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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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優勢 

紮根葵涌區七年，對區內學校課程及測考瞭如指掌。 

我們相信：品德比成績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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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7年間，仁立學

生佔高思考學生人數90%，感謝仁立家長和師生信任。 





 
★ 著重品德教育，培養學員有禮貌及獨立自己處理生活所需 

★ 以校內課本及作業為本，循環溫習及練習，務求學員有深刻記憶 

★ 功課以至每日學習進度、測驗及考試，甚至學員的品行，都作嚴謹監督 

★ 測考期間，導師會督促學生溫習，輔以不同程度工作紙，迎接測驗及考試 

★ 與家長有定期電話或面談形式溝通，跟進學員各方面表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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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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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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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流程： 
(1) 導師指導完成當天家課，解答疑難及改正。 
(2) 完成功課及默書後，若尚餘時間，導師將安排同學預習默書、評估， 
      以及複習校內已授之課堂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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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閱讀及寫作課程（適合任何學生報讀） 
課程專為仁立小學之學生而設，小班教學，亦歡迎他校同學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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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句工作紙及文章教學 
循序漸進引導式作文教學，令同學了解考取高分竅門 
導師親自批改作文，不假手於人 
 

中文閱讀理解 
教授各類體裁文章的特點、閱讀方法、分析重點及答題技巧 
採用共同閱讀的形式與學生解讀不同體裁的文章 
透過閱讀理解練習，教授學生快速地找出文章及問題相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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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導學生運用思維創意寫出自我，在考試中得到好的成績 
承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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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以寫作練習，以鞏固學生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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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立尖子中文課程（只適合仁立小學學生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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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篇考核課文均備有多達五十題不供詞填充，資源最強最齊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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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現代中國語文》及校內精讀課文設題，全自編教
材 

獨家自編 

筆記 
進展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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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據按照2014-2015年度仁立尖子中文課程之三學期各學段成績計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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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故事及文學經典欣賞，加強不同領域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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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組句子 改寫句子 標點符號 排句成段 修辭訓練 

中學中文課程（適合中一至中三學生報讀） 
 

歷年報讀本課程林護同學進步率達100% 
 
課程專為本區中學之學生而設，小班教學，限定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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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試題操練並於試前預測試題，使學生考試得心應手 

白話文 文言文 課文內容 聆聽練習 
預測及試
題操練 



高
思
考‧

英
文
課
程 

尖子英文操卷課程（適合使用朗文Longman Express用書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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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編教材，獨家筆記及試題操練，全面提升應試能力 
配以各校試題操練，加強應對試題能力 

 
 

 

英文Elect操卷課程（適合使用朗文Longman Elect用書學生） 

 
內容以朗文英文書為核心，教授文法及預習課文內容 
重點教授文法部分，提升考試技巧 
教授學生不同主題詞彙，用於寫作試卷 
配以各校試題及相關練習操練，全面提升應試能力 
 

英文Lighthouse操卷課程 
（適合使用教育出版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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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三次考試作最佳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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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考試壓力下的啟發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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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力激盪出相關的單字、構想，增進
對英文寫作甚至閱讀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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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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範例及漸
進式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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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鏡架為超輕防敏塑材 
鏡片為1.56超薄鏡片/UV420鏡片 
（加送藍光濾鏡，保護眼睛） 

度數範圍：近視:-000至-400； 
散光：-000至-200；遠視:+000至+300 
 

 九龍旺角西洋菜南街101號金德行15樓B室 
（旺角鐵路站B2出口對面） 

*目優廊保留對所有優惠之最終決定權。 



功課輔導課程 

複習校內已授
之課堂知識及
安排額外溫習

工作紙 

預習默書、
評估 

指導完成家
課，解答疑
難及改正。 

備註： 
* 為使學員有更寬闊環境學習，本中心將實施每小時人數限制，請家長準時接送子女，避免子女滯
留於中心內，未能騰出座位予下一位學員。 
*功課輔導課程於每月1日收取學費，逾時繳交請預早知會，否則學位將由後補學員補上。  

專為許大同．林金殿．葵盛區小學而設的功課班 

葵涌葵興路100號葵涌中心商場一樓B20舖 (葵興鐵路站旁)   
9666 4768｜電話：3611 6033 

2017-2018功課輔導課程 補習時間 

年級 每星期5天 

3:00-7:30pm 
(自選2小時) 

小一至小二 $1400 

小三至小四 $1500 

小五至小六 $1700 

課程收費 

以校內課本及作業為本， 
循環溫習及練習， 
務求學員有深刻記憶 

 
由功課以至每日學習 
進度、默書、測驗及 
考試都作嚴謹監督  

 
備有不同程度學校試卷及工作紙， 
讓學員有更充分的準備，迎接考試 



葵涌葵興路100號葵涌中心商場一樓B20舖 (葵興鐵路站旁)   
9666 4768｜電話：3611 6033 

專為許大同．林金殿．葵盛區小學而設的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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