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名⽅法
1) 親臨本校報名
辦公時間：
星期二至五 15:00-20:30
星期六
10:00-17:00
星期日及一 休息
暑假辦公時間 16/7 - 24/8
星期一至五 09:30-18:00
星期六及日 休息

2) 電話報名留位： 36924757 或 以 Whatsapp 訊息發送報名表至 5432 3201
職員會儘快聯絡家長確認學位
成功留位者，請於三個工作天內親身前往本中心繳交學費 或
入數至恒生銀行戶口 255-763492-001 ，入數後，請將下列資料︰
l 學生姓名
l 有效之銀行收據的完整圖像
以 Whatsapp 訊息發送⾄ 5432 3201
付款方式：現金／EPS／PayMe ／支票（抬頭：The Key Element Education Limited.）

注意：
1.

現正報讀本中⼼課程之學⽣，報名將獲優先處理。

2.

⼀經報名，除⾮有關課程取消，已繳學費不能轉讓或退還。

2

簡介
The Key Element Education 主力英文專科，我們並不是一間只作功課指導或一般練習操練的功
課輔導室。我們是一所【深造學堂】，帶領學生發展多元思維，鍛練英語技巧及引領學生啟動
不同範疇的鑰匙，正如學校的名字「The Key Element」，給你開啟成功的導航。
曾擔任考評局評卷員的資深英語老師
Ms. Bonnie 是這裏的靈魂人物，她親自為
每個級別設計課程內容，精心籌劃全面性
的英語課程，課程內容取材自社會及生活
題材，並不時更新，務求訓練思考敏銳、
觀察細膩、靈活變通的高質素學生。
短短數年，這套教學法培育了不少出類拔
萃的子弟，學生已由沙田區的 Band One
中小學，擴展到各區名校，如：喇沙小學
及中學、拔萃男書院、聖保羅書院、瑪利
諾修院學校及德望學校等。在全位方課程設計下，學生們在公開考試均名列前茅，成績斐然！
The Key Element Education 學生遍佈不同學校，包括:
瑪利諾修院學校

真光女書院

民生書院

德望學校

迦密中學

英華書院

九龍華仁書院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聖保羅男女中學

聖保羅書院

王肇枝中學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沙田官立中學

天主教郭得勝中學

聖保祿學校

沙田崇真中學

嘉諾撒聖家書院

香港培正中學

沙田蘇浙公學

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伊利沙伯中學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

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

協恩中學

聖母無玷聖心書院

循道中學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

沙田培英中學

何文田官立中學

聖母玫瑰書院

聖母玫瑰書院

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
…數目繁多，未能盡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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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in-One English
適合升⼩三⾄中⼆學⽣

英語進修綜合課程

The Key Element Education 籌劃的英語課程從小三開始進行，課程設計全面，且富趣味
性及啟發性，設計主題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課程運用多種形式，如對話、小組討論、
遊戲等以啟發學生思路，讓同學可以在充滿創意、互動的環境下全面鍛練聽、講、讀、
寫等四大核心技巧。
「專題式」學習的優點：

1.

激發主動探索和研究精神

2.

培養表達、溝通和分享技巧

3.

增進規劃、組織與實踐的能力

從生活掌握英語知識與運用 (Writing, Listening & Speaking)

課堂以「專題式」學習為主題，學生需要以獨立或小組形式，透過代入不同生活情境，
探討及解決問題，促進學生互動並靈活使用英語，提升自主學習能力之餘，培養他們的
批判思考能力。同時，「過程式寫作」(Process Writing) 能有效建立學生寫作的基本概
念，提升段落式寫作技巧和強化口語溝通能力。
訓練正確閱讀方法 (Reading & Grammar)

培養英文閱讀能力是訓練學生了解正確閱讀方法，掌握速讀及深讀技巧。課程中涉獵的
閱讀技巧有：尋找文章主要內容、瀏覽與尋找關鍵字、摘要和從文章內容猜測單字本意
等等，這是學習英語的重要一步。透過閱讀，可
以累積詞彙，增強寫作能力，更可以培養學生的
跨文化意識，有效體驗不同語言與文化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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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DSE 英⽂卷回顧：

「以往批改公開考試卷時， 見盡不少考生
都會背範文、使用罐頭句法及狂用深字，卻忽
略上文下理的連貫性，最終得不償失。
要考好 DSE 絕不是單靠一年半載的背誦便能
成事，學生除了要熟悉社會，亦要培養批判思
考，這些經驗要靠多年的基礎訓練累積。
語文科要考得好，學生不應以『食即食麵』的
心態上課。《葉問》我也看過三次，但只看功
夫電影而不努力練功， 是否代表我能一個打

」

十個呢？
資料來源： 蘋果日報

Ms. Bonnie Tang

資深英文科老師

Paper 2 Part A:
You are the chairperson of the Social Service Club in our school. The
school would like to develop closer links with the community. Write a letter
to your principal, Ms. Lee, proposing a new community project that the
school can carry out with a home for the elderly in your district .

Paper 2 Part B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Debating
As captain of the debate team you have been asked to write a debate speech.
The task is to argue that Watching TV Makes Us Smarter

Paper 2 Part B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Social Issues
You are working on a project entitled HK s NEETs . .. Write a report to explain why
the number of NEETs in HK is rising and suggest what can be done to help these
youths.

Paper 2 Part B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Workplace Communication
It has recently been claimed that in the workplace many HK fresh university
graduates are less hard-working and less willing to face challenges compared to
those in the past. Write a letter to the edit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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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S6 英語進修課程概覽
準備考試的訣竅

升 Grade 入大學

「努⼒學習是⼀件事，考試技巧則是策略與實戰」，兩者若可以相輔相
成，就能提⾼考試表現。The Key Element Education 從以下四個範疇，
重點式及全⾯訓練英語技巧，以提⾼考⽣考試準備效能。
課程以公開考試為主軸，全⾯針對⽂憑試英⽂科四⼤考核範疇⽽設計。透
過導師精⼼講授，學⽣能夠打好英⽂基礎；同時透過不斷累積的考試技
巧，使學⽣對各樣題型得⼼應⼿。
課程內容
閱讀 Reading
所有閱讀材料均經過嚴格挑選，教材緊貼公開考試模式。此外，為確保練
習的質素及教材的準確性，並能按學⽣的程度調整，教材均由任教導師親
⾃編撰，再根據嚴謹的課程計劃，按部就班教授各類公開試題型及應試技
巧。
寫作 Writing
緊貼公開考試趨勢，課程的寫作部份會以不同題材的時事議題為框架，教
授相關字詞、句式及表述技巧，並會以考核、寫作練習等⽅法有系統地幫
助學⽣鞏固所學、溫故知新。所有寫作練習均會由任教導師親⾃批改並給
予評語。
綜合能⼒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聆聽及綜合卷範圍廣、資料多、要求⾼，不論在過往的會考、⾼考或是現
在的⽂憑試考核中，均佔分最重，但在⼤部份中學裡卻訓練最少。為了提
升學⽣能⼒，課程會為學⽣提供密集練習，彌補⽇校的不⾜。⼗多年來累
積的經驗及學⽣的佳績，⾜⾒我們對考評局的評分要求和出題⽅向的透徹
理解，故能幫助學⽣掌握時間控制、答題策略等技巧，並強化思維分析能
⼒。
說話 Speaking
教授⼩組討論及個⼈演講技巧，例如反駁他⼈論點的實⽤技巧及輕鬆回應
「⼀分鐘」之⽅法。導師更會即場教授互動技巧並讓同學進⾏練習，從⽽
提升他們的⾃信⼼，讓⼤家在考官⾯前留下良好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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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Innovation 證書課程

7

革新的學習體驗 - STEM Innovation 證書課程
TKE 為同學創造革新性的學習體驗，提供一個引人入勝、親身動手實踐的學習環境，
使同學能夠開發他們所需的知識和技能。
²

重塑課堂經驗

我們在計算機科學和工程學方面讓同學參與手作活動、設計項目和解決問題；使他們
能夠解決現實世界的挑戰；激發他們思維，重新思考自己的潛能和價值。
²

這一代的新技能 - 編碼

我們的日常工作通常涉及科技和應用程式。問題是，我們如何確保同學們於這個數碼
時代充分利用最新科技知識。我們想讓同學們在年輕時便掌握技術創造能力，使他們
能夠建立邏輯性·和創造性思維——這是當今世界需求最大的兩項重要技能。
²

奠定成功的基礎

全球和本地挑戰正圍繞著我們。為了應對這些挑戰並向前邁進，我們需要有解決問題
的策略，以及批判性及創造性的思維，與他人進行交流和協作，並對理想持之以恆。

我們深信若同學們能掌握這些技能，對他們將來從事的職業或角色很有幫助。課程同
時強調同學們親身學習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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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報名留留位！請在適當⽅方格內加上「✓」號並填妥第 8、9 及 16 ⾴頁交回本校 或 以 Whatsapp 訊息
發送報名表⾄至 5432 3201

2018

暑期課程 適合升⼩三⾄⼩六
16/7 –24//8 （六星期）

英語進修課程
✧. 所有新生均須於入學前作程度評估。✧. 所有評估須預先查詢及預約。

[AIO] All-in-One English 英語進修綜合課程
共 12 節
＃

（每節 1 小時 15 分鐘）

+50GP

☐ 進階 (16/7-22/8) 逢星期一、三 10:00-11:15

☐ 高階 (16/7-22/8) 逢星期一、三 11:30-12:45

(課程編號:JPAIO-1310)

(課程編號:SPAIO-1310)

*適合小三至小四同學報讀

*適合小五至小六同學報讀
STEM Innovation 證書課程
＃

+20GP

Jr. Coding 5 days Boot Camp

Apps Inventor 5 days Boot Camp

電動動畫及遊戲設計證書課程 (共 10 小時)

手機流動應用程式設計證書課程

*適合小三至小四同學報讀

☐ A 班 (16/7-20/7) 逢星期一至五 11:15-13:15
(課程編號:JRC-71620)

☐ B 班 (23/7-27/7) 逢星期一至五 11:15-13:15
(課程編號:JRC-72327)

☐C班

(共 12.5 小時)

*適合小五以上同學報讀

(13/8-17/8) 逢星期一至五 11:15-13:15

(課程編號:JRC-81317)

☐ A 班 (16/7-20/7) 逢星期一至五 14:30-17:00
(課程編號:AI-71620)

☐B班

(23/7-27/7) 逢星期一至五 14:30-17:00

(課程編號:AI-72327)

☐C班

(13/8-17/8) 逢星期一至五 14:30-17:00

(課程編號:AI-81317)

Jr Inventing and Coding 5 days Boot Camp

Robocoding 5 days Boot Camp

創意科技發明證書課程

AI 智能機械編程及 3D 設計證書課程 (共 12.5 小時)

(共 10 小時)

*適合小三至小四同學報讀

☐ A 班 (30/7-3/8) 逢星期一至五 11:15-13:15
(課程編號:JRI-73003)

☐ B 班 (6/8-10/8) 逢星期一至五 11:15-13:15
(課程編號:JRI-80610)

☐C班

(20/8-24/8) 逢星期一至五 11:15-13:15

(課程編號:JRI-82024)

*適合小六以上同學報

☐A班

(30/7-3/8) 逢星期一至五 14:30-17:00

(課程編號:RC-73003)

☐ B班

(6/8-10/8) 逢星期一至五 14:30-17:00

(課程編號:RC-80610)

☐ C班

(20/8-24/8) 逢星期一至五 14:30-17:00

(課程編號:RC-82024)

Auto-Pilot 5 days Boot Camp
無人機編程證書課程

（共 10 小時）

*適合小六以上同學報讀

☐A班

(6/8-10/8) 逢星期一至五 14:15-16:15

(課程編號:PI-80610)

☐B班

(13/8-17/8) 逢星期一至五 14:15-16:15

(課程編號: PI-81317)

☐ C班

(20/8-24/8) 逢星期一至五 14:15-16:15

(課程編號: PI-82024)

＃ + GP 只適用於 11/5/2018 前報名的現有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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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三⾄⼩六 請在適當⽅方格內加上「✓」號
英語進修課程
☐ [AIO] All-in-One English 綜合課程 (共 15 小時)

$3000

STEM Innovation 證書課程
☐ Jr. Coding 5 days Boot Camp 電動動畫及遊戲設計證書課程

(共 10 小時) ＄2250 （$225/⼩時）

☐ ※ Jr Inventing and Coding 5 days Boot Camp 創意科技發明證書課程

(共 10 小時) ＄2250 （$225/⼩時）

☐ Apps Inventor 5 days Boot Camp 手機流動應用程式設計證書課程

(共 12.5 小時)＄2800 （$224/⼩時）

☐ ※ Robocoding 5 days Boot Camp AI 智能機械編程及 3D 設計證書課程

(共 12.5 小時)＄2800 （$224/⼩時）

☐ ※ Auto-Pilot 5 days Boot Camp 無人機編程證書課程

(共 10 小時) ＄3580 （$358/⼩時）

附送 DJI TELLO 無⼈航拍機

（不可兌換作現金或換成其他禮品；並不設退換。）

凡於 11/ 5/2018 前報名可享以下優惠：
☐ 報讀 1 個 STEM Innovation 證書課程（-$500）
☐ 報讀 2 個 STEM Innovation 證書課程（-$1000）
☐ 報讀 3 個 STEM Innovation 證書課程（-$1500）
※不適用於 3 週年勤學計劃
其他： 此項由本校職員填寫
☐ -$200 介紹⼀位新⽣報名＠ (+20GP)

☐ -$400 介紹⼆位或以上新⽣報名＠ (+50GP)

☐ -$200 TKE 現⾦券
☐ 其他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報名時須陪同/連同新⽣之報名表及學費⼀同交回。

付款⽅式 ：☐ 現⾦

☐ 銀⾏⼊數

☐ ¯留位費 ： ＄＿＿＿＿＿＿＿＿＿
留位費每個課程為$500，All-in-One English 綜合課
程為$1000, 餘額須於 16/6/2018 前付

☐ ⽀票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枱頭：The Key Element Education Limited ）

☐

全數付款： ＄＿＿＿＿＿＿＿＿＿

¯只適⽤於 11/5/2018 或之前報名

聲明

本⼈聲明本申請表之所載資料，依本⼈所知，均屬完整及正確。
本⼈已詳細閱讀、明⽩並同意「報讀須知」之全部內容。
本⼈同意如本⼈獲取⼊學，本⼈當遵守中⼼的⼀切上課指引及規則。
報名表所提交的個⼈資料，只供中⼼⽤作處理報名及學⽣事務等相關事宜。根據個⼈資料（私隱）條例，申
請⼈有權查詢及更改其個⼈資料。

個⼈資料使⽤守則：
The Key Element Education 遵守及執⾏《個⼈資料（私隱）條例》中所列載的規定，確保儲存的個⼈私隱及個⼈資料處理
得到充份保護，準確無誤，及有妥善的儲存⽅法。 收集資料⺫的及使⽤準則 1. The Key Element Education Ltd. 將依照
在收集資料時所說明之⺫的使⽤該等資料。 2. 向本校提供個⼈資料純屬⾃願，如閣下未能提供⾜夠個⼈資料，本校可能無
法有效處理您的申請或提供有關服務。 3. 本校可能使⽤閣下的個⼈資料 (包括你的姓名、電話、傳真、電郵、郵寄地址、
學校)，以便本中⼼⽇後與閣下通訊及向閣下提供服務、發出收據，及其他課堂服務事宜有關之⽤途。

家長簽署：＿＿＿＿＿＿＿＿＿＿＿

日期：＿＿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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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報名留留位！請在適當⽅方格內加上「✓」號並填妥第 10、11 及 16 ⾴頁交回本校 或 以 Whatsapp 訊
息發送報名表⾄至 5432 3201

2018

暑期課程 適合升中⼀⾄中⼆
16/7 – 3/8 暑假上旬 （三星期）

英語進修課程
[WLS]
Intensive Course on
Writing & Speaking
Skills
寫作及演說技巧

[RG]
Intensive Course on
Reading Skills &
Grammar
閱讀及文法

[AIO] =[WLS] + [RG]
All-in-One English
綜合課程

共6節
（每節 1.5 小時）

共6節
（每節 1.5 小時）

（每節 1.5 小時）
共 18 小時

＃

＃

＃

+20GP

+20GP

STEM Innovation 證書課程
＃

+20GP

+50GP

☐ A 班 (16/7-2/8)

☐ A 班 (16/7-2/8)

☐ A 班 (16/7-2/8)

Apps Inventor 5 days Boot Camp

逢星期一、四
10:00-11:30

逢星期一、四
11:30-13:00

逢星期一、四
10:00-13:00

手機流動應用程式設計證書課程
(共 12.5 小時)
☐ A 班 (16/7-20/7) 逢星期一至五 14:30-17:00

(課程編號:JWLS-714AM)

(課程編號:JRG-714AM)

(課程編號:JAIO-714AM)

(課程編號:AI-71620)

☐B班

(23/7-27/7) 逢星期一至五 14:30-17:00

(課程編號:AI-72327)

☐ B 班 (18/7-3/8)

☐ B 班 (18/7-3/8)

☐ B 班 (18/7-3/8)

逢星期三、五
10:00-11:30

逢星期三、五
11:30-13:00

逢星期三、五
10:00-13:00

Robocoding 5 days Boot Camp
AI 智能機械編程及 3D 設計證書課程 (共 12.5 小時)
☐A班

(30/7-3/8) 逢星期一至五 14:30-17:00

(課程編號:RC-73003)
(課程編號:JWLS-735AM)

(課程編號:JRG-735AM)

(課程編號:JAIO-735AM)

6/8 – 24/8 暑假下旬（三星期）
☐ C 班 (8/8-23/8)

☐ C 班 (8/8-23/8)

☐ C 班 (8/8-23/8)

逢星期三、四
14:15-15:45

逢星期三、四
15:45-17:15

逢星期三、四
14:15-17:15

(課程編號:JWLS-834PM)

(課程編號:JRG-834PM)

(課程編號:JAIO-834PM)

Robocoding 5 days Boot Camp
AI 智能機械編程及 3D 設計證書課程 (共 12.5 小時)
☐ B班

(6/8-10/8) 逢星期一至五 14:30-17:00

(課程編號:RC-80610)

☐ C班

(20/8-24/8) 逢星期一至五 14:30-17:00

(課程編號:RC-82024)

Apps Inventor 5 days Boot Camp
手機流動應用程式設計證書課程 （共 12.5 小時）
☐C班

(13/8-17/8) 逢星期一至五 14:30-17:00

(課程編號:AI-81317)

Auto-Pilot 5 days Boot Camp
無人機編程證書課程 （共 10 小時）
☐A班

(6/8-10/8) 逢星期一至五 14:15-16:15

(課程編號:PI-80610)

☐B班

(13/8-17/8) 逢星期一至五 14:15-16:15

(課程編號: PI-81317)

☐ C班

(20/8-24/8) 逢星期一至五 14:15-16:15

(課程編號: PI-82024)

＃ + GP 只適用於 11/5/2018 前報名的現有學生。

1. 假如同學將會於 7 ⽉月去旅⾏行行，可以選擇於暑假下旬上課，⼜又或者 8 ⽉月去旅⾏行行的同學，可以

報讀建議

選擇暑假上旬上課。2. 假如同學暑假不會去旅⾏行行，想善⽤用假期，那麼可以選擇於暑假上旬先
上英⽂文進修課程，⽽而暑假下旬報讀 STEM Innovation 證書課程。
11

升中⼀⾄中⼆ 請在適當⽅方格內加上「✓」號
英語進修課程

STEM Innovation 證書課程

☐ [WLS]
Intensive Course on Writing & Speaking Skills

☐ Apps Inventor 5 days Boot Camp
＄2800 （$224/⼩時）
手機流動應用程式設計證書課程 (共 12.5 小時)

寫作及演說技巧 (共 9 小時)

$1425

☐ [RG]
Intensive Course on Reading Skills & Grammar
閱讀及文法 (共 9 小時)

$1200

☐ ※ Robocoding 5 days Boot Camp
＄2800 （$224/⼩時）
AI 智能機械編程及 3D 設計證書課程(共 12.5 小時)
☐ ※ Auto-Pilot 5 days Boot Camp
無人機編程證書課程(共 10 小時)

＄3580 （$358/⼩時）

附送 DJI TELLO 無⼈航拍機

☐ [AIO] =[WLS] + [RG]
All-in-One English
綜合課程 (共 18 小時)

（不可兌換作現金或換成其他禮品；並不設退換。）

$2625

凡於 11/ 5/2018 前報名可享以下優惠：
☐ 報讀 1 個 STEM Innovation 證書課程（-$500）
☐ 報讀 2 個 STEM Innovation 證書課程（-$1000）
☐ 報讀 3 個 STEM Innovation 證書課程（-$1500）
※不適用於 3 週年勤學計劃

其他： 此項由本校職員填寫
☐ -$200 介紹⼀位新⽣報名＠ (+20GP)

☐ -$400 介紹⼆位或以上新⽣報名＠ (+50GP)

☐ -$200 TKE 現⾦券
☐ 其他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報名時須陪同/連同新⽣之報名表及學費⼀同交回。

付款⽅式 ：☐ 現⾦

☐ 銀⾏⼊數

☐ ¯留位費 ： ＄＿＿＿＿＿＿＿＿＿
留位費每個課程為$500，All-in-One English 綜合課程
為$1000, 餘額須於 16/6/2018 前付

☐ ⽀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枱頭：The Key Element Education Limited ）

☐

全數付款： ＄＿＿＿＿＿＿＿＿＿

¯只適⽤於 11/5/2018 或之前報名

本⼈聲明本申請表之所載資料，依本⼈所知，均屬完整及正確。
本⼈已詳細閱讀、明⽩並同意「報讀須知」之全部內容。
聲明

本⼈同意如本⼈獲取⼊學，本⼈當遵守中⼼的⼀切上課指引及規則。
報名表所提交的個⼈資料，只供中⼼⽤作處理報名及學⽣事務等相關事宜。根據個⼈資料（私隱）條例，申
請⼈有權查詢及更改其個⼈資料。

個⼈資料使⽤守則：
The Key Element Education 遵守及執⾏《個⼈資料（私隱）條例》中所列載的規定，確保儲存的個⼈私隱及個⼈資料處
理得到充份保護，準確無誤，及有妥善的儲存⽅法。 收集資料⺫的及使⽤準則 1. The Key Element Education Ltd. 將依
照在收集資料時所說明之⺫的使⽤該等資料。 2. 向本校提供個⼈資料純屬⾃願，如閣下未能提供⾜夠個⼈資料，本校可
能無法有效處理您的申請或提供有關服務。 3. 本校可能使⽤閣下的個⼈資料 (包括你的姓名、電話、傳真、電郵、郵寄地
址、學校)，以便本中⼼⽇後與閣下通訊及向閣下提供服務、發出收據，及其他課堂服務事宜有關之⽤途。

家長簽署：＿＿＿＿＿＿＿＿＿＿＿

日期：＿＿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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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報名留留位！請在適當⽅方格內加上「✓」號並填妥第 12、13 及 16 ⾴頁交回本校 或 以 Whatsapp 訊
息發送報名表⾄至 5432 3201

2018

暑期課程 適合升中三⾄中四
16/7 – 3/8 暑假上旬 （三星期）

英語進修課程
[WLS]
Intensive Course on
Writing & Speaking
Skills
寫作及演說技巧

[RG]
Intensive Course on
Reading Skills &
Grammar
閱讀及文法

[AIO] =[WLS] + [RG]
All-in-One English
綜合課程

共6節
（每節 1.5 小時）

共6節
（每節 1.5 小時）

（每節 1.5 小時）
共 18 小時

＃

＃

＃

+20GP

+20GP

STEM Innovation 證書課程
＃

+20GP

+50GP

☐ A 班 (17/7-2/8)

☐ A 班 (17/7-2/8)

☐ A 班 (17/7-2/8)

逢星期二、四
10:00-11:30

逢星期二、四
11:30-13:00

逢星期二、四
10:00-13:00

(課程編號:SWLS-724AM)

(課程編號:SRG-724AM)

☐ B 班 (18/7-2/8)

☐ B 班 (18/7- 2/8)

☐ B 班 (18/7-2/8)

逢星期三、四
14:15-15:45

逢星期三、四
15:45-17:15

逢星期三、四
14:15-17:15

(課程編號:SWLS-734PM)

(課程編號:SRG-734PM)

(課程編號:SAIO-734PM)

Robocoding 5 days Boot Camp
AI 智能機械編程及 3D 設計證書課程 (共 12.5 小時)
☐A班

(30/7-3/8) 逢星期一至五 14:30-17:00

(課程編號:RC-73003)
(課程編號:SAIO-724AM)

6/8 – 24/8 暑假下旬（三星期）
☐ C 班 (8/8-24/8)

☐ C 班 (8/8-24/8)

☐ C 班 (8/8-24/8)

逢星期三、五
10:00-11:30

逢星期三、五
11:30-13:00

逢星期三、五
10:00-13:00

(課程編號:SWLS-835AM

(課程編號:SRG-835PM)

Robocoding 5 days Boot Camp
AI 智能機械編程及 3D 設計證書課程 (共 12.5 小時)
☐ B班

(6/8-10/8) 逢星期一至五 14:30-17:00

(課程編號:RC-80610)

(課程編號:SAIO-835AM)

☐ C班

(20/8-24/8) 逢星期一至五 14:30-17:00

(課程編號:RC-82024)

Auto-Pilot 5 days Boot Camp
無人機編程證書課程 （共 10 小時）
☐A班

(6/8-10/8) 逢星期一至五 14:15-16:15

(課程編號:PI-80610)

☐B班

(13/8-17/8) 逢星期一至五 14:15-16:15

(課程編號: PI-81317)

☐ C班

(20/8-24/8) 逢星期一至五 14:15-16:15

(課程編號: PI-82024)

＃

報讀建議

+ GP 只適用於 11/5/2018 前報名的現有學生。

1. 假如同學將會於 7 ⽉月去旅⾏行行，可以選擇於暑假下旬上課，⼜又或者 8 ⽉月去旅⾏行行的同學，可以選
擇暑假上旬上課。
2. 假如同學暑假不會去旅⾏行行，想善⽤用假期，那麼可以選擇於暑假上旬先上英⽂文進修課程，⽽而暑假
下旬報讀 STEM Innovation 證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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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中三⾄中四 請在適當⽅方格內加上「✓」號
英語進修課程

STEM Innovation 證書課程

☐ [WLS]
Intensive Course on Writing & Speaking Skills

☐ ※ Robocoding 5 days Boot Camp
＄2800 （$224/⼩時）
AI 智能機械編程及 3D 設計證書課程(共 12.5 小時)

寫作及演說技巧 (共 9 小時)

$1425

☐ [RG]
Intensive Course on Reading Skills & Grammar
閱讀及文法 (共 9 小時)

☐ ※ Auto-Pilot 5 days Boot Camp
無人機編程證書課程(共 10 小時)

＄3580 （$358/⼩時）

附送 DJI TELLO 無⼈航拍機套裝

$1350

（不可兌換作現金或換成其他禮品；並不設退換。）

凡於 11/ 5/2018 前報名可享以下優惠：

☐ [AIO] = [WLS] + [RG]
All-in-One English
綜合課程 (共 18 小時)

$2700

☐ 報讀 1 個 STEM Innovation 證書課程（-$500）
☐ 報讀 2 個 STEM Innovation 證書課程（-$1000）
※不適用於 3 週年勤學計劃

其他： 此項由本校職員填寫
☐ -$200 介紹⼀位新⽣報名＠ (+20GP)

☐ -$400 介紹⼆位或以上新⽣報名＠ (+50GP)

☐ -$200 TKE 現⾦券
☐ 其他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報名時須陪同/連同新⽣之報名表及學費⼀同交回。

付款⽅式 ：☐ 現⾦

☐ 銀⾏⼊數

☐ ¯留位費 ： ＄＿＿＿＿＿＿＿＿＿
留位費每個課程為$500，All-in-One English 綜合課程
為$1000, 餘額須於 16/6/2018 前付

☐ ⽀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枱頭：The Key Element Education Limited ）

☐

全數付款： ＄＿＿＿＿＿＿＿＿＿

¯只適⽤於 11/5/2018 或之前報名

聲明

本⼈聲明本申請表之所載資料，依本⼈所知，均屬完整及正確。
本⼈已詳細閱讀、明⽩並同意「報讀須知」之全部內容。
本⼈同意如本⼈獲取⼊學，本⼈當遵守中⼼的⼀切上課指引及規則。
報名表所提交的個⼈資料，只供中⼼⽤作處理報名及學⽣事務等相關事宜。根據個⼈資料（私隱）條例，申
請⼈有權查詢及更改其個⼈資料。

個⼈資料使⽤守則：
The Key Element Education 遵守及執⾏《個⼈資料（私隱）條例》中所列載的規定，確保儲存的個⼈私隱及個⼈資料處理
得到充份保護，準確無誤，及有妥善的儲存⽅法。 收集資料⺫的及使⽤準則 1. The Key Element Education Ltd. 將依照
在收集資料時所說明之⺫的使⽤該等資料。 2. 向本校提供個⼈資料純屬⾃願，如閣下未能提供⾜夠個⼈資料，本校可能無
法有效處理您的申請或提供有關服務。 3. 本校可能使⽤閣下的個⼈資料 (包括你的姓名、電話、傳真、電郵、郵寄地址、
學校)，以便本中⼼⽇後與閣下通訊及向閣下提供服務、發出收據，及其他課堂服務事宜有關之⽤途。

家長簽署：＿＿＿＿＿＿＿＿＿＿＿

日期：＿＿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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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報名留留位！請在適當⽅方格內加上「✓」號並填妥第 14、15 及 16 ⾴頁交回本校 或 以 Whatsapp 訊
息發送報名表⾄至 5432 3201

2018

暑期課程 適合升中五⾄中六
16/7 –24/8 （六星期）

英語進修課程
☐ [DSE]
All-in-One Intensive Course on DSE Exam Skills

STEM Innovation 證書課程

共 12 節

（每節 1.5 小時）
＃

＃

+50GP

☐ A班

逢星期一 14:15-17:15

(課程編號:DSE-123)

☐ B班

逢星期二 14:15-17:15

(課程編號:DSE-223)

☐ C班

逢星期五 14:15-17:15

(課程編號:DSE-523)

+20GP

Auto-Pilot 5 days Boot Camp
無人機編程證書課程 （共 10 小時）
☐A班

(6/8-10/8) 逢星期一至五 14:15-16:15

(課程編號:PI-80610)

☐B班

(13/8-17/8) 逢星期一至五 14:15-16:15

(課程編號: PI-81317)

☐ C班

(20/8-24/8) 逢星期一至五 14:15-16:15

(課程編號: PI-82024)

＃ + GP 只適用於 11/5/2018 前報名的現有學生。

15

升中五⾄中六 請在適當⽅方格內加上「✓」號
英語進修課程

STEM Innovation 證書課程

☐ [AIO]
All-in-One Intensive Course on DSE Exam Skills
共 12 節綜合課程 (共 18 小時)
$2700

☐ ※ Auto-Pilot 5 days Boot Camp
無人機編程證書課程(共 10 小時)

＄3580 （$358/⼩時）

附送 DJI TELLO 無⼈航拍機套裝
（不可兌換作現金或換成其他禮品；並不設退換。）

凡於 11/ 5/2018 前報名可享以下優惠：
☐ 報讀 STEM Innovation 證書課程（-$500）
※不適用於 3 週年勤學計劃
其他： 此項由本校職員填寫
☐ -$200 介紹⼀位新⽣報名＠ (+20GP)

☐ -$400 介紹⼆位或以上新⽣報名＠ (+50GP)

☐ -$200 TKE 現⾦券
☐ 其他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報名時須陪同/連同新⽣之報名表及學費⼀同交回。

付款⽅式 ：☐ 現⾦

☐ 銀⾏⼊數

☐ ¯留位費 ： ＄＿＿＿＿＿＿＿＿＿
留位費每個課程為$1000, 餘額須於 16/6/2018 前付

☐ ⽀票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枱頭：The Key Element Education Limited ）

☐

全數付款： ＄＿＿＿＿＿＿＿＿＿

¯只適⽤於 11/5/2018 或之前報名

聲明

本⼈聲明本申請表之所載資料，依本⼈所知，均屬完整及正確。
本⼈已詳細閱讀、明⽩並同意「報讀須知」之全部內容。
本⼈同意如本⼈獲取⼊學，本⼈當遵守中⼼的⼀切上課指引及規則。
報名表所提交的個⼈資料，只供中⼼⽤作處理報名及學⽣事務等相關事宜。根據個⼈資料（私隱）條例，申
請⼈有權查詢及更改其個⼈資料。

個⼈資料使⽤守則：
The Key Element Education 遵守及執⾏《個⼈資料（私隱）條例》中所列載的規定，確保儲存的個⼈私隱及個⼈資料處
理得到充份保護，準確無誤，及有妥善的儲存⽅法。 收集資料⺫的及使⽤準則 1. The Key Element Education Ltd. 將依
照在收集資料時所說明之⺫的使⽤該等資料。 2. 向本校提供個⼈資料純屬⾃願，如閣下未能提供⾜夠個⼈資料，本校可
能無法有效處理您的申請或提供有關服務。 3. 本校可能使⽤閣下的個⼈資料 (包括你的姓名、電話、傳真、電郵、郵寄地
址、學校)，以便本中⼼⽇後與閣下通訊及向閣下提供服務、發出收據，及其他課堂服務事宜有關之⽤途。

家長簽署：＿＿＿＿＿＿＿＿＿＿＿

日期：＿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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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資料
學生英文姓名：Mr./ Miss
學生中文姓名：
出生日期：(日／月／年)

香港身份証號碼：

就讀學校名稱
(就讀級別)
*聯絡電話：
（如有更新）
*

通訊地址：

*

現有學生如資料已更新，請填此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電郵地址: （如有更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家長／監護人資料：
（包括在緊急時作聯絡之用）
（如有更新）

家長／監護人 英文姓名： Mr./Ms.

中文姓名：

關係：

聯絡電話：

報讀須知
1. 本中⼼補習課程只供持有有效學⽣證明⽂件之⼈⼠或有關公開考試考⽣報讀。
2. 任何個⼈資料如有更改，應⽴即通知本中⼼，如因資料錯誤或過時⽽導致本中⼼未能通知課程之最新安排，本中⼼將不會負上任何責任，敬
請留意。
3. 同學於報名後，請妥善保管所有單據。同學請按正式收據上之上課⽇期及時間上課。
4. 如遇天⽂台發出颱⾵、暴⾬或⼭泥傾瀉警報，本中⼼將以教育局指⽰為參考，再按實際環境情況⽽決定是否照常上課，⼀切以本中⼼決定為
準，屆時敬請同學留意網上的最新公布（網址為 http://www.tke-education.com）。如教育局宣布停課，本中⼼不會安排補課。
5. 報讀課程後，本中⼼如發現該學⽣程度、態度不適合本中⼼課程或會影響課堂整體氣氛，本中⼼職員或講師有權著令該⽣退學，任何⼈不得
異議。
6. 調堂為額外服務，本中⼼並不承諾學⽣⼀定可以成功調堂，亦不會因同學的個⼈理由缺課⽽退回有關學費，每位學⽣每個課程可安排⼀次免
費調堂，其後每次調堂需付＄50 ⾏政費，調堂須於上課前兩天申請。
7. 學⽣於報讀課程前，應仔細考慮報讀班的上課時間。報讀課程及繳交學費後，本中⼼將不接受任何轉班、轉讓他⼈或退款。

本⼈已詳細閱讀、明⽩並同意「報讀須知」之全部內容。

家長簽署：＿＿＿＿＿＿＿＿＿＿＿

日期：＿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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