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味英文寫作坊(全英語教授)
升讀年級
小二至小三
小四至小五
小六至中二
中三至中四
中五至中六

時段

收費

(一)/(五)10:00-11:30 / (二)/(四)14:00-15:30

$1,490/6堂

(一)/(二)/(五) 11:30-13:00 / (五)14:30-16:00

$1,490/6堂

(一)14:00-15:30 / (六)10:00-11:30
(三)&(五) 15:00-16:30
(二) & (四)15:30-17:00

$2,990/12堂

(一)/(三)/(四)/(五) 14:30-16:00

$1,650/6堂

(一)/(三)/(五)14:30-16:00 / (六) 11:30-13:00

$1,780/6堂
$3,350/12堂

(三)&(五) 14:00-15:30

中文專科強化班(可選用普通話授課)
升讀年級 > 每星期一堂
小一至小二
小三至小四
小五至小六
中一至中二
中三至中四
中五至中六

創意中文小作家(可選用普通話授課)
>每星期一堂, 共六堂, 每堂1.5小時
升讀年級
小一至小二
小三至小四
小五至小六

收費
$1,490/6堂
$1,490/6堂
$1,490/6堂

10:00-11:30 / 14:30-16:00
10:00-11:30 / 14:00-15:30
11:30-13:00 / 15:30-17:00

星期(一)/(三)/(五)/(六) *選一
11:00-12:30/12:30-14:00/
中一至
$1,650/6堂
15:30-17:00/16:30-18:00
中三
中四至中六 (一)(三)13:30-15:00/15:00-16:30 $1,780/6堂
>每星期兩堂, 共十二堂, 每堂1.5小時
小一至小二
小三至小四
小五至小六

(一)&(三) 9:30-11:00 / 14:00-15:30
(二)&(五)11:30-13:00

$2,850/12堂

(一)&(三)15:45-17:15 / 9:45-11:15 $2,890/12堂
(二)&(五)13:30-15:00 / 9:45-11:15

中一至中四
中五至中六

升讀年級
小一至小二

$3,190/12堂

中三至中四

(一) & (四) / (三) & (五)
13:30-15:00

$3,290/12堂

中五至中六

(一) & (四) / (三) & (五)
15:00-16:30 / 16:30-18:00

$3,350/12堂

每堂1.5hrs

$1,780/6堂

(一&三) 11:30-13:00 / (二&五) 14:30-16:00 /
(二&五) 13:00-14:30 / (三&五) 10:00-11:30

$2,790/12堂
$3,190/12堂

(三)&(六) 15:30-17:00 / 14:00-15:30
(一)&(四) / (三)&(五) 13:30-15:00

$3,350/12堂

> 每星期一堂

收費

(一)/(四)10:00-11:30 / (三)/(五)11:30-13:00
(一)(二)(三)14:00-15:30

小三至小四

$1,460/6堂

(一)/(五) 10:00-11:30 / 14:00-15:30 (六)16:30-18:00

每堂1.5hrs

小五至小六

(一) 11:30-13:00/ (二)/(五) 10:00-11:30
(二)/(四) 16:30-18:00

中一至中二

>每星期兩堂, 共十二堂, 每堂1.5小時
(二) & (五) 10:00-11:30

$1,650/6堂

(二)/(四) 11:30-13:00 / 14:00-15:30

中五至中六

中一至中二

每堂1.5hrs

英文專科強化班

中三至中四

文言文精讀班

(一) 至 (五) 13:30-15:00 / 15:00-16:30
(六)15:00-16:30 / (日) 9:30-11:00 / 11:00-12:30

$1,460/6堂

> 每星期兩堂(分級教學)

小一至小六

星期(二)/(三)/(四)/(五)*選一

(二)/(五) 12:30-14:00 / (三) 09:00-10:30
/ (一) 10:00-11:30/14:00-15:30
(二) 11:00-12:30 / (六)9:30-11:00
(二) 14:00-15:30 / (一)/(三) 11:15-12:45
(一)/(二) 11:30-13:00 /(六) 14:00-15:30
(二)/(五) 14:00-15:30 / (六) 15:00-16:30
/ (六) 9:30-11:00 / 11:15-12:45
(一)/(二)/(三)/(五)10:30-12:00 / 13:30-15:00
(三)16:30-18:00 / (六) 9:00-10:30
(三) 15:30-17:00 (一)/(二)/(六) 16:30-18:00 /
(日) 9:30-11:00 / 11:00-12:30 / 12:30-14:00

收費

(一)(三)(五)14:00-15:30 / (一)(三) 10:00-11:30 /
(六) 12:30-14:00 /14:00-15:30
(三)/(四)/(五)14:00-15:30 / 15:30-17:00 /
(六) 11:30-13:00
(一)/(三)/(四)/(五) 14:00-15:30 / 15:30-17:00

中一至中四

(一&三) 11:30-13:00
(二&四) 14:00-15:30
(一&五) 13:00-14:30

中五至中六

(三)&(五) 15:30-17:00/(一)&(五)14:00-15:30

升讀年級 > 每星期一堂
(一)11:30-13:00 / 14:00-15:30

小三至小四

(一)10:00-11:30 / (三)11:30-13:00

小五至小六
中一至中二
中三至中四
中五至中六

(一)15:45-17:15 / (四)15:00-16:30

$1,460/6堂
每堂1.5hrs

(二)11:30-13:00 / (四)15:30-17:00

$1,650/6堂

(二)13:00-14:30 / (二)/(五)17:00-18:30

每堂1.5hrs

(二)/(四) 11:00-12:30 / (三)/(五)16:30-18:00

$1,780/6堂

> 每星期兩堂(分級教學)
小一至小六
中一至中三

(一&三) 11:30-13:00 / (二&四) 14:30-16:00
/ (二&五) 13:00-14:30

中四至中六

(三)&(五)15:30-17:00/(二)&(四)11:00-12:30

$2,790/12堂
$3,190/12堂
$3,350/12堂

數學應用題大解構
升讀年級

星期(二)/(四)*選一

小四至
小六

14:30-16:00
16:15-17:45

收費
$1,580/6堂
(小組四至六人)

學林數學
升讀年級
小一至小三

$1,650/6堂

收費

小一至小二

K1-K3
小四至小六

星期(二)/(四)*選一
10:00-11:30
11:30-13:00
14:00-15:30

收費
$1,580/6堂
每堂1.5hrs

每堂1.5hrs

$1,780/6堂

> 每星期兩堂(分級教學)
小一至小六

數學專科強化班

$2,790/12堂
$3,190/12堂
$3,350/12堂

二人同行或同時報讀兩科
- 九五折
自行組班更可享有
- 八八折
如需要其它上課時段,請向職員查詢或調整
電郵：innovativectredu@gmail.com
網址：www.broadcentr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