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學 ．DSE

暑 期 英 語 課 程 2019

www.britishcouncil.hk/english

其 他 應 試 課程

DSE 應 試 課 程

劍橋英語考試應試攻略課程
港幣$6,850

27小時

S1
S2

7月/ 8月

DSE 英 語 精 讀 課 程 4
港幣$4,580

18小時

S5

7月/ 8月

這一系列課程旨在協助學生在國際認可的劍橋英語：證書第一級校園版（KET for

透過完成與DSE 考試相關的練習，如撰寫文章及參與小組討論，全面提升寫作、閱讀、

Schools）及證書第二級校園版（PET for Schools）中考取佳績。課程針對考試不同的

說話及聆聽能力。你將學習DSE 考試的其中兩種文體：自傳（print non-fiction）及視像

範疇，透過互動的活動及考試練習，讓你掌握應試策略。

小說（non-print fiction），並透過熟習不同的文體和完成與考試相關的練習，提升以英語

劍橋英語：證書第一級校園版（KET for Schools）應試攻略課程

表達的能力。

劍橋英語：證書第二級校園版（PET for Schools）應試攻略課程

你將

3星期課程，每課3小時，共9課

• 學習寫作時如何做到言簡意賅

• 練習略讀及重點閱讀的技巧

• 擴闊用於描述人物、科學小說

• 學習在演說時如何鋪排意念

有關課程入學要求及劍橋英語考試報考優惠1,2，請致電2913 5100與本會顧客服務職員聯絡。

IELTS Coach 應試攻略課程

• 獲導師給予評語和個人改善建議

2或3星期課程，每課3小時，共6課
3

每單元港幣$2,590
4個12小時單元

及電影的詞彙

S5
S6

7月/ 8月

DSE 英 語 深 造 課 程 4

這課程包含四個單元：會話、閱讀、聆聽及寫作，

港幣$4,580

你可因應需要選修特定的單元或報讀全部四個單元。

18小時

S6
7月/ 8月

DSE 英 語 基 礎 課 程 4
港幣$4,580

18小時

S5
S6
7月/ 8月

透過富挑戰性的指導活動，學習DSE

你將透過與考試形式相近的指導活動

應試技巧和策略。你會參與閱讀、

如撰寫報告、回答於閱讀考卷常見的

寫作、聆聽與綜合能力及會話四份考卷

題目類型、觀看短片、進行意見調查、

的相關練習。

擬定立場及參與小組討論，以鍛鍊英語

你將

表達能力、聆聽和抄寫筆記的技巧，

• 學習加深詞彙記憶的妙法

增進對不同類型文本和試題的了解。

• 熟習閱讀試卷中的常見問題

你將

課程以教授應試技巧及提升學生的英語能力

• 學習聆聽、閱讀理解和抄寫筆記的技巧

• 學習如何於寫作時鋪排內容和突出重點

為重點，透過深入淺出的講解和練習，讓你

• 學習構思意念和在小組討論中輪流發言

• 擴闊詞彙

全面掌握IELTS各考卷所需的語言運用和

• 獲導師給予評語和個人改善建議

• 學習常見文法錯誤

報讀兩個單元或以上可享低至7折 2 優惠
每個單元為期3星期，每課1.5小時，共8課

IELTS 全方位應試課程
		 港幣$7,880

54小時

7月至8月

S5
S6

• 學習適當的發音技巧，如運用重音、

答題要訣。

聲調及單音
6星期課程，每課3小時，共18課

• 獲導師給予評語和個人改善建議
2或3星期課程，每課3小時，共6課

報 考 IELTS 模擬考試+ 一對一評估5 折 2

優惠只適用於修讀IELTS 全方位應試課程（54小時）或
IELTS Coach應試攻略課程（全部四個單元）的學生。

1.
2.
3.
4.

2或3星期課程，每課3小時，共6課

優惠只適用於現正就讀英國文化協會的學生或於過去六個月完成英國文化協會課程的學生。
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如學生年齡為16 或17 歲，須獲家長簽署同意書，方可與成人學生一起修讀此課程。報讀此課程的學生必須年滿16 歲。
學生須參加英語入學試，以決定入讀的課程。

初中小作家
港幣$4,580

英語技巧課程

S1
S2
18小時

7月/ 8月

課程重點教導寫作的重要技巧，如抄寫

高中寫作技巧課程

S3
S4

筆記、擬定大綱、起草及編輯，以提升
英語寫作信心，並透過討論、進行調查及

港幣$4,580

18 小時

7月/8月

辯論與演說

S1
S2

訪問同學等課堂活動，擴闊詞彙及增強

多個指導活動如寫作及閱讀理解訓練、

會話能力。

配對練習及小組討論，助你提升寫作

你將學習構思和撰寫動漫、短篇故事、

你將了解辯論的評分準則，學習如何策劃及組織論點，

和閱讀能力，並擴闊詞彙。

傳記、報章或雜誌文章、給朋友的電郵及

反駁對手，並自信地參與辯論。此課程是讓你提升會話

你將學習書寫正式書信、記敘文、新聞

兩類詩歌。

能力的良機，你可透過參與真實的辯論汲取經驗，練習

報導、議論文及建議書，導師將給予

如何提出具說服力的論據，提升以英語公開演說的信心。

港幣$2,850

9小時

7月/ 8月

具建設性的改善建議，助你成為更有
自信的作家。

2或3星期課程，每課3小時，共6課

1星期課程，每課3小時，共3課
3星期課程，每課3小時，共6課

學 術寫作技巧課程
港幣$4,580

18小時

7月/ 8月

S5
S6

重點教授如何在英語寫作時運用批判性思維、組織意念、運用
引言及論句組織段落、撰寫引人入勝的引言和結論及編輯文章
內容的技巧，以撰寫具說服力的文章，於日後在大學撰寫學術
文章大有幫助。

自信說英語
港幣$2,850

9小時

7月/ 8月

S3
S4

課程將提升你的構思及發表演說的能力和信心。
透過指導活動，改善會話流暢度、語調、運用身體語和
傳意技巧，更可擴闊詞彙及學習不同的英語句式。
你將進行資料搜集及學習如何準確流暢地表達意見。
1星期課程，每課3小時，共3課

3星期課程，每課3小時，共6課

DSE 演 說 技 巧
港幣$2,850

9小時

7月/ 8月

S5
S6

課程助你提升演說技巧，以應付校本評核（SBA）及學術
上的需要。你會學習如何構思及自信地發表一篇三至
五分鐘的演說、運用適當的聲調和身體語言配合演說
內容，並有效地組織意念，引起聽眾共鳴。透過指導
活動，你可改善演說的流暢度和準確度，讓演說更
自然，並擴闊詞彙。
3星期課程，每課3小時，共3課

趣味英語課程
升中預備課程
港幣$4,580

18小時

S1
7月/ 8月

課程有助學生順利過渡升中這個
階段。課程圍繞中一科目，探索旅遊
及環境等生活化主題。透過個人、
一對一、小組及全班的指導課堂
活動，鼓勵同學在輕鬆自然的氛圍
下以英語溝通。
你將
• 學習於不同情境下所需的語言技巧

港幣$4,580

2或3星期課程，每課3小時，共6課

S2
18小時

7月/ 8月

你需策劃重拍一齣電影、發表向潛在
投資者介紹電影大綱的口頭報告，以及
撰寫影評。你將要撰寫各類型以罪案為

EW

意見

光影神探

N

• 擴闊詞彙及學習以有趣手法延伸

N

• 建立與別人合作及交流的技巧

EW

• 改善演說時的發音和聲調

虛擬世界

港幣$4,580

S3
S4
18小時

7月/ 8月

題的文章，藉此增強使用不同體裁寫作

你會活用創意和新學的詞彙，與同學合力

的能力。

設計一款全新的電玩產品。

你將

你將

• 學習在進行專題研習時如何提出己見、

• 學習怎樣在設計電玩產品的過程中提出、

與別人討論和比較不同想法
• 學習與罪案、公義、公民三者有關的
詞彙
• 重溫和練習用以敘事的英語文法
• 鍛鍊有助撰寫故事、影評和新聞報道的
寫作技巧

討論和比較不同觀點
• 學習撰寫檢討書和介紹產品概念所需的
詞彙和語言技巧
• 學習相關詞彙和整理論據，以進行有關
人工智能的辯論
• 提升自信和加強以英語報告的技巧

• 學習整理和介紹電影大綱的秘訣
2或3星期課程，每課3小時，共6課

3星期課程，每課3小時，共6課

為何報讀我們的英語課程?
學 前、幼 兒 及 小 學 課 程

1

報名詳情
參加英語入學試 1 或拼音評核試 1

互動教學，配合趣味及生活化主題的課堂活動，全面提升

小一至中六、IELTS 全方位應試課程、IELTS Coach 應試攻略課程及劍橋英語考試應試攻略
課程的新生，必須於金鐘或尖沙咀顧客服務中心參加英語入學試。英語拼音課程（K2 – P1）

英語技巧

的新生，必須於金鐘顧客服務中心參加拼音評核試。你可親臨參加，或於所選的考試日期前

為新學年作好準備

14 天於網上www.britishcouncil.hk /english/book-course 或致電 2913 5100 預約。

裝備孩子，培養他們在二十一世紀所需的生活技能

費用：港幣$90（已繳款項恕不退還）。請以易辨事或信用卡支付，支票及現金恕不接受。

導師均經驗豐富，擁有國際認可教學資歷

如報讀劍橋英語考試應試攻略課程的學生有意申請豁免英語入學試，請與我們聯絡。

中學課程

2

由經驗導師面對面教學
重點訓練學生的英語技巧，提供定期考試習作，
為DSE作好準備

報讀課程
新生（或英語入學試成績已過六個月的學生）可親身前往金鐘或尖沙咀顧客服務中心、
傳真至2913 5102 或郵寄表格至金鐘顧客服務中心報名。

設指導活動助學生提升創意、批判思維及溝通技巧

請於本會網頁：www.britishcouncil.hk/english/book-course 下載報名表格及了解付款

報讀優惠

方法。
課程詳情及時間表：www.britishcouncil.hk/english/courses-holiday

預早報讀優惠（2019年5月31日截止）

1,3

新生

現正就讀學生

報讀一項課程

92 折

92 折

報讀兩項課程

兩項課程均享85折

兩項課程均享8折

報讀三項或以上課程

首兩項課程85折
第三項或以上課程8 折

所有課程均享8折
4

推薦計劃 2,3
現正就讀學生成功推薦新生報讀，雙方均可獲港幣$25 Starbucks 禮券。

免息分期計劃

3

憑指定信用卡可享高達十二個月學費免息分期。

1. 優惠不適用於報讀「樂與學」英語 蒙課程、英語拼音課程（27小時）、家長英語拼音班、IELTS Coach 應試攻略課程、
IELTS 全方位應試課程及IELTS 模擬考試+一對一評估，亦不能與其他優惠及折扣同時使用。「現正就讀學生」指已報讀
2019年2月學季（包括在2019年5月學期開課之學生）。
2. 此推薦計劃不適用於報讀「樂與學」英語 蒙課程、英語拼音課程（27小時）、家長英語拼音班及IELTS 模擬考試+一對一評估。
有關IELTS 全方位應試課程及IELTS Coach 應試攻略課程的推薦禮品，請參閱本會網站。
3. 受條約及細則約束，詳情請瀏覽 www.britishcouncil.hk/english/why-study/special-offers。

英語教學中心

顧客服務中心

尖沙咀
英國文化協會
九龍尖沙咀麼地道18 號建泉大廈2 樓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
星期六
星期日
公眾假期

金鐘
英國文化協會
香港金鐘法院道3 號英國文化協會3 樓

黃埔
黃埔宣道小學
九龍紅磡黃埔花園德豐街21號

金鐘
香港金鐘法院道3 號英國文化協會3 樓

尖沙咀
九龍尖沙咀麼地道18 號建泉大廈2 樓

沙田
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新界沙田銀城街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
星期六及日
公眾假期

荃灣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新界荃灣大壩街2 號

查詢 2913 5100 / enquiries@britishcouncil.org.hk

上午9時30分至晚上9 時
上午9時30分至晚上6 時
休息

網址 www.britishcouncil.hk/english

4. 第三項或以上課程之8 折優惠是以最低價錢之課程計算。
英國文化協會深信所有孩子均有其獨立潛能，同為社會之珍寶。本會遵守於1989 年訂立的《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19 條
（goo.gl/ZHBA1S）：所有兒童均有權避免受到任何傷害。

上午9時至晚上8時 30分
上午9時至晚上6時
上午10時至晚上6時
休息

1. 英語入學試及拼音評核試成績有效期為六個月。
2. 英國文化協會將保留更改小冊子內的資料之權利，而不作任 何事前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