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E英文操卷及考試技巧班

劍橋試題研習班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ESOL Examinations
Starters :

$3,450/12堂
不包含考試費$900, 教材費$300

適合對象為 低班至小一 學生

Starters: A班 : (四)&(五) 14:30-16:00 (22/7-27/8)
B班 : (一)&(三) 11:15-12:45 (19/7-25/8)
C班 : (一)&(三) 09:30-11:00 (19/7-25/8)

適合 升中五/中六 的學生
DSE A班 : (一)/(二)/(三)
09:00-11:00 / 11:00-13:00
B班 : (一)/(三)/(四)/(五) 14:00-16:00 / 16:15-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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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課程

地址：荃灣南豐中心8樓825室(電話:2493-3066)

共6堂, 每堂兩小時 共$2,190
C班 : (三)&(五) 16:15-18:15

共$3,990/12堂

Mind Mapping 訓練班
(由外藉老師教授)

Movers :

$3,050/8堂
不包含考試費$900,教材費$350

適合對象為 低班至小三 學生

14:00-16:00
16:15-18:15
10:00-12:00

Movers A班: (四)&(五) 29/7 - 20/8
B班: (四)&(五) 29/7 - 20/8
C班: ( 一 )&(三) 26/7- 18/8

Flyers
適合對象為 小四至小六 學生

$3,200/5堂
不包含考試費$900,教材費$350

Flyers A班 : (日) 18,25/7,1,8,15/8
B班 : (一)&(五) 19,23,26,30/7,2/8
C班 : (一)&(五) 19,23,27,30/7,2/8

KET / KET FOR SCHOOLS
適合對象為 小四至中一 學生

$3,900/6堂
不包含考試費$1500,教材費$350

上課日期 : (一)&(五) 19,23,26,30/7,2,6/8
(日) 18,25/7,1,8,15,22/8
(一)&(三) 19,21,26,28/7,2,4/8

PET / PET FOR SCHOOLS
適合對象為 小五至中一 學生

14:00-17:00
10:00-13:00
14:00-17:00

14:00-17:00
10:00-13:00
09:30-12:30

$3,900/6堂
不包含考試費$1500,教材費$350

上課日期 : (一)&(三) 19,21,26,28/7,2,4/8
(四)&(五) 22,23,29,30/7,5,6/8

09:30-12:30
13:30-16:30

Genius Student

~ Learn 2 Learn

Summer Course
> Discover the study skills & secrets of Master Learners
> Master your mind, master your life
> 12 hours customized student course
> Proven applica ble skills & knowledge
>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that improves results
> Improve: memory, learning, thinking & creativity
> Reduce: stress, anxiety & weak results
Workbook included, certificate upon completion [12hrs+hw]
4/8-27/8 Every (Wednesday) and (Friday)
> 09:00-10:30/11:00-12:30/13:00-14:30
$3000/8 lessons

IELTS試精修班

升讀年級

星期 (*選一)

小三至小四

(二) 14:00-15:30 / (三)/(五)15:00-16:30

小五至小六

(二)11:45-14:15 / (五) 15:00-16:30
(六) 15:45-17:15

收費
$1,760/6堂
$1,760/6堂

中一至中三

(二) / (四) 12:00-13:30
(六) 15:45-17:15

$1,890/6堂

中四至中六

(二)/(三) 11:45-13:15

$1,920/6堂

英語會話班(由外藉老師教授)
升讀年級
低班至高班

星期 (*選一)
（一)/(二)/(三)/(五) 09:30-10:30 / 10:45-11:45
(三)/(四)14:00-15:00 / 16:15-17:15

小一至小三

(一)/(二)/(五)10:30-11:30 / 11:45-12:45
(二)/(四)/(五) 16:00-17:00 / 17:00-18:00

小四至小六

(一)/(三)/(五) 11:15-12:15
(四)/(五)/(六) 14:00-15:00

中一至中三
中四至中六

(一)/(二) 11:45-12:45 / (四)/(五)16:15-17:15

(四)/(五) 15:15-16:15 / 17:15-18:15

收費
$1,190/6堂
$1,190/6堂
$1,190/6堂
$1,320/6堂
$1,920/6堂

英文拼音班(由外藉老師教授)

> 由中學經驗導師兼閱卷員教授
> 適合 所有有興趣考核IELTS試 的學生
IELTS A班 : (三) & (五) 21/7 - 20/8 ;

14:15-17:15

B班 : (一) & (三) 19/7 - 18/8 ;

14:15-17:15

共10堂, 每堂三小時 共 $6,690

> 啟發學生創意, 提高提記憶力和作文能力
> 讓孩子更有系統、更有條理地學習和思考

> 教授發音及拼音方法, 增強拼寫英語單詞的能力
> 適合低班至小六, 分級教學.
星期 (*選一)
升讀年級
收費
低班至高班
小一至小三
小四至小六

(一)/(二)/(三) 10:30-11:30 / 11:45-12:45
(四)/(五) 14:15-15:15 / 15:30-16:30

(四) 15:00-16:30 / (五) 14:00-15:30
(一)/(三) 10:00-11:30 / (四)/(五) 13:45-15:15
(日) 12:30-14:00

$1,190/6堂
$1,760/6堂
$1,760/6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