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entre for  
Integrated Learning 

 我們的    有教無類、專業知識、解決疑難、實事求是； 

 教學理念    以全人教育理念，從小培育優秀的人才；讓學生能打好基礎，不為考而學。 

 

 

 

中學英語學習輔導班（高中） 
 

 為中四至中六學生提供英語學習輔導； 

 由我們經驗豐富的顧問導師團隊教授； 

 所有英語課程由四個部份組成，包括溝通技能(communication skills)、詞彙
(vocabulary)、文法(grammar) 、融合法(integration)。課程的主要目是為學員打好英
語基礎、應付考試； 

 英語教學，輔以粵語解說； 

 小班輔導，能體貼照顧每位學生的問題； 

 學生每連續完成三期輔導班後，導師會向家長發出《學習進度報告》，讓家長瞭解子
女的學習情況； 

 提供免費升學（大學選科或海外／本地大學升學）咨詢服務 － 我們為現就讀本中心
的學生而設的免費升學咨詢服務，適用於準備升大學的學生，歡迎致電預約。 

 

輔導重點： 
-  透過指定的任務或項目，反思學習目的及採取所需有效及適當的相應行動，融入並應

用於不同文、理、商、藝、通識學科上； 
-  激勵小朋友運用正確文法的英語聽、講、讀、寫； 
-  利用字典、詞典工具書、互聯網、蒐集不同類型資訉，應用於用英語教授的文、理、

商、藝、通識學科上； 
-  培養多角度思維，批判式思維，有分析能力，正確價值觀； 
-  學習自學及自我評估、朋輩評估、接受善意批評； 
-  老師不斷評估學習進度，糾正錯誤。 
 
課程包括： 

 

技能 溝通詞彙 文法 融合法 

閱讀 Reading 

聆聽 Listening 

說話 Speaking 

寫作 Writing 

 

- 多角度思維，批判
式思維，有分析能
力，正確價值觀 

- 文、理、商、藝、
通識學科慣用詞
語 

 

- 分析英語不同文
體的範本 

- 解構文法常犯錯
誤，老師糾正、
複習文法 

- 寫作時的文法技
巧分享 

- 教授閱卷方法、答題
技巧、調節考試心理 

- 利用大量模擬試題，
訓練即場作答實戰能
力 

 

適合中四至 

中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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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英語學習輔導班（高中） 
 

 

時間： 

每星期 1 堂，每堂 2 小時，每期 4 星期 

星期一至五 1745-1945／2000-2200 

歡迎自組輔導班，另行商議時間。可提供個人學習輔導服務，價錢另議，歡迎致電查詢。 

 

 

費用： HK$1,200 (每人每期) 

 

 

地點： 九龍佐敦道 8 號 1501 室 (港鐵佐敦站 B1 出口) 

 

 

報名： 請下載單張及報名表格，並將已填妥的報名表電郵或傳真留位，本中心將以電話
及電郵回覆確認。報名表格：www.centrept.com/course 

 

查詢 
電話：(852) 2314-5028 

傳真：(852) 2735-0928 

電郵：info@centrept.com 

網址：www.centrept.com 

  

適合中四至 

中六學生 

單張及報名表格 

http://www.centrept.com/course
mailto:info@centrept.com


 

 

 
 
請以正楷填寫此表格 

 

乙部  學生資料： 

中文姓名 
 
(先生／小姐／太太／女士*) 

英文姓名 
      
       姓                                  名(必須與香港身份證／護照相同) 

現就讀學校 
 
 

現就讀班級 

請選擇一項 ()，並填上班級 

 學前    歲        幼兒園    年級      小學    年級 

 中學    年級      大學    年級        研究院    年級 

學生聯絡資料 手提電話(學生) 
 

電郵地址(學生) 
 

家長聯絡資料 

家長中文姓名 
(父親／母親*) 

電郵地址(家長) 
 

手提電話(家長) 住宅電話 

通訊地址  

 
丙部  學生特別照顧情況申報（如適用）： 

如學生因敏感或疾病，需要特別照顧，請於報名時申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丁部  繳費方法： 

請選擇一項() 

 現金  

 支票號碼.：                     (支票請劃線，抬頭為「Centrepoint International Limited」 
*請刪去不適用者 

聲明 Declaration：  
本人聲明在此報名表格的資料，依本人所知均屬完整、真實及準確。本人已細閱並接受報名表內的所有條款及細則。 

本人反對 CIL 綜合學習中心使用本人的個人資料，包括但不限於姓名、年齡、性別、電話號碼、學校、繳費資料、
通訊地址及電郵地址 (“個人資料”) 於推介該中心最新講座、輔導班消息、教育顧問服務及其他由該中心推廣活
動的用途。 

家長簽署： 

 
 
 
 

  

日期： 

 

甲部  輔導班資料：  由本中心職員填寫： 

輔導班名稱 
  

 
日  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開始日期   時  間 
上午／ 

下午*   ＿＿:＿＿ ─ ＿＿:＿＿ 

時間 
首選 上午／下午*＿＿＿:＿＿＿ ─ ＿＿＿:＿＿＿  每週堂數 1 ／ 2 ／ 3 ／ 4 ／ 5 * 

次選 上午／下午*＿＿＿:＿＿＿ ─ ＿＿＿:＿＿＿  逢星期 一／二／三／四／五／六／日* 

學費(每期計） 港幣$  語  言 粵語 ／ 普通話* 

CIL 綜合學習中心 
Centre for Integrated Learning 

輔導班 報名表格 



學生及家長須知 

繳費須知 1. 首次報讀的學生須填寫報名表並由家長簽署，電郵 info@centrept.com 或傳真至

2735-0928 留位，待回覆確認後，請於二十四小時內到本中心繳交首期學費。因學
生首次報讀本中心輔導班，我們誠邀家長能抽空親臨本中心視察孩子的上堂環境； 

2. 繼續報讀下一期的學生，請於第三堂（每期四堂的輔導班）／第七堂（每期八堂的輔

導班）或之前繳交全期費用； 

3. 若因外遊需要縮減上課堂數，必須於報名時通知，學費可按比例減收。報名後將不
獲接受減堂或退回學費申請； 

4. 學費以支票或現金形式繳付，支票抬頭為 “Centrepoint International Limited”； 

 本中心地址 ：九龍佐敦道 8 號 1501 室(港鐵佐敦站 B1 出口) 

 報名時間 ：星期一至日 上午時十一時至晚上六時（公眾假期休息） 

5. 期票恕不接受； 

6. 已繳交之學費將不可退回或轉讓他人。 

補堂須知 1. 若因生病請假，須由家長親自替學生請假，並於上堂前通知導師或本中心，否則將
不獲補堂； 

2. 每輔導班每月只獲安排補堂一次； 

3. 已安排之補堂不能更改，缺席補堂者將不獲再安排補堂； 

4. 所有請假均不可作學費扣減。 

惡劣天氣 

安排 

學前至幼兒輔導班： 

1. 當天文台懸掛／宣佈將懸掛三號或以
上颱風警告、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
號。課堂將被取消，本中心將盡早通
知所有受影響課堂之學生補堂的日期

及時間； 

2. 如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懸掛時正
在上課，應繼續上課，直至安全時才
讓學生回家； 

3. 三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紅色
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除下後兩小時
（而事前教育局並沒有公布幼兒園／

所有學校須全日停課）之課堂將照常
上課。如學員沒有合理原因缺席，將
不獲補課及退回學費。 

其他輔導班： 

1. 當天文台懸掛／宣佈將懸掛八號或以
上颱風警告、黑色暴雨警告信號。課堂
將被取消，本中心將盡早通知所有受影
響課堂之學生補堂的日期及時間； 

2. 如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懸掛時正在上
課，應繼續上課，直至安全時才讓學生
回家； 

3. 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黑色暴
雨警告信號除下後兩小時（而事前教育
局並沒有公布所有學校須全日停課）之
課堂將照常上課。如學員沒有合理原因

缺席，將不獲補課及退回學費。 

學生守則 1. 本中心建議，學生如有上呼吸道感染徵狀，上堂時請使用口罩；如發燒則請留家休

息；本中心於上堂前會消毒桌子，以防學生間交叉感染； 

2. 學生或家長的通訊資料如有更改，請盡快通知本中心； 

3. 學生須準時上堂，如上堂後 15 分鐘仍未見學生出席，導師將直接致電學生或家長
了解情況； 

4. 上課時，須將手提電話或其他通訊器材關掉，並保持課堂寧靜； 

5. 如有擾亂秩序，言行不檢，塗鴉毁壞、偷竊盜用者，會被開除學籍； 

6. 學生及家長有責任清楚了解已報讀之上堂日期和時間，本中心恕不另作通知或提
醒。如因此缺席者將不獲安排補課。 

條款及細則 1. 所收集的個人資料將會作入學申請、登記、學術、行政、研究、統計及市場分析及
用於推介本中心最新講座、輔導班消息、教育顧問服務及推廣活動的用途。個人資
料會嚴格保密處理。本中心亦不會將個人資料轉移予第三者。閣下有權查閱及修正

閣下就你的申請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如有需要，請發電郵至 info@centrept.com。 

2. 本中心保留在任何情況下及以任何原因拒絕任何入學申請的權利； 

3. 本中心保留在有需要的情況下更改導師及／或課程內容、授課地點、日期及／或時
間的權利。 

 

mailto:請發電郵至centrept@centrep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