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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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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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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