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良局黃永樹教育服務中心主辦                20‐21 年度第(2)號通告 

播賢教育機構承辦 

2020-2021 年度英語課程 (上學期) 

 

家長可選擇提交本實體回條或掃描下方的 QR Code 以填寫 Google Forms 的形式

報名(任選其一)。 

*Google Forms 必須擁有 Google 帳戶才能填寫。 

 網上回條(Google Forms)網址：https://forms.gle/EiYbYXvPo3StDh9R9 

為提升 貴子弟的英語能力水平，「播賢教育機構」特於新學期舉辦「英語拼音班」、「文法

班」及「劍橋英語班」。播賢創辦於二零零五年，一直致力於教育界，為本港之教育機構、NGO、中

小學及幼稚園提供到校課程服務，至今透過我們安排直接及間接服務過超過 560 間中小幼學校，近

年更將服務推廣至家庭服務。此次舉辦各類英語課程，皆由本地專科英語導師任教，透過有趣的活

動及練習，提升學生的對英語的知識及興趣。 

 

現時疫情仍然反覆，為了確保學生能夠有穩定的學習機會，本中心將以靈活彈性的方式，除以

「面授課堂」形式提供課程，亦因應疫情和教育局的最新指引，適時採用「網上教學」。 

 

網上教學的授課軟件程式為*Google Meet（學生登入戶口資料將額外派發）。每堂會由導師開

啟視像會議軟件，並邀請同學加入。 
 

課程詳情： 

課程及內容簡介 對象 上課時間 收費 

英語文法班 

教授小學英語實用之英語文法，有助學生鞏固英語

能力及銜接常規英文堂的課程內容。 

導師通過不同類型的課堂活動，扣連講授課的內

容，讓學生有系統地循序漸進學習。 

P.1 - P.6 

(按年級分班) 

上午 9:30-10:30 $1,080 

(12 堂) 

英語拼音班 

課程以教授小學常用之英語拼音技巧，有助提升英

語聽說能力，輕易拼讀出未學習過的生字。 

本課程並非教授國際音標。 

教導小朋友如何掌握發音規律，以第一階段學習每

一個英文字母的發音(例如啞音、響音、長音、短

音等) 起步，然後再學習音節，再從往後的的階段

學習長元音、尾字的讀音等等。 

導師亦會因應學生學習之進度而設計不同的英語短

句及文章，讓學生接觸更多詞彙，為學生日後英語

學習奠定良好基礎。 

P.1 - P.6 

 (按年級分班) 

上午 10:45-11:45 $1,080 

(12 堂) 

劍橋英語班 

教授英國文化協會的劍橋英語基礎考試內容，報讀

完課程後，可參加「劍橋英語試」(需自行報名)，

考試由劍橋大學外語考試(Cambridge ESOL)主辦，

每位考生均獲發國際認可的證書，成績廣獲全球不

同院校承認，認受性毋庸置疑。 

P.1-P.2 

(Starters) 

P.3 – P.4 

(Movers) 

P.5 – P. 6 

(Flyers) 

中午 12:00-下午 1:00 $1,080 

(12 堂) 

逢星期六上課 (共 12 堂) 

2020 年    3/10、10/10、17/10、24/10、 31/10、21/11、28/11、5/12、12/12、19/12 

2021 年    9/1、16/1 

(下學期將會繼續舉辦，確實日期待定) 



                                 保良局黃永樹教育服務中心主辦                20‐21 年度第(2)號通告 

播賢教育機構承辦 

2020-2021 年度英語課程 (上學期) 
 

報名辦法： 1. 

. 

2 

 

請填妥參加表格，連同學費（只接受劃線支票或銀行入數紙正本），交予本中心一樓校
務處；或 

請填妥 Google Form 後，請於 3天內把學費（只接受劃線支票或銀行入數紙正本）， 
交予本中心一樓校務處。(本中心不接受現金繳付) 

 【支票抬頭：保良局黃永樹教育服務中心】 

【支票背面：學生姓名、報讀科目、開班日期及聯絡電話】 

 如以銀行入數繳付，請按下列方法繳交： 

請將報名學費直接存入以下銀行戶口 

銀行：香港上海匯豐銀行有限公司 

戶口名稱：保良局黃永樹教育服務中心 

戶口號碼：502-155-690-001 

 寫上【學生姓名】、【報讀科目】及【聯絡電話】，連同「報名表格」一併交回校
務處辦理 

** 家長須知：如報讀多過一個科目，請將款項分開存入以上戶口，並於「存款收據」
正面。 

截止報名日期：2020 年 9 月 25 日(星期五)  

報名及查詢時間為星期一至五：上午 9:15~下午 5:45 

星期六：上午 9:15~下午 2:45 

如有查詢，請於辦工時間內致電本中心(電話：2177 0025)與嚴書記聯絡 

 

備註： 1. 如報讀人數太多，本中心將會以先報名先得為原則。 

 2. 本中心將於開班前三天通知家長有關上課事宜，如未能開班，本中心將會退回學費。 

 3. 若學生人數不足或其他特殊原因，本中心有權取消該項課程，受影響之同學將獲全數退
款。 

 4. 繳費後，如有退學或中途退學者，恕不退回全部或部份學費。 

 
5. 

 

6. 

 

 

  

學生如因違規獲兩次書面警告通知，本中心將取消該生於本中心的上課資格，上課資格
一經取消，恕不退回全部或部份學費。 

有關特殊天氣情況安排： 

A. 如當天因天氣惡劣，天文台在上午六時十五分已發出「紅色/黑色暴雨警告信
號」、「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或教育局宣佈學校(小學)停課，是日在上午八時
正至下午一時正以前舉行的興趣班將會取消。至於補堂日期將會稍後通知。 

B. 如天文台在上午十一時正仍發出「紅色/黑色暴雨警告信號」、「八號或以上颱風
信號」或教育局宣佈學校停課，是日下午一時或以後舉行的興趣班將會繼續取
消。至於補堂日期將會稍後通知。 

C. 倘若天文台在上午十一時正或前改發出「黃色暴雨警告信號」、「三號或以下颱
風信號」，是日下午的興趣班將會照常上課。 

D. 如教育局宣佈停課，本中心會安排補堂或退款 
 

 

保良局黃永樹教育服務中心校長 陳瑞良 謹啟 

 
二零二零年九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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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賢教育機構承辦 

2020-2021 年度英語課程 (上學期) 

報名回條 

 

備註：只需要提交書面回條或網上申請表(Google Forms)(任選其一) 

本人同意敝子弟參加貴中心舉辦之興趣班，並在□加上✓ ： 

 

□ 英語文法班 (學費$1,080,共 12 堂) 

日期 級別 上課時間 

3/10/2020 - 16/1/2021 (逢星期六) P.1 – P.6 上午 9:30-10:30 

 

□ 英語拼音班 (學費$1,080,共 12 堂) 

日期 級別 上課時間 

3/10/2020 - 16/1/2021 (逢星期六) P.1 – P.6 上午 10:45-11:45 

 

□ 劍橋英語班 (學費$1,080，共 12 堂) 

日期 級別 上課時間 

□ A 組 Starters  

3/10/2020 - 16/1/2021 (逢星期六) 
P.1 – P.2 

中午 12:00-下午 1:00 
□ B 組 Movers   

3/10/2020 - 16/1/2021 (逢星期六) 
P.3 – P.4 

□ C 組 Flyers    

3/10/2020 - 16/1/2021 (逢星期六) 
P.5 – P.6 

  

學生姓名： (中文)   (英文)  

年    齡：  性    別：  □男          □女 

班    別：  放學安排： □自行放學    □家長接送 

就讀學校：  (非本校學生填寫) 

聯絡電話： (1) 聯絡人姓名： 

 (2) 聯絡人姓名： 

家長姓名：  家長簽署：  日期：  

 

保良局黃永樹教育服務中心紀錄 (內部用) 

支票號碼：  銀行：  備  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