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K

Toronto Centre

普通话表达不只是梦，“学考一体化”中文课助你启程！
Ｌｅａ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 ｔｏ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按需设班 就近上课 分级学习 确保成效
课后班、周末班双重选择；兴趣班、培训班面面俱到
学龄班、成人班应有尽有；学分班、证书班学有所成

Wide range of comprehensive classes for children, adults and seniors

我们的课程
Our Programs
中文课后班 (JK - Gr.8)

学龄班：每天课后学习，每周一次免费口语课，家长免后顾之忧
Childrens’classes: Monday to Friday after school program with weekly free Speaking class

证书班：实用中文学习，职业培训两全其美
Adult classes: Effective learning and career training experience to help students gain
communicative language knowledge

学分班：110小时学习，合格可获安省正规高中课程学分
Credit classes: Earn additional credits towards the Ontario Secondary School Diploma

After School Program

周六中文班

Saturday Program

安省中学（普通话）学分课程
High School Credit Program

详情请参考背面

See schedules on the back

名

之前报
4日

5% off when one time enrollment of two terms

免报名费

2月

（1）报满2个学期课程，学费立减5%！

之前报
4日

名

优惠多多

2月

资深国际汉语认证讲师授课，学习更有效！
Certified teachers to provide students fun learning experience
配合考试，合理设计课程，知识更专业！
Unique evaluation system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take HSK/YCT test
正规中文官方资源，非牟利机构公益合作，学考一体更系统！
Joint program by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with
useful resources authorized by Chinese official language learning institute (Hanban)

（2）一个家庭多人同时报名，第二个学员开始享受95折家庭优惠！

Family Discount: 5% off for the second registration

（3）学满6个月即可享受夏令营特惠！

Summer camp special offer for a 6-month registration

你来学中文，我付考试费！*
* 前10名报满6个月课程,可获得1次免费考试
（2017年12月末之前考试）

First 10 registrations for a 6-month program,
can take one HSK/YCT test for free by Dec. 30th, 2017.

Please go to www.hsktoronto.ca for more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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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中文班 (After-school Program)
课程设置：
时间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3:30 - 4:10

星期四

星期五

自由活动 / Free Time

4:10 - 4:40

学龄前班

学龄前班

学龄前班

4:40 - 5:00

休息

休息

休息

1-3 年级班

1-3 年级班

1-3 年级班

1-3 年级班

1-3 年级班 (口语课)

4-6 年级班

4-6 年级班

4-6 年级班

4-6 年级班

4-6 年级班 (口语课)

7-8 年级班

7-8 年级班

7-8 年级班

7-8 年级班

7-8 年级班 (复习课)

5:00 - 5:45

5:00 - 6:00

学龄前班 (口语课)

学龄前班
休息

休息

课程周期/费用*：
2017 年 2 月 6 日- 3 月 10 日(19 次课)：学龄前班$152、1-3 年级班$228、4-6 年级班$285、7-8 年级班
$380
2017 年 3 月 20 日- 6 月 30 日(58 次课)：学龄前班$464、1-3 年级班$696、4-6 年级班$870、7-8 年级班
$1160
公共假日（2 月 20 日、4 月 17 日、5 月 22 日）、March Break（3 月 13 日-17 日）无课
上课地点：移民综合服务中心总部：2330 Midland Ave., Toronto, ON M1S 5G5
咨询电话：416-292-7510 x143 (Jeffrey)
邮件：jeffrey.lee@cicscanada.com
周六中文班 (Saturday Program)
课程设置：
时段

上午

时间

成人课程

9:45 – 11:00

成人证书班

11:00 – 11:15

休息

11:15 - 12:30

耆老兴趣班

课程周期/费用*：2017 年 2 月 4 日- 4 月 8 日(7 次课)：成人证书班$210、耆老兴趣班$210
2017 年 4 月 22 日- 6 月 10 日(7 次课)：成人证书班$210、耆老兴趣班$210
课程内容：成人证书班——汉语水平 1 至 6 级考试（HSK 1-6）辅导
耆老兴趣班——中文朗诵、诗词、传统书法、国画
上课地点：
（1）移民综合服务中心总部：2330 Midland Ave. Toronto, ON M1S 5G5
（2）移民综合服务中心 St. Henry Catholic School 校区：100 Bamburgh Circle., Scarborough, ON M1W 3R3
邮件：enid.liu@cicscanada.com
咨询电话：416-292-7510 x134 (Enid)
安省中学（普通话）学分班 (High School Credit Program)
多伦多汉考中心与 Bond Academy 中学部合作，开设安省国际语言（普通话）学分课程。
学生完成 110 小时的学习后，达到安省国际语言教学大纲要求，可获得正规高中课程学分。
上课地点：Bond Academy 邦德校区：1500 Birchmount Road. Scarborough, ON M1P 2G5
邮件：contact@hsktoronto.ca
咨询电话：416-266-8668
*开课前 5 天，可全额退款；课程中途退款，金额视具体情况而定。退款需书面申请并缴手续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