班教學兒童課程

幼兒普通話基礎課程
(適合幼稚園的初學者，循序漸進，打穩基礎，向小學普通話證書課程先修班進發)

對象︰幼稚園高班，初學者

成效︰提高聽說及表達能力，讓孩子喜歡普通話，提升日後學習的動力

課程 節數 每節 總課時 逢星期 開課日期 完課日期 上課時間 學費

幼兒普通話基礎班 (I)

(2-3人小班教學)

幼兒普通話基礎班 (I)

(2-3人小班教學)

小學普通話證書先修課程
(適合初小的初學者，循序漸進，打穩基礎，向小學普通話證書課程進發)

對象︰適合小學一、二年級之初小學員

成效︰一步一步全面學習普通話，為升讀小學普通話證書課程作準備

課程 節數 每節 總課時 逢星期 開課日期 完課日期 上課時間 學費

小學普通話證書課程

先修班 (I)

(4-6人小班教學)

社址及學校：九龍旺角彌敦道701號番發大廈5樓（旺角港鐵站 A1 出口對面，大廈入口於快富街）

2,000HR 17268 10 1小時 10

查詢： 2391 7389

一 10月23日 1月8日 上午9:15-10:15

兒 童 課 程

2,000HR 17267 10 1小時 10

11月17日 1月19日 下午5:00-6:00

課程編號

五

下午4:30-5:30 1,800

課程編號

2017 年 10 月 課程表

辦公時間 (報名及課程查詢)：星期一至五　下午1時至晚上8時　*　星期六　上午9時至晚上8時　*　星期日　上午9時至下午4時　*　公眾假期休息

課程查詢電話：2391 7389 / 2391 7379　*　傳真：2392 0270　*　網頁：www.mandarin.edu.hk　*　電郵：pth@mandarin.edu.hk

HR 17270 10 1小時 10 六 11月11日 1月13日



小班教學兒童課程

小學普通話(初、中、高)級證書課程
(適合初小的小學生，循序漸進，打穩基礎，向公開考試進發)

對象︰適合小學二年級以上程度及通過入學評核之學員

成效︰一步一步全面學習普通話，有機會取得畢業證書，為公開試裝備自己

課程 節數 每節 總課時 逢星期 開課日期 完課日期 上課時間 學費

小學普通話

初級證書課程 (III)

(2-3人小班教學)

課程 節數 每節 總課時 逢星期 開課日期 完課日期 上課時間 學費

小學普通話

初級證書課程 (I)

(4-6人小班教學)

課程 節數 每節 總課時 逢星期 開課日期 完課日期 上課時間 學費

小學普通話

中級證書課程 (I)

(4-6人小班教學)

課程 節數 每節 總課時 逢星期 開課日期 完課日期 上課時間 學費

小學普通話

高級證書課程 (I)

(4-6人小班教學)

小學普通話

高級證書課程 (II)

(4-6人小班教學)

社址及學校：九龍旺角彌敦道701號番發大廈5樓（旺角港鐵站 A1 出口對面，大廈入口於快富街）

查詢： 2391 7389

HR 17271 10 1.25小時

兒 童 課 程

課程編號

課程編號

2,50015 日 11月12日 1月14日 上午9:30-10:45

下午12:45-2:15 2,700

HR 17272 10 1.25小時 12.5 六

課程編號

HR 17229 10 1.5小時 15 日

11月11日 1月13日

1月19日 下午5:00-6:30

上午11:00-12:15 2,250

辦公時間 (報名及課程查詢)：星期一至五　下午1時至晚上8時　*　星期六　上午9時至晚上8時　*　星期日　上午9時至下午4時　*　公眾假期休息

課程查詢電話：2391 7389 / 2391 7379　*　傳真：2392 0270　*　網頁：www.mandarin.edu.hk　*　電郵：pth@mandarin.edu.hk

1月7日 下午4:10-5:40 2,700

2017 年 10 月 課程表

2,700

課程編號

HR 17273 10 1.5小時 15 日 11月5日

HR 17274 10 1.5小時 15 五 11月10日

10月8日 12月10日



小班教學兒童課程

初中普通話(初階、進階、高階)證書課程
(適合高小的小學生，循序漸進，打穩基礎，為中學課程做好準備)

對象︰適合小學四年級以上程度及通過入學評核之學員

成效︰循序漸進，鞏固「讀、寫、聽、說」各方面的普通話能力

課程 節數 每節 總課時 逢星期 開課日期 完課日期 上課時間 學費

初中普通話證書課程

(初階I)

(4-6人小班教學)

初中普通話證書課程

(初階I)

(4-6人小班教學)

社址及學校：九龍旺角彌敦道701號番發大廈5樓（旺角港鐵站 A1 出口對面，大廈入口於快富街）

1月20日

2017 年 10 月 課程表

3,250

兒 童 課 程

課程編號

1月28日 下午12:45-2:15

上午9:05-10:35

18 日 11月12日 3,250

查詢： 2391 7389

辦公時間 (報名及課程查詢)：星期一至五　下午1時至晚上8時　*　星期六　上午9時至晚上8時　*　星期日　上午9時至下午4時　*　公眾假期休息

課程查詢電話：2391 7389 / 2391 7379　*　傳真：2392 0270　*　網頁：www.mandarin.edu.hk　*　電郵：pth@mandarin.edu.hk

HR 17276 12 1.5小時

18 六 11月4日HR 17275 12 1.5小時



小班教學兒童課程

青少年應試課程 (針對各類考試重點進行進階訓練)

對象︰準備應試者 成效︰考試取佳績

課程 節數 每節 總課時 逢星期 開課日期 完課日期 上課時間 學費

青少年國家語委

普通話水平測試

綜合應試課程(階段一)

(限收8人)

課程 節數 每節 總課時 逢星期 開課日期 完課日期 上課時間 學費

青少年國家語委
普通話水平測試

綜合應試課程(階段二)
(限收8人)

課程 節數 每節 總課時 逢星期 開課日期 完課日期 上課時間 學費

青少年國家語委

普通話水平測試

綜合應試課程(階段四)

(限收8人)

兒童應試課程 (針對各類考試重點進行進階訓練)

對象︰準備應試者 成效︰考試取佳績

課程 節數 每節 總課時 逢星期 開課日期 完課日期 上課時間 學費

GAPSK與 PPTPS

綜合應試班
(4-6人小組班)

社址及學校：九龍旺角彌敦道701號番發大廈5樓（旺角港鐵站 A1 出口對面，大廈入口於快富街）

3月11日

3,600

日 11月19日

上午10:40-12:10

3,600

HK 17017 16 1.5小時 24

兒 童 課 程

課程編號

查詢： 2391 7389

HK 17022 16 1.5小時 24 六 11月25日 3,600

日 10月8日 1月21日 上午9:45-11:15

下午2:30-4:00HK 17019 16 1.5小時 24

課程編號

3月17日

12 1.5小時 18 六 11月18日 2月3日 上午11:30-1:00 3,500HD

辦公時間 (報名及課程查詢)：星期一至五　下午1時至晚上8時　*　星期六　上午9時至晚上8時　*　星期日　上午9時至下午4時　*　公眾假期休息

課程查詢電話：2391 7389 / 2391 7379　*　傳真：2392 0270　*　網頁：www.mandarin.edu.hk　*　電郵：pth@mandarin.edu.hk

課程編號

2017 年 10 月 課程表

課程編號

17014



兒童課程

初中普通話(初階、進階、高階)證書課程
(適合高小的小學生，循序漸進，打穩基礎，為中學課程做好準備)

對象︰適合小學四年級以上程度及通過入學評核之學員

成效︰循序漸進，鞏固「讀、寫、聽、說」各方面的普通話能力

課程 節數 每節 總課時 逢星期 開課日期 完課日期 上課時間 學費

初中普通話證書課程

(進階III)

課程 節數 每節 總課時 逢星期 開課日期 完課日期 上課時間 學費

初中普通話證書課程

(高階I)

小班教學兒童課程

兒童語文專題課程
對象︰小學二、三年級學生或對閱讀理解有興趣之學生

內容︰課程旨在閱讀不同類型的文章，掌握閱讀技巧，抓住重點，再通過大量的篇章閱讀練習來提高學生的理解能力。

課程 節數 每節 總課時 逢星期 開課日期 完課日期 上課時間 學費

小學生普通話

閱讀理解操練課程

(二、三年級) (I)

(限收8人小組班)

繳付學費方法：可以現金、信用卡 或 支票 (抬頭：香港普通話研習社)

社址及學校：九龍旺角彌敦道701號番發大廈5樓（旺角港鐵站 A1 出口對面，大廈入口於快富街）

11月10日 1月26日

兒 童 課 程

下午4:45-6:00 2,350

課程編號

HR 17282 12 1.25小時 15 五

17280 12 1.5小時 18 六 11月4日 1月20日 下午2:40-4:10

查詢： 2391 7389

課程查詢電話：2391 7389 / 2391 7379　*　傳真：2392 0270　*　網頁：www.mandarin.edu.hk　*　電郵：pth@mandarin.edu.hk

辦公時間 (報名及課程查詢)：星期一至五　下午1時至晚上8時　*　星期六　上午9時至晚上8時　*　星期日　上午9時至下午4時　*　公眾假期休息

2,500HR 17281 12 1.5小時 18 日 11月19日 2月4日 下午12:50-2:20

課程編號

2,500

課程編號

2017 年 10 月 課程表

H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