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日或半日制
暑期持續學習

興趣班及學術班兼備

以堂數報讀
(每堂1.5小時)

$900自選6堂
$1750自選12堂
$2600自選18堂
$3500自選24堂
$4250自選30堂
$5000自選36堂

揀選每堂日子及時間
拼選不同課堂 活動多元化

每科課堂上課日子時間如下
歡迎自由拼選(可組合不同課堂)

跆拳道 

一/二/三/四/五/六   3:00-4:30

桌遊Boardgame

一/二/三/四/五/六   3:00-4:30

英文應用會話及閱讀寫作訓練

一/二/三/四/五  10:30-12:00  

中文認字筆順及閱讀寫作訓練

一/二/三/四/五   4:30-6:00

                        STEM科學科技

一/二/三/四/五/六   9:00-10:30

一/二/三/四/五/六   1:30-3:00  

STEM科學科技

 

數理專科訓練                             

一/二/三/四/五/六   9:00-10:30

一/二/三/四/五/六   1:30-3:00  

數理專科訓練

                            美術手工藝

一/二/三/四/五/六   9:00-10:30

一/二/三/四/五/六   1:30-3:00  

一/二/三/四/五/六   3:00-4:30 

美術手工藝

 

課程適合
升K1-升P6

以全日/半日報讀
逢星期一至五

(全日9:00-6:00) 低至每日$275
(半日1:30-6:00) 低至每日$230
歡迎個別致電或Whatsapp查詢

5442 7764
Tika

Tika Time Happy Time

Tika 一站式兒童學習中心

元朗興隆中心1樓35號舖及40號舖
(元朗壽富街29號)

二人同報
 一人半價 三人同報

 一人免費 小班教學
歡迎包班

SUMMER
COURSECOURSECOURSE

如在時間上需要特別安排，歡迎致電或whatsapp本中心商討

於2019年6月23日或之前報讀，可享九折優惠
於2019年7月7日或之前報讀，可享九五折優惠

15thJuly - 31stAugust
課程適合
升K1-升P6



5442 7764

適合K1-P6學生

Scratch
程式語言

mBot
機械人

+

Tika
Tika Time Happy Time

Tika 一站式兒童學習中心

元朗興隆中心1樓35號舖及40號舖
(元朗壽富街29號)

暑期上課時間彈性靈活，星期一至日，上午9時至晚上8時
請先自由選擇上課日子及時間，並待本中心確認安排和落實

初學者必修入門課程
mbot 機械人編程

全期8堂(每堂1.5 小時) 送mbot 機械人一套

二人同報
 一人半價

三人同報
 一人免費小班教學

歡迎包班

全期 $2800

於2019年6月23日或之前報讀，可享九折優惠
於2019年7月7日或之前報讀，可享九五折優惠



全數學費

拔尖補底 ・ 善用暑假 ・ 最佳準備

報讀方法及須知
・ 報讀暑期特別班後即可將學費回贈於功課輔導班
・ 回贈之學費必需用於繳付功課輔導班學費

・ 每次使用的回贈學費金額不得超過報讀課程的四份之一
・ 回贈學費不設期限 不限次數

Tika
Tika Time Happy Time

每班名額有限
把握機會  報名從速小班教學

       54427764

元朗興隆中心1樓35號舖及40號舖     

Tika 一站式兒童學習中心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tika.edu.hk

暑期特別班

適合新學年需要報讀功課輔導班的小學學生
善用暑假 溫故知新 新學年課程

零學費溫習班
小一預備班 拔尖補底班升P1 升P2-P6

可用作
扣減新學年功課輔導班學費

於星期一至五︐由下午3:00至8:30時段內自選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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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一至小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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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學年課程 ・ 小班教學 ・ 歡迎預先留位



全數學費
可用作

扣減新學年功課輔導班學費

小一預備班
適合年級︓升小一學生
內容︓模擬小學課堂編排及上課模式
目的︓讓學生預備小一及預習小一全科學習內容

此課程全數學費回贈可用於功課輔導班

＄2800 / 10 天
每天 2 小時

拔尖補底班
適合年級︓升小二至小六學生
內容︓重溫所有學科內容及預習新學年內容
目的︓幫助學生溫故知新︐預早準備新學年課程

此課程全數學費回贈可用於功課輔導班

＄2800 / 10 天
每天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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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格

學生姓名︓
出生日期︓                                               

就讀學校(2019-2020學年)︓

家長姓名︓                                                    

聯絡電話︓

就讀年級(2019-2020學年)︓

15/7(一)至26/7(五)  時段A 10:00-12:00 
15/7(一)至26/7(五)  時段B 2:00-4:00 
15/7(一)至26/7(五)  時段C 4:00-6:00 
29/7(一)至9/8(五)  時段A 10:00-12:00     
29/7(一)至9/8(五)  時段B 2:00-4:00  
29/7(一)至9/8(五)  時段C 4:00-6:00      
12/8(一)至23/8(五)  時段A 10:00-12:00    
12/8(一)至23/8(五)  時段B 2:00-4:00    
12/8(一)至23/8(五)  時段C 4:00-6:00        

每班名額有限
報名從速

暑期特別班(暑期預習新學年課程） 暑期特別班(暑期預習新學年課程）

升P1 升P2-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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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報讀暑期特別班後即可將學費回贈於功課輔導班
・ 回贈之學費必需用於繳付功課輔導班學費

・ 每次使用的回贈學費金額不得超過報讀課程的四份之一
・ 回贈學費不設期限 不限次數

暑期特別班學費回贈使用示範
第一步︓報讀暑期特別班
張同學報讀暑期特別班

【選擇15/7(一)至26/7(五)時段A】
繳付學費︓$2800

第二步︓報讀功課輔導班並第一次使用回贈額
張同學報讀2019年9月份功課輔導班

【每週5日 每日2小時】(學費詳見於本頁最下表)

  由於當中需繳付的學費四份之一可使用回贈學費扣減
所以只需繳付該學費的四份之三

・ 原本9月份功課輔導班應付學費︓$1800
・ 張同學只需付︓$1800的四份之三即$1350
・ 本次使用的回贈額︓$1800的四份之一即$450

・ 張同學之後尚可使用的回贈額︓$2800-$450＝$2350
第三步︓報讀功課輔導班並第二次使用回贈額

張同學報讀2019年10月份功課輔導班
【每週5日 每日3小時】(學費詳見於本頁最下表)

  由於當中需繳付的學費四份之一可使用回贈學費扣減
所以只需繳付該學費的四份之三

・ 原本10月份功課輔導班應付學費︓$2100
・ 張同學只需付︓$2100的四份之三即$1575
・ 本次使用的回贈額︓$2100的四份之一即$525

・ 張同學之後尚可使用的回贈額︓$2350-$525＝$1825
如此類推︐直至$2800回贈額全數被用完︕

(即暑期特別班全數學費$2800均可被回贈使用的︕)

例子一︓用於報讀功課輔導班月費的回贈示範
第一步︓報讀暑期特別班
曾同學報讀暑期特別班

【選擇29/7(一)至9/8(五)時段C】
繳付學費︓$2800

第二步︓報讀功課輔導班並第一次使用回贈額
曾同學報讀2019年9月份功課輔導班

【共6日】(學費詳見於本頁最下表)

  由於當中需繳付的學費四份之一可使用回贈學費扣減
所以只需繳付該學費的四份之三

・ 原本9月份功課輔導班應付學費︓$150x6=$900
・ 曾同學只需付︓$900的四份之三即$675
・ 本次使用的回贈額︓$900的四份之一即$225

・ 曾同學之後尚可使用的回贈額︓$2800-$225＝$2575
第三步︓報讀功課輔導班並第二次使用回贈額

曾同學報讀2019年10月份功課輔導班
【共4日】(學費詳見於本頁最下表)

  由於當中需繳付的學費四份之一可使用回贈學費扣減
所以只需繳付該學費的四份之三

・ 原本10月份功課輔導班應付學費︓$150x4=$600
・ 曾同學只需付︓$600的四份之三即$450
・ 本次使用的回贈額︓$600的四份之一即$150

・ 曾同學之後尚可使用的回贈額︓$2575-$150＝$2425
如此類推︐直至$2800回贈額全數被用完︕

(即暑期特別班全數學費$2800均可被回贈使用的︕)

例子二︓用於報讀功課輔導班日費的回贈示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