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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課程

特色：自由選擇開課時間，課堂內容循環進行。

課程 節數 每節 總課時 逢星期 最早開課日期 最遲完課日期 上課時間 學費 適合年級

幼兒普通話基礎班 (I)

(2-3人小班教學)
HR 19100 10 1小時 10 三五 7月17日 8月28日 上午9:30-10:30 2,000 K3

幼兒普通話基礎班 (I)

(2-3人小班教學)
HR 19101 10 1小時 10 二四 7月16日 8月27日 下午3:30-4:30 2,000 K3

幼兒普通話基礎班 (I)

(2-3人小班教學)
HR 19102 10 1小時 10 三五 7月17日 8月28日 下午3:30-4:30 2,000 K3

小學證書先修課程

特色：自由選擇開課時間，課堂內容循環進行。

課程 節數 每節 總課時 逢星期 最早開課日期 最遲完課日期 上課時間 學費 適合年級

小學普通話證書課程

先修班 (I)
(2-3人小班教學)

HR 19104 10 1小時 10 二四 7月16日 8月27日 上午10:30-11:30 2,000 升小一、二

課程 節數 每節 總課時 逢星期 最早開課日期 最遲完課日期 上課時間 學費 適合年級

小學普通話證書課程

先修班 (II)
(2-3人小班教學)

HR 19106 10 1小時 10 二四 7月16日 8月27日 上午11:45-12:45 2,000 升小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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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址及學校辦公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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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暑期日間課程表

兒 童 課 程

課程編號

課程編號

課程編號

暑期日間課程報名優惠! 

現時報讀可享 8折 
 （報讀所有應試課程可享 8折！） 
  

(暑期日間課程將以密集式上課，本校另備7-8月常規課程表) 
  

暑期課程將因應需求作適度地調整及增加 
 

(暑期課程可因應學員的需要並獲校方審批，可酌情安排補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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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拼音課程

備註：學費可分兩期繳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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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合年級

小學普通話語音強化班
(2-3人小班教學)

HR 19110 14 1.5小時 21 二四 7月16日 8月29日 下午4:00-5:30 4,200 升小三至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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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合年級

升中拼音補習班
(2-3人小班教學)

HR 19111 12 1.5小時 18 三五 7月17日 8月23日 上午10:30-12:00 3,550
升小六

至初中

升中拼音補習班
(2-3人小班教學)

HR 19112 12 1.5小時 18 四五 7月18日 8月23日 下午4:00-5:30 3,550
升小六

至初中

兒童專題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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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合年級

小小配音員訓練班

(限收6人)
HR 19114 6 1小時 6 五 7月19日 8月23日 上午9:30-10:30 1,320 升小二至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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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址及學校辦公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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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編號

2019 年暑期日間課程表

兒 童 課 程

課程編號

課程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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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小一中文預備班

課程目標：幫助升小一的學員適應普教中的教學，並為中文打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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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報讀年

級

升小一中文預備班(普通話)

限收6人
HF 19052 8 1小時 8 三五 7月10日 8月2日 上午9:30-10:30 1,280 升小一

升小一中文預備班(普通話)

限收6人
HF 19053 8 1小時 8 三五 8月7日 8月30日 上午9:30-10:30 1,280 升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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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報讀年

級

升小一中文預備班(普通話)

限收6人
HF 19055 8 1小時 8 二四 7月9日 8月1日 下午3:00-4:00 1,280 升小一

升小一中文預備班(普通話)

限收6人
HF 19056 8 1小時 8 二四 8月6日 8月29日 下午3:00-4:00 1,280 升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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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址及學校辦公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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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暑期日間課程表

兒 童 中 文 課 程

課程編號

課程編號

暑期日間課程報名優惠! 

現時報讀可享 8折 
 （小學生中文功課輔導班不適用於此優惠。） 

  

(暑期日間課程將以密集式上課，本校另備7-8月常規課程表) 
 
  

暑期課程將因應需求作適度地調整及增加 
 

(暑期課程可因應學員的需要並獲校方審批，可酌情安排補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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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生普通話閱讀理解操練課程 (普通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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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合年級

小學生閱讀理解操練課程

(二、三年級)(I)

(4-6人小班教學)

HF 19057 12 1.25 15 二四 7月16日 8月22日 下午1:30-2:45 2,350 升小二至四

小學生閱讀理解操練課程

(二、三年級)(I)

(4-6人小班教學)

HF 19058 12 1.25 15 三五 7月17日 8月23日 上午11:15-12:30 2,350 升小二至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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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合年級

小學生閱讀理解操練課程

(四、五年級)(I)

(4-6人小班教學)

HF 19060 12 1.5小時 18 四五 7月18日 8月23日 下午2:00-3:30 2,800 升小四至六

小學生中文寫作班
對象︰小學一年級至六年級學生

簡介︰通過限字數的仿寫練習，學習寫作的技巧和用詞，及小學課程的寫作體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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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報讀年

級

小學生中文寫作班(初級)(I)

(200-300字)
HF 19061 8 1 8 二四 7月23日 8月15日 上午10:00-11:00 1,240 初小/中小

小學生中文寫作班(高級)(I)

(400-500字)
HF 19062 8 1.5 12 三五 7月17日 8月9日 下午3:30-5:00 1,920 中小/高小

小學生中文功課輔導班

特色：上課時間靈活選擇，任選 8 節課。

課程 節數 每節 總課時 逢星期 最早開課日期 最遲完課日期 上課時間 學費 適合年級

小學生中文功課輔導班
(4-6人小班教學)

HF 19063 8 1.25 10 一三五 8月5日 8月30日 下午2:00-3:15 1,200 升小二至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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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址及學校辦公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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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 2391 7389

2019 年暑期日間課程表

兒 童 中 文 課 程

課程編號

課程編號

課程編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