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ika
Tika Time Happy Time Tika一站式兒童學習中心

2019新學年課程
現正招生

適合6個月至12歲小朋友

遊戲學習班 

STEM邏輯班

音樂啟蒙班

幼兒學前班

英語拼音班

功課輔導班

數理及奧數

元朗興隆中心1樓35號舖及40號舖     54427764

Tika原創
遊戲學習教具

限
時
優
惠
價

2019年 8 月 11 日或之前繳付任何課程(暑期課程除外)學費
最高可獲總值HK$800優惠

54427764

課程主任：徐小姐      54427764

郵寄地址：新界元朗壽富街29號興隆中心1樓35號舖

如欲索取課程報價，歡迎聯絡本中心課程主任。

www.tika.center 54427764
customer.service@tika.center

Shop 35, 1/F, Prosper Centre, No. 29 Sau Fu Street
Yuen Long, New Territories

專業評估
Assessment

教學課堂
Training and 

Tutorial

心理輔導
Counselling

專家指導
Professional

Advisor

個人化學習計劃
家長指導服務 希望子女愉快學習＋學有所成？

把握子女每一個成長階段，尋求最適當的學習方案！

本計劃適合任何年齡小朋友

專業團隊帶給您子女持續性的全方位教育計劃！

到校課程/*到址教學課堂
本中心提供之到校課程或到址教學課堂，課程內容可由校方提供
或由本中心設定。校方只需要提供簡單資料及要求，我們便能為

校方度身訂造教案及教材。

*到址教學課堂：任何團體/家長群可自組班，並自行安排課堂場地，報名本中心的到址教學服務。

校方
課程大綱

導師製作
教材及教案

課堂中提供
高質素服務



上午兩小時班 9:00am - 11:00am
中午兩小時班 11:00am - 1:00pm
下午兩小時班 1:00pm - 3:00pm

逢星期一至五 每天兩小時
以月費報讀方式

以小時費報讀方式
報讀8小時    $560
報讀16小時   $1000
報讀40小時  $2000

名額有限
報名從速

每月$1600

我最喜歡這裡以小班教學形式上課。
我報讀的課堂時間雖然只有五位同學，
但中心也安排了兩至三位導師在場。
開初幾堂課時，我的小朋友尚未熟習
獨立上課，所以開課十分鐘內也會大哭。
幸好有在場導師馬上個別安撫她，成功
用有趣活動及教具將她吸引，融入課堂。

小朋友自22個月起
在這裡上獨立班，
自從上課之後，小朋
友開始懂得愈來愈
多說話。回到家也不
斷重覆於課堂中學
到的中英字詞，現在
還會說簡單句子。

家長心聲

九月開班
現正招生

現有班別
歡迎查詢入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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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以小班教學形式進行︐導師可更有效重點
跟進每位學生的學習進度及個性特質︒學前獨立學習課堂

適合18個月至入讀K1前幼兒

小班教學  重點培訓學生六大範疇

體能健康

藝術文化群體社交

早期數學語文溝通

科學探索 課程特別採用
Child Led Learning 

學生主導學習

課程特色
提升幼兒的認知能力
增強自理及表達能力

學習社交技巧和禮儀

採用 Child Led Learning 學生主導學習的教學方式
度身訂造課堂內容，因材施教

模擬幼稚園
上課流程

幫助幼兒預早適應
幼稚園校園生活

送
小班教學

專注每位學生學習進度

   (送可愛老虎造型背包一個) 只適用於月費報讀方式的新生



恆常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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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課堂
編程基礎及邏輯思維建構 / Scratch電腦編程 / mbot機械人電腦編程

每堂 1.5 小時課堂

每堂 1 小時課堂

每堂 1.5 小時課堂

英語手工藝及英語應用

英文創意寫作

試堂優惠
$200/試4堂

每堂 1 小時課堂

試堂優惠
$200/試2堂

每堂 1.5 小時課堂

Engineering
Technology

Mathematics

Science    STEM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即科學、科技、工程、數學的整合教育

對科學世界和電腦世界的進一步認知

發掘學生對科技發展的興趣

訓練多角度思維

在課堂上導師會提出不同的主題，鼓勵學生討論並表達
自己的想法。讓學生於過程中，學習新生字及短語。

導師更會於課堂上教導學生完成相關主題的手工藝作品
，使學生更感興趣，及加強記憶。

*每堂課堂已包材料費

本課程富有趣味性及多元化的寫作題目，通過討論、思維
構圖及詞彙學習，引導學生思考的連貫性，改善學生寫作
技巧，糾正學生以中文直譯作英文句子的通病。

導師更於課堂加入英語漫畫創作及英語歌詞創作環節，讓
學生加強記憶，及感受到學習英語的樂趣。

學術與遊戲互動興趣班
適合2歲至12歲小朋友

每堂 1 小時課堂

英語拼音phonics及會話

每堂 1 小時課堂

英語講故事及閱讀

每堂 1.5 小時課堂

                   

根據香港教育局課程發展的指引編定課堂內容︒

數理專科訓練
早期數學 / 奧數 / 恆常中文數 / 恆常英文數

    遊戲中學習：獨特遊戲學習環節，導師根據學習重點，設計出不同的數學遊戲。
    習題多樣化：運算、數理應用及邏輯思維題目兼備培養學生多角度思考。
度身訂造課程：根據學生需要，靈活調整學習課題。
        小班教學：師生比例最多1:3，緊貼學生進度。

閱讀圖書是提升語文能力的關鍵，透過學習詞彙、句子文
法、段落組織等，能夠增強學生的語感。

本課程主要透過英文圖書及繪本來誘發學生對英語的興趣。
透過閱讀、聆聽、提問、工作紙練習、互動遊戲等等，為英
文四大學習範疇「聽、說、讀、寫」打好基礎。課程特別選
用具啟發性的故事培養學生的良好品德。

本拼音課程讓學生有系統地學習英文字母的發音，幫助學生把
字母的發音拼出英文字讀音。只要掌握英語的拼音規律，以後
默書認字無難度！透過拆字訓練及拼音應用，可有效地提高學
生的串字能力及閱讀流暢性。

導師更會於課堂上透過日常生活情境的對話，培養學生對英語
的興趣，直接提升英語水平。

*首堂報讀〸二堂課堂或以上，可免費獲贈英語拼音phonics書一本



短期課程 三人同報
 一人免費

小班教學
歡迎包班

二人同報
 一人半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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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拼音phonics精選十堂
  （送英語拼音phonics書一本）

送

（送英語拼音phonics書一本）

  成語故事小戲骨
重新演繹成語故事︐學生需了解成語故事及自行編寫劇本

  中文筆順認字課
教導學生正確筆順及中文字型結構︐幫助學生認字及學習生詞

$200/每堂1小時

$200/每堂1小時

本拼音課程讓學生有系統地學習英文字母的發音︐幫助學生把
字母的發音拼出英文字讀音︒只要掌握英語的拼音規律︐以後
默書認字無難度︕透過拆字訓練及拼音應用︐可有效地提高學
生的串字能力及閱讀流暢性︒

十堂完成整本課本教材

五十堂完成全套拼音課程

＄2800
全期10堂

(每堂1.5小時) 

主題興趣活動及課堂
適合K1至P6學生

mbot機械人電腦編程基礎八堂
           （送mbot機械人套裝一套）

＄2800
全期8堂

(每堂1.5小時) （送mbot機械人套裝一套）

送

  趣味數學實踐課
以職業作為主題︐模擬於不同職業工作時所包含的數學應用題

  益智桌遊boardgame
透過桌遊︐讓學生學習與群體溝通及與人合作

$300/每堂1.5小時

$100/每堂1小時

本編程課堂讓學生理解電腦編程語言︐並
引導學生理解各種配件和感應器的用法︒
基礎八堂完成後︐學生可升讀進階課程︐
加入更多不同配件自創與別不同的機械人︒



$480/4堂 
（每堂1小時）

報8堂送2堂

4：00 - 5：00
5：00 - 6：00
6：00 - 7：00
7：00 - 8：00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中文專科班
英文專科班

適合小一至小六
中英數專科班

小一至小六

＄1400 ＄1600 ＄1800
＄1700 ＄1900 ＄2100

每日2小時
每日3小時

每週3日 每週4日 每週5日 或 ＄150/日
(每日2-3小時)

月費繳交
日費繳交

2019學年功課輔導班  現正招生 

 此課程名額有限，報名從速！如名額已滿，歡迎家長登記後補名單！
幼稚園K1至K3學生需個別安排時間及請查詢幼稚園月費收費表

  9：00 - 10：00
10：00 - 11：00
11：00 - 12：00
12：30 -   1：30
  1：30 -   2：30

星期六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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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課堂 就讀年級

*評估後
所得程度

(由中心職員填寫）

上課日子
上課時間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上課日子
上課時間

*為緊貼學生進度︐學生將於首堂專科班或之前進行一次免費評估︐分析學生程度

 此課程名額有限，報名從速！如名額已滿，歡迎家長登記後補名單！

數學專科班

於星期一至五︐由下午3:00至8:30時段內選擇時間

李宗德 光明英來 真光 鐘聲
南元朗 元朗官立 元朗商會 榮茵

潮陽 陳榮根 黃陳淑英 等等
（排名不分先後︐尚有多間學校未能盡錄）

       我們的學生就讀以下學校︓

   小組教學，緊貼學生進度
每位導師只教授2-6位學生

   耐心教導、有教無類
因材施教，每日跟進學生學習情況

   著重理解及應用訓練
善用活動學習法，默書考試成績大躍進

   預習＋練習＋重溫
加強學生學習主動性    配合小組專科班

針對性加強學科訓練

適合小一至小六及K1至K3
功課輔導班

 此課程名額有限，報名從速！如名額已滿，歡迎家長登記後補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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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會員推薦朋友報讀指定課堂
雙方均可獲得會員積分100分

會員積分獎賞換領表
500分       $300 學費減免優惠劵
500分       $200 教具優惠劵
500分       $100 現金獎賞

會員推薦
儲積分計劃

積分推薦計劃課堂名單
（不定期更新）

成為會員方法
方法一：報讀指定課堂免費成為永久會員（附送會員積分100分）

方法二：向中心職員申請成為會員（會員年費：HK$10）

限時
報讀優惠

$100
禮劵

Tika
Tika Time Happy Time

Tika禮劵可用於繳付課堂學費或購買教具︐不得兌換現金及不設找贖︒
多於一張Tika禮劵可同時以合拼價值方式使用︒Tika禮劵可與其他報讀
優惠一同使用︒Tika禮劵可供送禮︑自用或轉讓︒Tika禮劵不設有效期
限︐唯只限一次過使用︒如Tika禮劵有塗改或損壞︐即為無效︒

$100
禮劵

Tika
Tika Time Happy Time$100

禮劵
Tika

Tika Time Happy Time$100
禮劵

Tika
Tika Time Happy Time$100

禮劵
Tika

Tika Time Happy Time

HK$100 Tika禮券八張  總值HK$800

$100
禮劵

Tika
Tika Time Happy Time$100

禮劵
Tika

Tika Time Happy Time$100
禮劵

Tika
Tika Time Happy Time$100

禮劵
Tika

Tika Time Happy Time

購買Tika禮劵總額         Tika禮劵獎賞

HK$3000          HK$200

HK$5000          HK$400

HK$8000          HK$800

HK$100 Tika禮券兩張  總值HK$200

$100
禮劵

Tika
Tika Time Happy Time$100

禮劵
Tika

Tika Time Happy Time

HK$100 Tika禮券四張  總值HK$400

$100
禮劵

Tika
Tika Time Happy Time$100

禮劵
Tika

Tika Time Happy Time$100
禮劵

Tika
Tika Time Happy Time$100

禮劵
Tika

Tika Time Happy Time

＝

＝

＝

送

送

送

教具名稱︓彩色積木100粒

適合年齡︓2歲或以上

教具簡介︓
︒色彩吸引︐令小朋友對學習產生興趣
︒隨積木附送<<Tika顏色卡>>1套配合活動
︒產品採用優質木材及環保油漆製造

適合活動包括︓
︒練習抓握︑認識顏色︑比較多或少︑
    順數及倒數︑搭建積木︑記憶力訓練
    ︑數學運算︑空間想像訓練等等

教具名稱︓站立式學習卡袋

適合年齡︓2歲或以上

教具簡介︓
︒設計精美︐令小朋友對學習產生學習興趣
︒隨卡袋附送<<Tika學習字卡>>1套
︒Tika學習字卡︓共16張︐四季及十二個月份中英文
︒產品採用環保︑安全物料製造
︒自由組合運用︐可配合其他字卡學習

遊戲名稱︓10x10乘數表boardgame
                  【Tika原創boardgame】

適合年齡︓3歲或以上

遊戲簡介︓
︒從遊戲中快樂學習以溫習乘除數
︒訓練思考乘數表內的數字組合
︒有別於坊間的乘數表遊戲︐Tika採用了逆向思維的玩法
︒設計可愛精美︐帆布棋盤耐髒易清理︐不易破損
︒隨遊戲附送<<10x10乘數表卡牌>>兩套
︒適合3歲或以上人仕︐男女老少一同玩樂

(如學校訂購︐可自選帆布棋盤特大尺寸舖地面玩)

Tika
Tika Time Happy Time

Tika Store 
專賣兒童學習教材/教具

限
時
優
惠
價

歡迎致電或whatsapp查詢

＊歡迎預約安排學習需要評估，
針對個別學生需要，度身訂造教具。

限時優惠
HK$84

限時優惠
HK$126

限時優惠
HK$84 Tika遊戲學習教具產品

繳付HK$3000學費全單減 HK$200
繳付HK$5000學費全單減 HK$400
繳付HK$8000學費全單減 HK$800

禮劵
優惠

2019年 8 月 11 日或之前繳付任何課程(暑期課程除外)學費
最高可獲總值HK$800優惠

購買指定禮劵總額 即可獲免費禮劵 多買多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