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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 

新學制教室有限公司

Classroom334 Limited 
致  由：  

 1. 機構名稱： 新學制教室有限公司 
 2. 聯絡人 Kiki Chan 
 3. 聯絡電話： 2398 7373 

  4. 傳真熱線： 3011 9507 
    
 

《2018-2019 中學課程及課外活動概覽》 
 
  新學制教室有限公司是一所導師培訓機構及到校課程承辦商，於教育界及商界

擁有大量的合作伙伴，設有自己的教學總部、導師團隊及課程研發團隊，成員包

括中小學現職教師及各行各業專業人士。 

 

  為配合 貴機構未來發展，故特意來函向 貴機構介紹本司的到校課程。如對課

程內容有任何查詢，或有任何學校計劃希望本司協助推行，歡迎 貴機構隨時致

電 8200 5888 與本司行政統籌聯絡。 

 

公司簡介：辦學理念 

新學制教室秉承「素質為先」及「先管後教」的辦學理念，從不吝嗇成本於執行

各項措施，以提升服務質素，例如： 

 

- 設立課程統籌 

- 定期派員到校進行觀課，並向學校撰寫終期報告，檢討導師服務質素； 

- 定期招聘及面試導師； 

- 定時更新導師授課指引，讓前線導師有能力應付各種特發的上課情況﹔ 

- 舉行導師研討會及在教育總部培訓導師，檢討課程內容和導師表現。 

 

公司簡介：過往 8 年中長期服務機構  

(只列舉以「新學制教室」名義承辦中長期服務的機構，絕不取巧)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 

中華基督教會基朗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道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中學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元朗官立中學 

天主教嗚遠中學 

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 

天主教聖華學校 

天主教福德學校 

匡智屯門晨輝學校 

西貢鄭植之中學 

何東中學 

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 

庇利羅士女子中學 

沙田官立小學 

官立嘉道理爵士中學(西九龍) 

明愛馬鞍山中學 

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 

英皇書院 

禮賢會恩慈學校 

東華三院吳祥川紀念中學 

香港教育大學賽馬會小學 

聖公會聖米迦勒小學 

妙法寺劉金龍中學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東華三院周演森小學 

東華三院邱金元中學 

油麻地天主教小學 

金文泰中學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保良局陳溢小學 

保良局錦泰小學 

南區官立小學 

炮台山循道衛理中學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中學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 深水埗(南)綜

合家庭服務中心 

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陽小學 

香港電台 

粉嶺官立中學 

馬鞍山祟真中學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將軍澳官立中學 

張沛松紀念中學 

彩雲聖若瑟小學 

救世軍卜維廉中學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 

潔心林炳炎中學 

路德會聖十架學校 

聖羅撒學校 

新界婦孺福利會梁省德學校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中學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喇沙小學 

曾璧山中學 

港澳信義會黃陳淑英紀念學校 

獅子會中學 

筲箕灣東官立中學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聖公會主愛小學(梨木樹) 

聖公會呂明才中學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 

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 

聖公會聖安德烈小學 

聖公會聖彼得小學 

聖公會聖馬太小學 

聖公會榮真小學 

聖方濟各書院 

聖安當小學 

鳳溪第一小學 

鄭植之中學 

勵志會梁李秀娛紀念小學 

觀塘官立小學 

樂善堂楊仲明學校 

賽馬會官立中學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 

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 

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吳禮和紀念學校 

香港南區官立小學 

秀茂坪天主教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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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2 

新學制教室有限公司

Classroom334 Limited 

到校課程列表(學術)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學科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學科 

A004 學習技巧訓練(中學) 

特殊學習需要(SEN)課程 

E004 初中英文拔尖/補底班 

英文 A008 非華語學童適應班 E002 新來港學童英文課程 

A009 新來港學童適應班 E003 DSE 英文拔尖/補底班 

B002 DSE 備試溫習小組 

溫習班 

E005 DSE 英文說話訓練 

數學 B003 中一至中三課後溫習班 M003 DSE 數學拔尖/補底班 

B004 中一新生課後適應課程 M004 初中數學拔尖/補底班 

B005 中四至中六專科溫習小組 L002 DSE 通識試題操練班 

通識 B006 自修室駐場導師計劃 L003 中學思維技巧特訓班 

C003 非華語學童中文課程 

中文 

L004 通識 IES 工作坊 

C004 DSE 中文拔尖/補底班 L001 思維與辯論技巧訓練 
其他 

C005 DSE 中文說話訓練 N003 地理科地圖閱讀技巧班 

C007 初中中文拔尖/補底班 S001 小小科學家班 科學 

Y023 「小心逆逆」親子講座 親子溝通講座/工作坊 X001 iPad 應用程式-作曲班 電子學習 

 
新學制教室所開辦的中小學課程合共超過 250 種，詳情可參閱<索取課程報標書及教案範例>表格)，本司亦可為

學校度身設計課程，如有需要，可致電 8200 5888 與行政統籌 Kiki Chan 聯絡。 

 
登入    Facebook 專頁：classroom334，了解更多課程資訊 

 

附件：<索取課程報標書及教案範例>表格 
 
請將填妥之表格透過傳真 3011 9507 或 電郵 info@classroom334.com 至新學制教室有限公司 Kiki Chan 收。我們將盡快致電
與閣下確認手續。如在 5 個工作天內仍未收到回覆，請致電新學制教室有限公司查詢，電話：8200 5888。 
  
索取人資料  

機構 / 學校名稱：  

聯絡人姓名：  
聯絡電話：  
 
索取標書的課程 

課程編號 / 課程名稱： 

 

#其他： 

 
#如欲開辦之課程於課程列表上沒有標明，請於「其他」欄內寫下課程內容或名稱，並留下聯絡方法，本司職員會於 5 個工作

天內致電聯絡跟進。 
 
送件方法 (請選擇其中一個送件方法，並在  加  。) 

傳真  傳真號碼：  

 
電郵  電郵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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