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希望杯】特許培訓基地
數學精英培訓班
數學競賽培訓班

由經驗豐富之獲獎導師任教，增強學員之奧數競賽知識與能力，加以個別輔導，並協助學員備戰比賽。

組別： 年級： 時間： 學費： 註：

A1 小三至小四 星期六 或 星期日 早班或午班 每月$ 1360 每月 4堂/ 2 小時

A2 小五至小六 星期六 或 星期日 早班或午班 每月$ 1360 每月 4堂/ 2 小時

A3 中一至中二 星期六 或 星期日 早班或午班 每月$ 1500 每月 4堂/ 2 小時

A4 中三至中四 星期六 或 星期日 早班或午班 每月$ 1500 每月 4堂/ 2 小時

奧林匹克數學證書課程
由經驗豐富之認可導師任教，內容由淺入深，完成各級課程經測試合格，可獲本會頒發證書。

組別： 年級： 日期： 時間： 學費： 註：

B1 小三至小四 17 / 7 / 2010開始 周－、三或周六、日 早班或午班 每期$ 1380 6期 每期 6堂/ 1.5小時

B2 小五至小六 17 / 7 / 2010開始 周－、三或周六、日 早班或午班 每期$ 1440 6期 每期 6堂/ 1.5小時

B3 中一至中二 17 / 7 / 2010開始 周二、四或周六、日 早班或午班 每期$ 1560 6期 每期 6堂/ 1.5小時

B4 中三至中四 17 / 7 / 2010開始 周二、四或周六、日 早班或午班 每期$ 1800 6期 每期 6堂/ 1.5小時

基礎數學及奧林匹克數學補習班
由認可之數學 / 奧數導師任教，針對個別學員之數學 / 奧數程度及進度，輔導其學習問題，協助學員思考及

解題。 ( 時間自由選擇 )

組別： 年級： 日期： 時間： 學費： 註：

C1 小一至小二 星期一至星期日 10 AM– 9 PM 選 1.5 小時 每月$ 910 每月 4堂/ 1.5 小時

C1 小三至小四 星期一至星期日 10 AM– 9 PM 選 1.5 小時 每月$ 910 每月 4堂/ 1.5 小時

C2 小五至小六 星期一至星期日 10 AM– 9 PM選 1.5 小時 每月$ 910 每月 4堂/ 1.5 小時

C3 中一至中二 星期一至星期日 10 AM– 9 PM選 1.5 小時 每月$ 1180 每月 4堂/ 1.5 小時

C4 中三至中四 星期一至星期日 10 AM– 9 PM選 1.5 小時 每月$ 1180 每月 4堂/ 1.5 小時

報名方法：
請填寫以下資料，連同劃線支票 ( 抬頭：希望杯 ) 郵寄至本會報名。 郵寄地址 :::: 九龍觀塘郵政局郵政信箱

62031620316203162031號收 或 以櫃員機或入數 往 中國銀行 帳戶 012 699 100 84083. 請將報名表連同寫上姓名之入數紙

傳真至本會 3480 0905. 電話查詢：3480 0906. 電郵：xiwanbei@yahoo.com.hk 網站：www.xiwanbei.com

姓名(中)_________________(英)__________________ 年齡_____ 性別_____ 課程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

組別 _____ 選擇 ____ 月 ____ 日開始 / 如參加補習班 請選時間 _______ AM / PM 至 _______ AM / PM

聯系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級______________

現金 / 支票 / 入數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__ 銀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金額$ 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新界西貢宜春街 16 號 4 樓. 郵寄地址 : 九龍觀塘郵政局郵政信箱 62031 號收. 電話：3480 - 0906.

傳真：3480 - 0905. 電郵： xiwanbei@yahoo.com.hk Website: www.xiwanbei.com or www. 希望杯.com

希望杯特許培訓中心: 上課地址：香港 ／ 九龍 ／ 新界 (歡迎教育團體加盟合作)� 查詢熱線：3480 - 0906.

mailto:xiwanbei@yahoo.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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