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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o offer in summer・Sign up & Save up to $519*! 

 

暑期限定多重報讀優惠・可節省高達$519*！ 
 

56196687 

JEI Smart Tree 

JEI English英語全方位課程 | Cambridge English Elite | 

JEI Math數學 | Brain Safari全腦發展課程 | 

GAPSK應試預備課程 | Chinese Language in Putonghua普通話

中國語文課程 | Japanese 日本語課程 

 Against Learning Loss 

 

溫故知新 
 

學 

 
煮廚小達人 Cooking Class | 小機師訓練日營 Little Aviator 

Training Day Camp | 漫畫教室 Comic Class 

趣味體驗 
Experience Something New 

 

嘗 

 Learn Outside the Classroom 
走出課室 楽 

參觀愛護動物協會 Visit SPCA |  

奇華工作坊-親子冬蓉老婆餅班 Kee Wah  

Parent-Child Cooking Studio | 密室遊戲  

LOST Junior | 參觀港鐵安全體驗天地 

Visit MTR Safety Experience Zone 

Tel.: 2634 6101 | www.smarttree.com.hk | info@smarttree.com.hk 

G57, Plaza Ascot, Fo Tan, N.T. 火炭駿景廣場 G57號舖 (生活提案對面) 

�

立即報名 

Course Time slot Age Fee 

每堂 1	小時  
自由搭配課程/日數/時間^ 

每星期 2	天或以上 

^會盡量配合家長所選擇的時間。課堂

時間或會因個別情況有所調動，本中

心會將另作通知  

 

Against Learning Loss 溫故知新 

GAPSK 考試/朗誦班 

 Cambridge Elite 

 JEI Math 

 

中國語文（普教中） 

 

JEI English 

 

K1 或 
以上 

 

Experience Something New 趣味體驗 

JEI Brain Safari 

 

 

 

 小機師訓練日營 

漫畫教室 

煮廚小達人 

   

 

 

4-9y 

 

$1,490 (4 lessons) 

$2,790 (8 lessons) 

升 P.3 –P.6 
$1,590 

(2 日，共 6 小時) 

逢星期三/五 

12nn-1pm / 1-2pm / 2-3pm (1 hr) 
4y 或以上 

 

$2,590 (共 10 堂*) 

*必須於 8 月份完成 

學 

Learn Outside the Classroom 走出課室 

日本語 

 嘗 

逢星期四 

11am-12:30pm (1.5 hr) 
29/7 (一)及 30/7(二) 

A 班：10am-1pm (3 hrs) 

B 班：2pm-5pm (3 hrs) 

 

 

 

參觀港鐵安全體驗天地 

參觀愛護動物協會  

 

 

 

$100/人

人 

 
9/8 (星期五) 

3 – 6:30pm (3.5 hrs) 

 

12/7 (星期五) 

3 – 4:15pm (1 hr 15 mins) 

Fun Pass活動套票：$900參加全部「走出課室」活動！（最高節省$255/活動!） 

奇華工作坊-親子冬蓉老婆餅班 

 

 密室遊戲 LOST Junior 

15/8 (星期四) 

4 – 5:30pm (1.5 hrs) 

 17/8 (星期六) 

3:30- 5pm (1.5 hrs) 

 

K1 或以上 

 

 

 

4y 或以上 

 
$480 (每對親子) 

$100/人 

$390/人 

4y – 9y 

 
6y - 14y 

 
#所有課程不設退款及補課。No refund & make-up class will be arranged. *優惠須受條款約束。如有任何爭議，JEI SmartTree 保留

最終決定權。Terms & conditions apply. In any case of dispute, the decision of JEI SmartTree shall be final.  

�

楽 

 

如你不欲收取通函郵件，請在信箱貼上『不收取通函』標貼。標貼可於全線郵政局、各區民政事務處的民政諮詢中心、公共屋邨辦事處和個別私人屋苑的管理處免費索取。請注意，

『不收取通函』標貼機制並不涵蓋由政府及相關機構、立法會議員、區議會議員、選舉候選人和根據《稅務條例》第 88條合資格獲豁免繳稅的慈善機構所投寄的通函郵件。 

 

$1,590 / month 

(2 days per week) 

 
$2,190 / month  

(3 days per week) 

$2,650 / month  

(4 days per week) 

 

Sign up now 



 
 
 

 

1. JEI English / Maths 英・數全領域學習課程 

 

2．  

 Against Learning Loss 
 

溫故知新 
 

學 

l JEI 40年來一直為世界 10個國家, 包括加拿大、澳洲、韓國等，為 3-14歲學童提供優質的英語及數學課程 

l 教材小朋友能夠愉快學習之餘，還可建立學習動機、信心及興趣  

l 透過科學化的評估及報告，可分析及診斷小朋友的水平、能力和程度 

l 制定個人化的學習計劃。務求讓小朋友打好基礎，學習更加得心應手  

2. JEI Brain Safari 通識及思維訓練課程 

 

3．  
l 發展小朋友 7大智能及批判性思維，共 9大領域 

l 提升整體認知能力、專注力、品格發展等 

l 以不同主題建立知識寶庫，包括日常生活及科學資訊等 

l 有助更易掌握入學面試及升小後的學習模式，事半功倍 

l 適合 K.1-P.3小朋友報讀 

3. Cambridge Express Elite Course | 睿苗劍橋英語課程 

 

6．  
l Attempt to take exam in less than 12 months 

l Memorize and understand up to 450 vocabularies 

l Become a“Phonics Master”and“Dictation Champion” 

l Assist and encourage students in focusing on examination 

5. GAPSK 考試/朗誦比賽預備班  

1.  

 

4．  

l 本中心學生於 GAPSK及各公開朗誦比賽屢次獲得優秀成績  

l 小朋友能為考試及比賽作最充分預備，增強自信鍛鍊心理素質，使學生能夠不膽怯，輕鬆應付各種公開的

表演、考試及比賽。小朋友能為考試及比賽作最充分預備，增強自信  

l 鍛鍊心理素質，使學生能夠不膽怯，輕鬆應付各種公開的表演、考試及比賽  

4．中國語文課程(普通話教學) | Chinese Language in Putonghua 
 

5．  
l 首創從學前到小學階段式中文課程，涵蓋本地及國際學校學習範圍 

l 度身定做學習進程，針對小朋友的不同程度而編制的教材 

l 旨在鍛鍊學生聽、說、讀、寫四個範疇的語文能力。掌握重點詞彙及語文知識  

l 教材以主題形式編制，有趣生動之餘，還可增廣見聞，豐富多方面的知識 

l 學生能順暢地運用中文發表自己的看法和表達自己的觀點  

l 鍛鍊心理素質，使學生能夠不膽怯，輕鬆應付各種公開的表演、考試及比賽  

本中心學生於 GAPSK及各公開朗誦比賽屢次獲得優秀成績 l 小朋友能為考試及比賽作最充分預備，增強自信  

l 鍛鍊心理素質，使學生能夠不膽怯，輕鬆應付各種公開的表演、考試及比賽  

用最輕鬆的時間、以最愉快的心情去鞏固基礎及學習新知識。 
可自由配搭課程/日數/時間，彈性地安排暑期活動！ 

 

 
嘗 趣味體驗 

Experience Something New 

 
孩子的頭上總有無限個問號。在漫長的假期裏，讓小朋友盡情滿足他們的求知慾， 

親身去嘗試、體驗再了解這不熟悉但富有趣味的一頁！ 
 

每逢暑假，孩子總是樂透。到處跑跑跳跳，就是他們的專利。課室豈止是四面牆？ 
父母們，來跟孩子一起跳出課室，齊齊發掘，齊齊探索吧！ 

 

1．小機師訓練日營 Little Aviator Training Day Camp 
 

12．  
l 1:1模擬真實飛機駕駛艙，真實般的機師體驗 

l 會以 STEM的學習活動將科學、英語及數學教育學習領域的課程連繫起來 

l 啟發小朋友思考及未來職業方向 

l 專業持牌機師/航空業導師親自教授 

l �2．漫畫教室 Comic Class 
 

11．  
l 適合喜愛日系漫畫及繪畫人士參加 

l 培養耐性、集中力、觀察力及藝術感 

l 暑期限定 – 附送畫具 Box Set (包括原稿用紙、漫畫上色試稿、漫畫墨水及墨水筆、screen-tone等) 

 
楽 

Learn Outside the Classroom 
走出課室 

6. Japanese | 日本語 

 

1．  

l 設有兒童日語班、青少年及成人日語初級至高級及日本語能力試驗對策班 

l 學習基本 50音、日常用語、文法及基本禮儀 

l 著重學以致用，針對讀、寫、聽、說及日常生活用語 

l 探望等待被領養的小動物外，還認識飼養動物

的責任及了解牠們的福祉 

l 讓小朋友從小就懂得愛護及尊重動物 

1. 參觀愛護動物協會  

4.  

 

10．  
3. 參觀港鐵安全體驗天地 

3.  

 

8．  

l 旨在讓小朋友透過豐富的

環節，認識乘搭港鐵時應

注意的安全有禮的行為 

�

2. 奇華工作坊-親子冬蓉老婆餅班 

 

9．  

4. 密室遊戲 LOST Junior 

LOST Junior護動物協會  

2.  

 

l 親臨奇華餅家所開設的「奇

華工作坊」親手製作老婆

餅，認識傳統港式餅食文化 

l 透過實境主題遊戲，刺激

好玩。啟發小朋友解難、

邏輯思維、AQ、IQ及 E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