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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垂注:
英國文化協會 2014 暑期英語課程
學前及幼兒英語課程
課程名稱

課程簡介

課程長度

歲半至三歲幼兒「樂與學」啟蒙

家長及孩子將於七月與小熊一同野餐和參與探索

9 小時

課程(7 月、8 月)

大自然的活動。而八月份則潛入深海，接觸奇妙
的海洋生物。

K1 英語拼音起步班 (7 月) 1

孩子將集中學習英語的節奏和發音，藉此培養他

全新課程

們對英語的興趣，並理解在英語會話中字母與發

9 小時

音的關係。
K1 快快樂樂上學去! (8 月)1

孩子在特別為幼兒設計的課室輕鬆愉快地學習英

9 小時

語，導師將透過一連串有趣互動的活動激發孩子
想像力，並培養他們學習英語的興趣。
K2 海洋漫遊 (7 月) 2

透過充滿詩意的故事帶領孩子漫遊海洋，認識鯨

18 小時

魚、海象和其他千奇百趣的海洋生物。重點提升
會話及聆聽技巧。
K2 童話故事學英語 (8 月)2

透過閱讀童話故事、角色扮演和手工藝等課堂活

18 小時

動，提升孩子的會話及聆聽技巧。
K2-K3 幼兒趣味英語拼音班(7

課程旨在幫助孩子理解英語會話中的字母與個別

月、8 月) 2

發音的關係，讓他們閱讀及拼出適合他們年齡學
習的詞彙。課程糅合了「字母與發音」(Letters
and Sounds) 及「快易拼音」(Jolly Phonics) 兩大
學習系統的優點。幼兒高班的學生如曾修讀拼音
課程需參加拼音評核試。

1此課程只接受於

2014 年 8 月 31 日或之前已年滿 3 歲的學童入讀。

2家長可於課程完結前體驗孩子的上課實況。

1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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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3 小一入學面試技巧(7 月、8

著重加強會話技巧，協助助孩子預先熟習及理解

月) 2

小一入學面試時可能被問及的題材，包括家庭、

9 小時

學校、興趣及家居環境等。
K3 叢林奇兵 (7 月) 2

帶領孩子勇闖叢林野生動物園，他們一起收拾行

18 小時

李箱，起行及追尋野生動物的足跡！冒險之旅旨
在培養孩子的的閱讀、寫作、聆聽及會話能力。
K3 朗誦與戲劇(7 月、8 月) 2

孩子將會參與一套短篇話劇的演出並負責各個準

18 小時

備部分，包括製作道具、練習聲調及動作，親身
經歷戲劇的製作過程。於課堂完結前，孩子會演
出這套短篇話劇，以展示他們的學習成果。
K3 最炫的巨人 (8 月) 2

課程重點改善孩子的閱讀、寫作、聆聽及會話技

18 小時

巧，讓孩子享受學習詩歌及英語發音的樂趣。
K3 劍橋英語:基礎第一級

協助孩子在國際認可的劍橋英語：基礎第一級

(STARTERS)應試攻略課程(7

（Starters）中考取佳績。課程由專業的資深導師

月、8 月)

精心編寫，他們對考試均具豐富經驗及深厚認

24 小時

識。內容與孩子現時修讀的英語課程相輔相成，
透過具挑戰性及互動的活動，讓孩子可以輕鬆地
預備考試，事半功倍。

小學英語課程
課程名稱

課程簡介

課程長度

P1 升讀小學預備課程(7 月) 2

透過會話及寫作活動提升孩子的溝通技巧，經驗

18 小時

豐富的導師會協助孩子輕鬆升讀小學。
P1 英語全方位課程(8 月) 2

導師跟孩子一同到訪北極參與奇妙的旅程，以培

18 小時

養他們的閱讀、寫作、聆聽及會話技巧，並適應
小學的學習模式。
P1-P2 趣味英語拼音班(7 月、8

課程旨在幫助孩子理解英語會話中的字母與個別

月) 2

發音的關係，讓他們學習閱讀及拼出適合他們年
齡學習的詞彙。他們亦會學習組織句子及英文字
的多種串法。

1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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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 英語技巧強化課程(7 月) 2

透過兩個不同類型的故事，並與其他小朋

18 小時

友合作，一起探索當中的主題，旨在加強
孩子運用會話及寫作的技巧。
P2 英語全方位課程(8 月) 2

閱讀英語故事著作，於學習過程中全方位

18 小時

提升聆聽、會話、閱讀及寫作技巧。
P3-P4 寫作技巧課程(7 月、8

孩子從起草、分析及修訂三大寫作元素學

月) 2

習編寫六種不同的文體，從而改進寫作技

18 小時

巧。
P3-P4 英語技巧強化課程(7 月)

課堂活動包括角色扮演、小組討論、製作

2

簡報及編寫報告、故事及詩歌等文體，著

18 小時

重教授及提升重要的文法技巧，並認識相
關詞彙。
P3-P4 朗誦與戲劇(7 月、8 月) 2 重點提升學生的溝通技巧、英語流暢度、

9 小時

說話語調、聲線投射及姿態與動作等，引
領學生投入戲劇世界。
P3-P4 英語全方位課程(8 月) 2

課程透過驚險刺激的主題引發孩子的好奇

18 小時

心、想像力及冒險精神，藉此改善他們的
會話、寫作、閱讀及聆聽技巧，並加強文
法技巧和對相關詞彙的認識。
P5-P6 英語技巧強化課程(7 月)

孩子將與其他同學合作製作大型及具挑戰

2

性的專題習作，從中練習閱讀、寫作、聆

18 小時

聽及會話技巧。
P5-P6 辯論技巧(7 月、8 月) 2

想了解激烈辯論過程的孩子必定喜愛此課

9 小時

程！孩子將學習筆記重點、仔細聆聽及回
應對方論點等技巧，並練習運用正規英語
及短詞，以提出具建設性的意見。
P5-P6 寫作技巧課程(7 月、8

探索和撰寫六種不同文體，學習如何規

月) 2

劃、分段、編排和改進自己的文章，有助
理解寫作的要訣，成為一個成功的小作
家。

18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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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P6 英語全方位課程(8 月) 2

與同學一起製作大型專題習作，訓練批判

18 小時

性思考，學習真實生活環境中常用的英
語，並運用相關的文法及詞彙。
P1-P6 劍橋英語考試應試攻略課

助孩子在國際認可的劍橋英語：基礎第一

程(7 月、8 月)

級（Starters）、基礎第二級

24 小時

（Movers）、基礎第三級（Flyers）、證
書第一級校園版（KET for Schools）及證
書第二級校園版（PET for Schools）中考
取佳績。課程由專業的資深導師精心編
寫，他們對考試均具豐富經驗及深厚認
識。內容與孩子現時修讀的英語課程相輔
相成，透過具挑戰性及互動的活動，讓孩
子可以輕鬆地預備考試，事半功倍。
課程包括：


劍橋英語：基礎第一級（Starters）應
試攻略（小一至小二）



劍橋英語：基礎第二級（Movers）應
試攻略（小二至小五）



劍橋英語：基礎第三級（Flyers）應
試攻略（小三至小六）



劍橋英語：證書第一級校園版（KET
for Schools）應試攻略（小五至小
六）



劍橋英語：證書第二級校園版（PET
for Schools）應試攻略（小五至小
六）

中學英語課程
課程名稱

課程簡介

課程長度

S1-S2 英語全方位課程(7 月、8

透過富挑戰性的專題活動，如神秘故事及

18 小時

月)

電影製作，改善英語會話、聆聽、閱讀及
寫作技巧

S1-S2 辯論技巧(7 月、8 月)

對激烈辯論過程布興趣的同學，將學習筆
記重點、仔細聆聽及回應對方論點等技
巧，並練習運用正規英語及短詞，以提出
具建設性的意見。

9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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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S2 少年小作家(7 月、8 月)

同學會藉著撰寫不同文體，練習做筆記、

18 小時

擬訂大綱、起草、修訂文章等重要的寫作
技巧，從中思考注重整個寫作過程，並掌
握寫作和修改文章的要訣。
S1-S2 劍橋英語考試應試攻略課

助孩子在國際認可的劍橋英語：證書第一

程(7 月、8 月)

級校園版（KET for Schools）及證書第二

24 小時

級校園版（PET for Schools）中考取佳
績。課程由專業的資深導師精心編寫，他
們對考試均具豐富經驗及深厚認識。內容
與孩子現時修讀的英語課程相輔相成，透
過具挑戰性及互動的活動，讓孩子可以輕
鬆地預備考試，事半功倍。
課程包括：


劍橋英語：證書第一級校園版（KET
for Schools）應試攻略 (中一至中二)



劍橋英語：證書第二級校園版（PET
for Schools）應試攻略 (中一至中二)

S3-S4 少年小作家(7 月、8 月)

學生將更有自信地寫出各式各樣的文章，

18 小時

並掌握寫作過程的要訣。課程包括專題活
動，導師亦會就同學的寫作技巧給予具建
設性的建議，培養他們成為成功的作家。
S3-S4 新高中英語技巧課程(7

課程內容對應新高中英語課程的選修單

月、8 月)

元，涵蓋不同的文體，如詩歌、戲劇、流

18 小時

行文化、短篇小說及體育資訊等。
S5-S6 DSE 應試課程(7 月、8

課程透過專題訓練及練習讓同學掌握應試

月)

策略及加強相關英語技巧。精心設計的教

18 小時

材學習過程充滿挑戰，引發你的學習興
趣。導師亦會為同學提供指導及改善建
議。
S5-S6 學術寫作技巧課程(7

課程講解撰寫學術文章的重要元素，提升

月、8 月)

你對學術文章的認識。同學將學到批判性
思維、構思和組織意念、分段及編輯的有
效方法，適合即將入讀大學的學生報讀，
為寫作學術文章作好準備。

18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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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S6 IELTS 應試技巧課程(7

這個 54 小時的課程提升你的英語能力，並

月)

著重鍛鍊應試技巧及教授考試竅門。課程

54 小時

會全面講解及操練各考卷所需的語言技巧
及策略。
課程適合 16 歲或以上的人士就讀。
S5-S6 IELTS 應試技巧單元課程 專為香港學生而設，包含四個單元 ─ 會
(7 月、8 月)

6-24 小時

話、閱讀及聆聽、寫作一及寫作二。可選
擇修讀整個課程（四個單元，每個單元各
6 小時），或按個人需要選擇特定的單
元。
課程適合 16 歲或以上的人士就讀。

S5-S6 IELTS 模擬考試(7 月、8

在本模擬考試，你將會獲得 IELTS 考試的

月) 全新課程

模式給你真正的應試體驗，包括聆聽、學
術閱讀、學術寫作及會話模擬考試。你會
獲 IELTS 專業導師為你提供一對一模擬考
試評估及改善建議，大大提升應試表現。
課程適合 16 歲或以上的人士就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