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國際音標拼音及會話課程
本課程有系統地教導同學掌握 38 個際音標及拼音方法，使他們能誦讀字典上註有音標的所有英文生字。
「能讀」、「能聽」、「能講」、才「能寫」，學英語必事半功倍。
本課程並教授日常生活實用英語對話及小組討論，增強英語應對的自信心，改善溝通巧。本課程有下列
三班，適合不同程度同學參與：
上課日期及時間：
每週一節，每節 1.5 小時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學費

全期 4 節，共 6 小時
小學組

每月新班

初中組

每月新班

高中組

每月新班

開課時間：每月第一個星期六或日

逢星期日
下午 2 時至 4 時

$400

逢星期日
下午 4 時 30 分至 6 時

$450

逢星期六
晚上 7 時 至 8 時 30 分

$500

2. 新高中文憑試(HKDSE)Oral訓練課程
訓練詳情：
本課程特為應屆新高中文憑試(DSE)同學而設，旨在於文憑試前有效率地教會同學會話應試之技巧。課程由教
文憑試英文班多年的 本地老師及外藉老師所任教，歷屆參加同學各項公開試合格率逾 95%，優良亦逾 57.8%
訓練內容：
1. Discussion Skills

2. One-minute Individual response & discussion topics

Interaction

A. Careers activities

1. Making a meaningful contribution

B. Clubs

2. Getting started

C. Commerical topics

3. Giving your opinion

D. Exchange students

4. Showing agreement

E. General advice

5. Showing disagreement

F. Argumentative

6. Turn-taking

G. Health/fitness

7. Responding to questions

H. Improving service

8. Asking for information

I. Jobs

9. Asking for clarification

J. Langusge Learning

10. Encouraging quiet candidates

K. Outings

11. Contributing regularly without dominating

L. Parties

12. Interrupting a talkative candidate

M. Planning projects

13. Staying on topic

N. Pollution

14. Summarising the discussion

O. Problems at school

Things you must not do during the discussion

P. Promotions

Things you must do during the discussion

Q. Social problems
R. Social service
S. Special days/weeks
T. Talks/advice
U. Tourism, Travel

Part A Group Discussion
Candidates will work together on the assigned discussion task. This may involve them in:
-

expressing, eliciting and responding to ideas, opinions and feelings;

-

asking for and giving clarification;

-

supporting and developing each other’ s views;

-

summing up the points made; and

-

redirecting the discussion of necessary.

Part B One-minute Individual response
After the group discussion, each candidate will need to interaction individually with an examiner and respond
to the examiner’ s questions which will be based on the group discussion task. The examiner will ask at least
one question besides follow-up questions.

我如何取得Oral A成績？
專訪周玉清同學
相信，每位同學均會希望得到會考英語口試 A Grade 的成績！但當中關鍵如何？下文盼可為你解開疑團！ 從未
過想過 A Grade。
周玉清同學，是「暢達教育中心」2009 年度英語精修課程的畢業同學，據她說，最初考罷 Writing 三卷後，自
己已按老師教導，順利作答卷一至卷三所有題目，自信有機會取 C 級成績，自己在頣成績中上，從來未有想
過可以得到 B 或 A Grade，因為上述兩級別，每年全港只有少於5%學生得到。然而，考罷會考後，於 5 月 20
日接到「暢達教育中心」之暑期特刊，看到中心特別為應屆同學安排之「會考口試訓練」課程，知道該課程 會
有系統訓練口試 Part A 及 B 之技巧後，因為她較少「小組討論」的訓練，對不少 Topic 的生字的正確發音 及表
達也不大有信心，最重要是會考後，很難找到志同道合的同學一同訓練，為免 Oral 因欠缺練習而生疏，故抱嘗
試心情報讀課程。
精密訓練，直至考試當日
她參加了由蕭 Sir 負責之「口試精密訓練課程」後，發現此課程除了課程內容非常實用，針對會考需要外，該
課程的上課的形式非常之適合她，此課程的特點有二：
1.

每天多組訓練，每週五天上課：
此課程由 5 月 23 日至 6 月 30 日期間，週一至週五每日均安排 5 小時共 3 組之訓練(A 組：5 時至 6 時 30
分； B 組：6 時 30 分；C 組：8 時至 10 時)；因她的考試日於 6 月 9 日，如上一般外間學頣每星期一或
兩節之口試 班，約只有 4 至 5 次訓練機會，然而，此課程可讓同學於試前自由每日上課，每日三組之內
容均不同，學生可 靈活選一組至兩組(甚至 3 組)參加，那末她便可於試前有 19 天之精密訓練，在中心應
付不同程度之對手，她 的會話技巧及信心自然大增。

2.

Mock Exam 兩次，考試當天密操練 4 小時
6 月 19 日考試當日，周同學考 6 時 30 分，謔場於葵顓，蕭 Sir 安排同學於 1 時至 5 時，在中心作最後之
模擬 考試，猶記當日同學有點戰戰兢兢，但在 4 小時的取後操練下，自然駕輕就熟。

周同學謙遜地認為自己 Oral 取得 A 成績是僥倖，也由於卷四的優異成績，便英文科總體成績為 A(2)。藉此，
他順利報讀了於佐敦一間名女頣讀 F6，她最後寄語本年應考的所有同學：
「切勿放鬆，應儘量參加上述口試訓
練精密課程，爭取訓練機會，直至考完 Oral 為止！

會考Oral，寸土必爭
專訪黃仲倫同學
每當同學看到「會考成績通知單時，不少同學均會有點詫異，他們會問：
「卷一至卷三均考 F，能否憑口試力頌
狂 瀾，取回合格的成績？ 一次很難得的機會，透過中心的安排，我們能夠訪問到上述會考通知頟的「主人」黃
仲鞌頣友 – 暢達教育中心 2006 年之會考課程學生。
落筆打三更
「我記得我去年考罷卷 III 聆聽時，由於聽不懂很多題目，自己已打定輸數『肥佬』
；考卷 I 作文時，不夠時間按
蕭 Sir 指示 Check 卷，Proofread 自己的錯誤；卷 II 的 Matching 及填充更漏空了沒有做。完成英語首 3 卷後，
我已萬念俱灰，想放棄考卷 IV 口試，因為『橫掂都肥…』」當憶述去年會考情況時，黃校友七情上面，彷彿一
切在昨日發生。
不要看輕口試
幸好！有一天，蕭 Sir 致電我回中心考模擬口試，我告之不欲再考，蕭 Sir 卻耐心勸我之下，因為首 3 卷考得差
的同學全港多的是，每年英文科總分只要有 40 分便可及格。由於會考英文科及格率要維於逾 60%水平；故此
只要在卷 IV 口試考得好，也可以拉到及格或更好的成績，絕不可看輕此 18 分！
努力衝刺
我己考過 4 次會考，若再失敗，真的不知有沒有勇氣考第 5 次，故此，在蕭 Sir 力邀下，我參加了蕭 Sir 於 5
月下旬至 6 月下旬舉辦之口試訓練，由於該課程由週一至週五 2 時至 10 時均有訓練，而我的考試日期於 6 月
21 日，為了收復失地，我決定由 5 月 25 日起，每週 4 晚，每次 3 小時的強迫自己作密習式訓練。蕭 Sir 曾取
笑我的出席率比他還高呢！結果，我在 Role Play 及小組討論技巧有顯著的進步。
考試當日，我先自我介紹，以曾經練習的 Pattern 向 Examiner 1 提問，她笑著並暢快地回答我，令信心大增，
結果取得 D 的成績，真是一把汗。這個成績還把英文科的總分拉高至 E Grade，也由此時起，我脫離「會考重
讀生」的行列了！總之，如果大家英語科首 3 卷有像我一樣的遭遇，切不可放棄；反之要加倍努力！不要看輕
口試 18 分的威力！
口試精密訓練
聽罷黃同學的肺腑之言，希望各位未考口試的同學，切記要努力衝刺這會考最後一關！
「新高中文憑試口試訓練」學些什麼？ 訓練內容：
1.

學習擬寫 24 種不同處境(Situation)及 72 條常見的問題類形；

2.

學會流暢掌握回答 1 分鐘 Individual response 之技巧，共 30 個不同的題目類形；

3.

掌握小組討論中，14 種開韙討論、插入、澄清、面對挑戰、應付質詢及結束小組討論之技巧；

4.

學會 20 個會考常考之口試小組討論題目及處境和約 1000 生字(Vocabulary)

3. 第七屆 DSE 英語 Oral 試前密集訓練課程
(4 月 18 日 - 5 月 10 日)
本中心乃本港少數專門訓練學生英語的專業機構，深受各中學老師讚譽及轉介學生修讀本中心課程。文憑試
將至，本中心均舉辦密集訓練課程，讓有意於最後階段改善自己英語水平的同學，能取得英文科合格或優良之成
績。此課程精要地預測本年度英語科的熱門題目及文體，精要地訓練同學作答及取分技巧，過往參加此課程的同
學，合格率達 100%及能取得比修讀前高一至兩分的成績；取 4 分的同學逾 53%，如你希望成為他們其中一
個，請細閱下列詳情：

個人短講

小組討論

訓練

訓練

模擬考試

理想的 DSE Oral
成績

Paper IV 口試精密訓練
日期

星期一至五

星期六及日

Class A

2 – 3:30pm

3:30 – 5pm

Class B

3:30 – 5pm

5 – 6:30pm

課堂

i.

上課日期：2017 年 4 月 18 日(二)至 5 月 10 日(三)，共 23 天，同學可揀選任何 10 天參加。

ii.

費用：600 元(10 天訓練)

iii. 每堂訓練均提供 CD 教材，讓同學課後練習。
iv. 上述訓練，每堂均由本中心資深導師負責，以小組形式進行，同學可自選上課日期進行各訓練課節均有
獨立主題，絕不重複。同學均有深入訓練個人短講及以令英文科改變一至二個級別，同學們萬勿忽視。

上述訓練均為應屆同學而設，盼望你爭取機會參加，不要自我放棄或忽視英文科，因為英文科成績能否合格或
優良，對你的前途影響至深，請給自己的英文科改進一個機會。如對上述課程有任何疑問，請致電 2602 1470
查詢，本中心職員會詳細為你解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