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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目錄

A. 早鳥折扣
8月30日前報讀
學費可享九折          

＊＊ABC可重疊享用，但不適用於體育課程

B. 勤鳥優惠
本學年首次同時報讀2個課程：全數9折
本學年首次同時報讀3個課程：全數85折

C. 老鳥福利：
學員每介紹一名新學員報讀，
再享$100學費減免！
無限介紹無限賞！

課程設計總監介紹........................................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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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班..................................................... p.11

各式興趣班............................................... p.12-13

日語及韓語班.................................................. p.14

游泳班..................................................... p.15

學生成就.................................................. p.16



課程設計總監
我們喜歡和學生一起笑着上課，不
代表不認真；學生可以和我們笑足
一整堂，不代表可放肆；學習，應
該愉快，應該輕鬆，但必須專注。

「

「

P.3

菁英導師

曾於荃灣區Band1中學任教四年，於2012年

創立笑一堂菁莪中心，為全港多間中小學、幼

稚園、補習社、學習中心及青少年機構提供各

式課程及教學，以詼諧有趣的教學模式觸發學

生學習動機而聞名，深受老師及學生歡迎。

小說作家

第九屆香港文學節徵文比賽 全港三甲

教育局註冊中文教師
教員註冊編號：R268138

Ms Ashley Tse
中、英文及視藝樣樣皆精，自笑一堂菁

莪中心未進駐海濱花園前已和周sir合力

周遊各校執教。Ms Ashley多年來因熱心

教學及用心與學生溝通，深受家長及小

朋友歡迎，近年更成為本中心最高人氣

的私補導師。

周駿逸 老師

Ms KKFai Sir

Isaac Sir Ms Alice

Ms Elsa Ms Natalie



中小學功課研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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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螢映雪時段 (18:30後開始) 

價錢為牛角掛書時段之八五折，時間將縮短半小時。

一星期3天 一星期4天 一星期5天

2小時

$1300

$1400

$1500

$1600

$1700

$1800

小一至小二

小三至小四

小五至小六

中一

中二

中三

$1500

$1600

$1700

$1800

$1900

$2000

2.5小時 2小時

$1550

$1650

$1750

$1850

$1950

$2050

$1700

$1800

$1900

$2000

$2100

$2200

2.5小時

$1850

$1950

$2050

$2150

$2250

$2350

2.5小時

$1700

$1800

$1900

$2000

$2100

$2200

2小時

牛角掛書時段 (15:00 – 18:00開始) 

指導及核對功課

預習各科學習內容、默書及測考

提供課外習作以溫故知新

補習手冊每日交代學員進度 益智桌遊及課外圖書

接校車及石鐘山首輪放學

提供蒸餾水及專用洗手間

電話及Whatsapp緊密溝通

*如有個別日數及時數需求，可與本中心聯絡，另作安排。

小五呂同學(五年級) 
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

中文科Ｂ→Ａ 
全班第３名及獲頒學業獎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

全級第7名
中英數常平均94.5分

小一林同學(一年級)



小學各級操卷班（中英數常）
及升小五及升六呈分試班（中英數）

題目專業

坊間不少補充練習，編訂者雖精
於語文及數理，卻不熟悉教育課
程系統，由專業教師所擬卷目，

更能針對學生的學習需要。

六大報讀原因

針對測考

專精鍛煉學生應試技巧，將
已有知識密集式運用，自能
事半功倍，提升做卷速度。

調整心態詳盡解答
多做多寫，將測考模式習以
為常，有助真正應考時以平
常心面對，減少壓力。

操卷前後均詳細講解，
以免學生因未學到所測
考部分而未能完成，避

免絕不為操而操！

進度報告 藏卷豐富
由各小學舊試卷組成之試題庫，
中英數常等試卷多逾千份。不怕
沒卷做，只怕做不完。

導師每堂撰寫操卷表現，方便家
長檢視子女進度，同時有助學生

自行檢討複習。

45分鐘作答

35分鐘
詳解考試技巧

及改正錯處

首10分鐘精講
該份卷目所需知識

90分鐘一節

超級優惠價：
小一至小六操卷班：$1800 / 12堂！
小五小六呈分試班：$1800 / 12堂！

P.5



中小學各科專科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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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數專科班

（每堂1小時）

小學 $680 四堂／$1920 十二堂

中學  $750 四堂／$2080 十二堂

人氣中學文言文班

初中  $880      四堂

  $2400 十二堂

另加筆記費$100

中學科學專科班

每堂1小時

初中 $780 四堂／$2160 十二堂

高中 $880 四堂／$2460 十二堂



一對一／一對二私人補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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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學生的日校課程及考試

內容，重點指導，時數及要

求可向本中心導師查詢。

一對二

小學生：每小時$200

中一二：每小時$250

中三四：每小時$300

中五六：每小時$350

小學生：每小時$250

中一二：每小時$300

中三四：每小時$350

中五六：每小時$400

一對一

小一許同學 (一年級)
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
英文科全級第１名
中文科全級第2名



－  Pre Starters
－  Starters
－  Movers
－  Flyers
－  KET
－  PET

劍橋英語證書課程

Firstwords  －
Springboard  －
Quickmarch  －

Breakthrough  －

PTE英語證書課程

全球最具公信力之國際兒童英語能力認證，培養學生英

語能力及會話信心，所考證書亦對升小及升中大有幫助

。導師不但教學經驗豐富，更會提供溫習筆記、進度評

估及模擬考，並免費代辦報考手續，一條龍服務！

$2160 12堂 每堂1小時
另加書費 ＄300

彭同學

劍橋課程考試Starters, Movers, 
Flyers級別全獲滿分「15盾」成績卓越！

及

P.8

*如對以上課程有疑問，或有個別日數及時數需求，可與本中心聯絡，另作安排。



升學面試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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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苦讀數百小時、經年花費過萬補習費用才考得的好成績，

卻可能在短短數分鐘內，因一些不經意的面試陋習大打折扣。

導師周sir於荃灣區第一組別學校任教多年，多次擔任擬定扣門

試試題及招生之崗位，所見報名履歷逾千，如何能於面試中、

甚至呈上報名表時令學校老師眼前一亮，留下深刻印象？

$1950 

12小時

*如有個別日數及時數需求，可與本中心聯絡，另作安排。



陳同學
口才訓練班畢業生

DSE中文說話5**學生

「周sir能言善辯，無論任何題目都
能夠細緻分析。教學時，他會道出
有何發揮之處，同時應如何撥亂反
正。他的意見詳細，學生得著極大
。在周sir細心教導下，公開考試題
目駕輕就熟。」

中文及英文會話特訓班

P.10

霍同學
第五屆荃灣及葵青區優秀學生會  

聯校口試練習籌委

「日笑（周老師）於練習後不但會為
同學詳細解題，更會為參與練習的學
生逐一點評其優劣；最後更會提供一
般考生較難想到的思考角度，用作刺
激學生思維之用；倘若學生提出疑問
，亦會深入討論，從不馬虎。」

余老師
荃灣區某第一組別中學
中文科科主任

周老師在校服務4年，熱愛教育、師生關係融洽。他主動協
助學生練習口語，應付文憑試， 並提供適切回饋；授課講
學亦靈活生動，能因應不同學生需要調節教學方法，提升
學生專注力。周老師乃有心、有魄力之老師，值得讚許。

好
評

如
潮

初中中文　$680六堂, $1200十二堂

高中中文　$880六堂, $1480十二堂 

初中英文　$680六堂, $1200十二堂



每堂解剖析文章結構及寫作技巧，開
導學生寫作各類文體。另附各類型考
試常見之實用文筆記，每次試前必定
重溫的實用秘笈。

閱讀及寫作並重，提供各級作文常用
詞彙、時式及句式參考，以免學生作
文時無從入手，令他們更敢於下筆。

中文寫作班 英文寫作班

$1800 12堂

好雙語優惠：$3200/24小時

P.11

每份作文均由專業導師批改，以詳盡批

文幫助學生檢討所學，增進學習效益！

中文及英文寫作班

小六李同學(六年級)
荃灣天主教小學
中文科Ｂ→Ａ



輕黏土

油畫班

P.12

各式興趣班

跳舞班

話劇 填詞

短片製作

司儀
小食製作

面試

十字綉班

朗誦 口才

親子同樂

魔術



動漫人物畫班

節日繪畫班

B課程$500四小時，$1400十二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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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式興趣班

應節興趣班

如冰皮月餅製作、利是封燈籠、母親節活動機關卡
、復活蛋座枱燈製作班等。

****定價按每次內容而定



日語及韓語班

小學生: $2400� 二十四小時
中學生: $2800� 二十四小時
成人: $3200�    二十四小時

由零開始，教授日語及韓語的基本讀寫和生活常用

語，在旅遊時購物、點菜、問路等更容易溝通；欣

賞電影、劇集和動畫時，也更融入原音氛圍之中。

日本語初心者課程
にほんごしょしんしゃコー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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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語初級課程
한국어초급과정



香港啟聯跆拳道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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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場教練 ： 何泳宜 教練 、
          劉家巧 助教

本課程有升級試及獲得參加

康文署舉辦的各項跆拳道全

港公開比賽資格，表現優良

的學員亦有機會經本會參加

運動員選才計劃，代表香港

參加世界賽事。

**道袍及訓練靶需要自行向教練購買**

可以安排1次試堂, 大約3個月會安排考試

課程簡介
1. 教授跆拳道套拳、自由搏擊丶擊碎動作

2. 適當體能及搏擊相關技術訓練，強身健體

3. 學習團體合作精神及自律

4. 提升個人自信心及溝通技巧

收費詳細(建議每班人數：4人以上)

對象:兒童(6歲至14歲) 
時間：1小時 (7:00-8:00)
$500/4堂

對象:青少年及成人

時間：2小時 (8:30-10:30)

$800/月 或 600/4堂

2018年度任教學生成績

大專院校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個人品勢 冠軍

全港品勢及花式碎板邀請賽 個人品勢 冠軍

Samsung第61屆體育節
跆拳道男子比賽

男子組A組 冠軍

雙人力量碎板      冠軍

雙人花式碎板      亞軍

個人力量碎板      優異

個人花式碎板      亞軍

強身自保，全民集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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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一堂菁莪中心
LEGENDSMILES

教學中心地址：荃灣怡康街109A一樓
（海濱花園第4座地面毗鄰）

2970 0002

許同學 (一年級) 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
全級第1名 中英數常平均98分

陳同學 (一年級) 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
全級名次躍進24名  常識科躍進70分→100分

鄭同學 (六年級) 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
全級名次躍進30名 英文科成績Ｂ→Ａ

蔡同學 (一年級) 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
全級名次躍進22名 常識科躍進30分

冼同學 (四年級) 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
中文科全級名次躍進39名

曾同學 (二年級) 香港培道小學
中英數常平均92.5分

郭同學 (一年級) 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
中文科躍進25分  常識科躍進28分

鄭同學 (六年級) 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
3次呈分試全科奪A 全級名次躍進20名

秦同學 (二年級) 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
平均分躍進8分 全級名次躍進11名

曾同學 (五年級) 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
中文科Ｂ→Ａ

9722 1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