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碩士

高效英語專家

超人氣英語名師

給學生的話:
給學生的話
人生要經歷無數的考試，但回望過去:
發覺原來: 每一次的掙扎、每一次的堅
持、每一滴的汗水，都是十分值得! 時
間流逝了、機會錯失了、再也聽不到我
的嘮叨了! 驀然回首，發覺不能再逃避
英文，那時候想要拼命地追回! 青匆的
歲月很短暫，人生的黃金學習良機也很
短暫， 讓我們一起無悔地走過! 任何事
情，也不能阻擋我們對學習英文的熱情!
憑著我豐富的英文知識、高效的考試方
法、獨創公式答題、簡易奪分法等，已
經幫助無數學生英文升level，入大學開
展美麗人生! 現在學習無遠弗屆，安在
家中，只需要一部手機或一部電腦就可
以參加我的英文課程! 青春只能活一次，
謹記 NO PAIN NO GAIN! 珍惜現在，
學好英文，掌握未來，不要讓人生有遺
憾! 今天我們一起努力，讓夢想起飛!

Ms. Samantha

IG: samanthachungeng

FB: Samantha Chung English

Samantha的人生規
Samantha的人生規劃
的人生規劃

小四入讀精英班，
高效做完功課同
溫書! 仲有好多
時間睇書、睇電
視同玩 ^^

入到英中後，先
發覺自己有多字
吾識><一日溫60
個生字，努力溫
英文，終於追返
英文全班第一 ^^

中一受一位英文
老師影響，立志
要當一位好老師，
開始努力研究考
試方法^^

順利入讀大學主
修英文及教育雙
學位課程，準備
成為一位好老師
^^

大學一年級，憑
著一本親自撰寫
的筆記，獲一間
中學聘請擔任公
開考試班補習老
師^^

大學二年級到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深造
英文

說得一口流英語
，在幾百個應徵
者中脫穎而出，
獲聘為大學暑期
實習生^^

教學質素備受肯
定，歷任多間中
學、小學、補習
社超20間學校之
英語導師!

HKU完成英文碩
士後，加入補老
師行列! 英文補
習班大受歡迎，
多班一早爆滿!

現在由我幫你規劃未來，
現在由我幫你規劃未來，早一步學好英文
入到理想學科及大學^^
入到理想學科及大學

專科專教
英文正宗
速效信心之選
Samantha
英文課程之特色

港大碩士 高效英語專家 超人氣英語名師

IG: samanthachungeng

Samantha多次獲經濟日報
多次獲經濟日報
TOPick邀請
邀請，教授英文應試技巧
邀請 教授英文應試技巧，
教授英文應試技巧
其高效及生動有趣的教學，廣受
其高效及生動有趣的教學 廣受
同學歡迎，1星期
教學
同學歡迎 星期Facebook教學
星期
片已獲逾6萬人次收看及激讚
片已獲逾 萬人次收看及激讚 !

一級學歷．
一級學歷．高效英文專家
Samantha為香港大學英文系碩士，大學英語教學系榮譽學
士畢業，師承多位香港著名教授，掌握最正宗、最全面、
最高層次的英文知識，屬行內少數同時掌握英語本科知識
及教學法的補習名師。Samantha的學生人數急升，多班常
規班爆滿，其一級英語實力及高效考試技巧，令其課堂深
受同學歡迎。同學們都能在短時間掌握學習英文的竅門，
成績突飛猛進。
會考及高考: Speaking及Writing卷，一Take奪A; 大學期間多
科 獲 得 A 級 成 績 ， 包 括 English Grammar 、 Functional
Grammar、Phonetics & Phonology等科目，精通正統英文文
法要訣，助學生短時間內掌握英文語言系統。
曾往英國著名大學University of Edinburgh深造英語教學技
巧；留學澳洲時更全科取得 High Distinction，英語流利且
發音標準。
屢次為英文DSE公開試擔任閱卷員，清楚了解公開試中的
各項評分要求及準則。極熟悉SBA的取分要訣和鮮為人知
的SBA全港拉分秘密，助同學於DSE英文科佔15%分數的
SBA爭取最高分數， 先贏校內一仗。
香港大學攻讀碩士期間，獲英文寫作學術研究權威指導及
啟發，專注研究香港中學生之英文寫作困難，並編著有關
的學術論文，對學生的英語學習情況具透徹的了解。
曾獲邀為NESTA-SCMP Debating Competition擔任評判，協
助多位名校生提升演說辯論技巧。
超強人氣．
超強人氣．教學實力見證
Samantha多次獲經濟日報TOPick邀請，教授英文應試技巧，
其高效及生動有趣的教學，廣受同學歡迎，Facebook教學
片短短一星期已獲逾6萬人次收看及激讚。
獲邀為最受學校歡迎的《星島日報》，擔任教育版專欄作
家:《英莎萃語》教授同學英文知識及考試技巧。
獲邀擔任學友社全港大型英文科模擬文憑試擬卷者及主講，
被讚試題質素及仿真度極高，和DSE深度一樣。
獲邀為電台節目《奮發時刻DSE》擔任英文科主講嘉賓。
獲 珠 海 學 院 邀 請 出 席 「 多 媒 體 及 傳 播 新 星 Zoom
Conference」，與中學生分享學習英文與新聞傳播。
獲Sony Pictures邀請，與學生一起出席英國文學經典名著電
影《Little Women》首映。
精研英文．
精研英文．高效教學
醉心鑽研英文，自大學二年級開始，教學質素備受肯定，
歷任多間中小學、補習社、職訓局等機構之公開考試及英
語課程導師，實力非凡。
逾10年任教正規中學和補習社的經驗，深明不同程度學生
學習英文的難點，獨創一套英文學習系統，能切合不同能
力學生的需要，令同學能短時間提升英文。
擅長將英文化繁為簡，教學以理解及分析為本，助同學極
速找出題目重點及得分內容，已助無數學生升level奪5**入
大學。 Samantha幫同學重拾學習英文的信心，不少同學連
升3個level入大學。
創意教學．
創意教學．緊貼潮流
每日更新筆記，教學取材緊貼潮流，打破英文科難學、沉
悶的印象，並設有網上YouTube英文教學頻道「Samantha
Chung English Channel」

高效英語專家

你的英文軍師

為什麼要選報
Samantha

因為……

的英文課程?

Samantha 是行內極少有三重必贏經驗(補習+ DSE評分+日校) 的補習老師
Samantha 的教學質素不是一般 非主修英文系 的補習老師可以媲美
Samantha 教你 分析英文學英文不再沉悶，而且可以學得 好容易、
好容易、好輕鬆同好

提防學錯英文，影響一生!
高效學習

Samantha 強調同學上完堂能夠 “學到, 用到, 記到” 助你輕鬆踏上成功之道
考試權威
2019年擔任學友社全港大型英文科模擬文憑試擬卷者及主講，被讚試題質素及仿真度
極高，和DSE深度一樣!
2018年應為電台節目《奮發時刻DSE》擔任英文科主講嘉賓。
Samantha 擅長以簡易方法，協助門生升level及考獲L4/5/5*/5**佳績。

正統英文學歷及多年實戰經驗
正統英文學歷及多年實戰經驗
跟 Samantha 學習正宗
學習正宗英文
正宗英文
高效

準確

全面

必贏

Samantha 專業認真的教學、生動而高效的課堂
深受學生及家長歡迎，學額長期爆滿!

Samantha 創造 DSE 奇蹟，門生輕易升 level 奪55**
神準貼題，快狠準技巧，獨門特訓，成就每一個大學夢!

英文DSE考試權威

教學的滿足，
教學的滿足，就是見證你
們每一個的進步和成長!
們每一個的進步和成長!

Samantha 的完美學習配套，已助無數學生升level
level入大學
level

Case 1:

沙田區英中: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理科很強，但英文成績一直很弱，
最後英文穩奪level 5入中大精算神科!

Case 2:

自修生，同時讀HD ，5個月時間追返
哂所有英文，2升3 ，升level入返大學!

Case 3:

可立中學SEN學生，中六作文原本level 2 ，升4個level!英文總分奪
level 5入HKU Science Education!

Samantha Chung & her Elite Task Force –
2020常規課程
小一及小二課程
FIENGLSAU

40堂

小三及小四課程
FKENGLSAU

40堂

小五及小六課程
FJENGLSAU

SA常規2020_V1

40堂

列印日期:17/08/2020

P1-2 英文常規課程
小一二乃英文建立之關鍵 及早打好基礎
課程深受家長學生歡迎 學額長期爆滿
課程特點:
打好英文文法根基，培養學習英語的興趣
幫助學生建立良好的英語能力及開拓英語思維
課程目標：針對小一二題目，重點教授及重溫，極速提升各卷英文成績
學生個別學習跟進：定期測驗，並直接向家長提供學習進度報告
信心之選：學生英文成績顯著進步，英文總成績甚至升至全班/級第一名
主張有效學習的課堂環境，輕鬆擺脫港式英語(Chinglish)，成功令無數學生成績大躍進
重視和家長及學生溝通，特設課後WhatsApp/Facebook跟進學習情況

全方位教學配套:
【筆記附中文註解】: 為全面照顧不同學習能力的學生，筆記附中文註解及中英對照生
字表，方便同學理解重點及溫習。
【測驗評估】: 定期進行測驗，全面跟進子女學習情況，並以WhatsApp 通知家長溫習
進度

課程內容:
Paper 0:
Grammar & Usage

詞性、時態、可數不可數名詞、介詞、動詞、冠詞、形容詞、代名詞、語氣
助動詞、連接詞、問句、標點、校對技巧、其他常考主題

Paper 1:
Reading Skills

學習目標: 透過閱讀不同主題及文章體裁，掌握以下題目的答題技巧：

Paper 2:
Writing Skills

學習目標: 學習不同文體之格式、句式及用語，掌握以下各種寫作技巧：

速讀技巧、多項選擇題、生字題、指代題、配對題、短答題、長答題、常考
主題中英對照詞彙表

內容建構、故事寫作、書信寫作、記敘及描寫文
句式、主題詞彙
校對及作文常犯錯誤
分析高分文章的寫作技巧

Paper 3:
Listening Skills

多項選擇題、 短答題、聆聽技巧及常考詞彙

Paper 4:
Speaking Skills

發音、 重音、語調、朗讀訓練、 個人回應

SA常規2020_V1

列印日期:17/08/2020

P.1-2英國語文科 Regular Tutorial Course
FIENGLSAU上課時間表
By Samantha Chung & her Elite Task Force
** 適合小一及小二同學報讀 (適合新生、續報同學)

共40堂

上課地點

班別

模式

上課時間

開課日期

旺角校

MK01

Zoom + L

Sat 10:20-11:20 am

12/9

Online Video Learning
Platform

ONL

*學費
(每 4 堂)

視像教材將於 26/9 開始上載, 並於每週三更新。
同學可依照更新日期登入本校網頁收看。
該堂一經開始收看，必須於14天內完成。

$730

符號 L = 導師Samantha Chung現場任教 (Live)
符號 ONL =全Online課堂(Online Video Learning Platform)並由Samantha Chung提供視像教材，筆記可在每期第一堂上課日於報
名分校領取該期筆記，由於筆記數量有限，如分校筆記已派完，同學可由報名日起約5日到報名分校取筆記，或申請順豐到
付服務。詳情請向報名處查詢。
符號 Zoom+L=此時段導師會以Zoom形式同步直播課堂，供同學安坐家中收看，Zoom時段適用於缺席現場班之同學收看

眾多家長及學生留言多謝 Samantha 的教導 ^^
成績大躍
進!

Samantha 學生來自:
九龍禮賢學校、光明英來學校、李陞大坑學校、東涌天主教學校、油麻地天主教小學、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循道學校、華德學校、聖公會主愛小學、鳳溪創新小學、九龍城浸信會禧年小學、九龍塘天主教華德學校、
九龍塘官立小學、九龍塘宣道小學、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上水宣道小學、大坑東宣道小學、大角咀天主教小學、大埔循道衛理小學、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二小學、中
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中華基督教會基慈小學、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馬灣）、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基道小學、中華傳道會呂明才小學、五旬節于
良發小學五旬節靳茂生小學、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元朗商會小學、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天主教柏德學校、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天主教聖華學校、天佑小學、太古小學、北角官立小學（雲景道）、北角循道學校、北角
衛理小學、光明學校、佛教志蓮小學、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佛教林炳炎紀念學校、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佛教黃焯菴小學、李志達紀念學校、沙田官立小學、沙田循道衛理小學、秀茂坪天主教小學、協恩中學附屬小學、和
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拔萃女小學、拔萃小學、東莞工商總會張煌偉小學、東華三院李賜豪小學、油麻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保良局王賜豪（田心谷）小學、保良局朱正賢小學、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保良局雨川小
學、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保良局陳守仁小學、保良局陳南昌夫人小學、保良局黃永樹小學、保良局蕭漢森小學、保良局錦泰小學、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英華小學、迦密愛禮信小學、香海正覺蓮社
佛教正慧小學、香港中國婦女會丘佐榮學校、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香港培正小學、香港培道小學、真道書院、香港道教聯合會吳禮和紀念學校、香港嘉諾撒學校、海怡寶血小學、海壩街
官立小學、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浸信會呂明才小學、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般咸道官立小學、荔枝角天主教小學、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馬頭涌官立小學、高主教書院小學部、啟基學校、國際基
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培基小學、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葵盛信義學校、將軍澳天主教小學、彩雲聖若瑟小學、深井天主教小學、陳瑞祺（喇沙）小學、博愛醫院陳國
威小學、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學校、喇沙小學、循理會白普理基金循理小學、曾梅千禧學校、港大同學會小學、番禺會所華仁小學、華富村寶血小學、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
黃大仙天主教小學、黃大仙官立小學、黃埔宣道小學、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塘尾道官立小學、愛秩序灣官立小學、慈幼葉漢千禧小學、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小學、聖士提反書院附屬小學、聖公會仁立小學、聖公會仁立紀
念小學、聖公會呂明才紀念小學、聖公會李兆強小學、聖公會阮鄭夢芹小學、聖公會奉基千禧小學、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聖公會柴灣聖米迦勒小學、聖公會馬鞍山主風小學、聖公會偉倫小學、聖公會
基恩小學、聖公會基榮小學、聖公會基顯小學、聖公會置富始南小學、聖公會聖安德烈小學、聖公會聖米迦勒小學、聖公會聖彼得小學、聖公會聖紀文小學、聖公會聖約翰小學、聖公會聖雅各小學、聖公會榮真小學、聖公會
德田李兆強小學、聖方濟各英文小學、聖方濟愛德小學、聖母小學、聖匠小學、聖安多尼學校、聖安當小學、聖保祿天主教小學、聖保祿學校（小學部）、聖保羅書院小學、聖若瑟小學、聖若瑟英文小學、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聖博德天主教小學（蒲崗村道）、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聖嘉勒小學、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聖羅撒學校、路德會呂祥光小學、路德會沙崙學校、路德會梁鉅鏐小學、農圃道官立小學、嘉諾撒小學、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嘉諾撒聖心學校私立部、嘉諾撒聖家學校（九龍塘）、滬江小學、瑪利曼小學、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德信學校、德雅小學、寶血小學、寶血會伍季明紀念學校、寶血會思源學校、獻主會小學、鐘聲學校、聖羅撒
學校等 (排名不分先後，全港學校名單太多，未能一一盡錄)

註：
- 為避免浪費及更準確預算筆記數量，請儘早報名，如在開課當日報名/交學費，將有機會未能安排完整筆記及於稍後才能補領，敬請留意。
*此為參考學費，課程學費以教育局所發之收費証明書上的註冊學費為準，有關差額由英皇教育基金會及該科導師資助。 *不足一期將按比例計算。
- 時間表以報名時為準，詳情可向本校查詢。
- 教學進度謹作參考，有機會因應實際需要而改變並在課堂上宣佈
- 詳細課程內容可瀏覽：http://www.kge.hk/tutors

- 同學必須保留收據按所示的時間地點上課，報名後相關資料如有改動，本校將會按報名人所填寫的聯絡電話作個別通知或於課堂上通知。

如因社會狀況、衛生環境或疫情、天氣問題等情況，因而無法在原定時間或地點上堂，本校將會保留權利將課堂安排於《學生服務平台》繼續進行教學，已收取的學費將不會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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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4 英文常規課程
小三四英語乃呈分試關鍵 及早打好基礎
課程深受家長學生歡迎 學額長期爆滿
課程特點:
打好英文文法根基，培養學習英語的興趣
幫助學生建立良好的英語能力及開拓英語思維
課程目標：針對小三四題目，重點教授及重溫，極速提升各卷英文成績
學生個別學習跟進：定期測驗，並直接向家長提供學習進度報告
信心之選：學生英文成績顯著進步，英文總成績甚至升至全班/級第一名
主張有效學習的課堂環境，輕鬆擺脫港式英語(Chinglish)，成功令無數學生成績大躍進
重視和家長及學生溝通，特設課後WhatsApp/Facebook問書熱線

全方位教學配套:
【筆記附中文註解及中英對照生字表】: 為全面照顧不同學習能力的學生，筆記附中文
註解及中英對照生字表，方便同學理解重點及溫習。
【每期第四堂測驗評估】：每期進行測驗，全面跟進子女學習情況，並以WhatsApp
通知家長溫習進度
Samantha 學生來自:
九龍禮賢學校、光明英來學校、李陞大坑學校、東涌天主教學校、油麻地天主教小學、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循道學校、華德學校、
聖公會主愛小學、鳳溪創新小學、九龍城浸信會禧年小學、九龍塘天主教華德學校、九龍塘官立小學、九龍塘宣道小學、九龍灣聖若翰天主
教小學、上水宣道小學、大坑東宣道小學、大角咀天主教小學、大埔循道衛理小學、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中
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二小學、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中華基督教會基慈小學、中華基督教
會基慧小學、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馬灣）、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基道小學、中華傳道會呂明才小學、五旬節于良發小學五旬節靳茂生小
學、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元朗商會小學、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天主教柏德學校、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天主教聖華學校、天佑小學、
太古小學、北角官立小學（雲景道）、北角循道學校、北角衛理小學、光明學校、佛教志蓮小學、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佛教林炳炎紀念學
校、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佛教黃焯菴小學、李志達紀念學校、沙田官立小學、沙田循道衛理小學、秀茂坪天主教小學、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拔萃女小學、拔萃小學、東莞工商總會張煌偉小學、東華三院李賜豪小學、油麻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保良
局王賜豪（田心谷）小學、保良局朱正賢小學、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保良局雨川小學、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保良局陳守仁小學、保
良局陳南昌夫人小學、保良局黃永樹小學、保良局蕭漢森小學、保良局錦泰小學、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英華小學、
迦密愛禮信小學、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香港中國婦女會丘佐榮學校、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香
港培正小學、香港培道小學、真道書院、香港道教聯合會吳禮和紀念學校、香港嘉諾撒學校、海怡寶血小學、海壩街官立小學、浸信宣道會
呂明才小學、浸信會呂明才小學、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般咸道官立小學、荔枝角天主教小學、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馬鞍山循道衛理小
學、馬頭涌官立小學、高主教書院小學部、啟基學校、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培基小學、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基督教宣道會
徐澤林紀念小學、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葵盛信義學校、將軍澳天主教小學、彩雲聖若瑟小學、深井天主教小學、陳瑞祺（喇沙）小學、博愛醫
院陳國威小學、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學校、喇沙小學、循理會白普理基金循理小學、曾梅千禧學校、港大同學會小學、番禺
會所華仁小學、華富村寶血小學、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黃大仙天主教小學、黃大仙官立小學、黃埔宣道
小學、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塘尾道官立小學、愛秩序灣官立小學、慈幼葉漢千禧小學、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小學、聖士提反書院附屬小
學、聖公會仁立小學、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聖公會呂明才紀念小學、聖公會李兆強小學、聖公會阮鄭夢芹小學、聖公會奉基千禧小學、聖
公會油塘基顯小學、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聖公會柴灣聖米迦勒小學、聖公會馬鞍山主風小學、聖公會偉倫小學、聖公會基恩小學、聖公會
基榮小學、聖公會基顯小學、聖公會置富始南小學、聖公會聖安德烈小學、聖公會聖米迦勒小學、聖公會聖彼得小學、聖公會聖紀文小學、
聖公會聖約翰小學、聖公會聖雅各小學、聖公會榮真小學、聖公會德田李兆強小學、聖方濟各英文小學、聖方濟愛德小學、聖母小學、聖匠
小學、聖安多尼學校、聖安當小學、聖保祿天主教小學、聖保祿學校（小學部）、聖保羅書院小學、聖若瑟小學、聖若瑟英文小學、聖若翰
天主教小學、聖博德天主教小學（蒲崗村道）、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聖嘉勒小學、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聖羅撒學校、路德會呂祥光
小學、路德會沙崙學校、路德會梁鉅鏐小學、農圃道官立小學、嘉諾撒小學、嘉諾撒小學（新蒲崗）嘉諾撒聖心學校私立部、嘉諾撒聖家學
校（九龍塘）、滬江小學、瑪利曼小學、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德信學校、德雅小學、寶血小學、寶血會伍季明紀念學校、寶血
會思源學校、獻主會小學、鐘聲學校、聖羅撒學校等 (排名不分先後，全港學校名單太多，未能一一盡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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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
Paper 0:
Grammar
& Usage

Parts of Speech (詞性)
Tenses (時態)
To-Infinitives & Gerunds (不定詞及動名詞)
Prepositions (介詞)
Transitive and Intransitive Verbs (及物與不及物動詞)
Articles (冠詞)
Adjectives & Adverbs (形容詞和副詞)
Modal Verbs (語氣助動詞)
Conjunctions (連接詞)
Phrasal Verbs (片語動詞)
Active & Passive Voices (主動及被動句)
Skills for Proofreading (校對技巧)
Other common topics (其他常考主題)

Paper 1:
Reading
Skills

學習目標: 透過閱讀不同主題及文章體裁，掌握以下題目的答題技巧：

Paper 2:
Writing
Skills

學習目標: 學習不同文體之格式、句式及用語，掌握以下各種寫作技巧

Skimming and Scanning Skills (速讀技巧)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s (多項選擇題)
Vocabulary Questions (生字題)
Referencing Questions (指代題)
Matching (配對題)
Short Questions (短答題)
Long Questions (長答題)
Thematic Vocabulary (常考主題中英對照詞彙表)

Idea building (內容建構)
Story Writing (故事寫作) e.g. picture writing
Letter Writing (書信寫作) e.g. friendly letter, email…
Narrative & Descriptive Writing (記敘及描寫文) e.g. diary, blog…
Sentence Patterns (句式)
Thematic Vocabulary (主題詞彙)
Proofreading & Common Mistakes (校對及作文常犯錯誤)
Analysis of High-scoring Essays (分析高分文章的寫作技巧)

Paper 3:
Listening
Skills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s (多項選擇題)
Short Questions (短答題)
Skills & Vocabulary for Listening (聆聽技巧及常考詞彙)

Paper 4:
Speaking
Skills

Individual Response (個人回應)
Pronunciation (發音)、Stress & Intonation (重音及語調)
English Speech Training (朗讀訓練)

SA常規2020_V1

列印日期:17/08/2020

P.3-4英國語文科 Regular Tutorial Course
FKENGLSAU上課時間表
By Samantha Chung & her Elite Task Force
共40堂

** 適合小三及小四同學報讀 (適合新生、續報同學)

上課地點

班別

模式

上課時間

開課日期

九龍灣校

KB01

Zoom + L

Sun 9:30-10:30 am

13/9

旺角校

MK01

Zoom + L

Sat 2:35-3:35 pm

12/9

荃灣校

TW01

L

Sun 2:20-3:20 pm

13/9

Online Video Learning
Platform

ONL

*學費
(每 4 堂)

$750

視像教材將於 26/9 開始上載, 並於每週三更新。
同學可依照更新日期登入本校網頁收看。
該堂一經開始收看，必須於14天內完成。

符號 L = 導師 Samantha Chung 現場任教 (Live)
符號 ONL =全Online課堂(Online Video Learning Platform)並由Samantha Chung提供視像教材，筆記可在每期第一堂上課日於報
名分校領取該期筆記，由於筆記數量有限，如分校筆記已派完，同學可由報名日起約5日到報名分校取筆記，或申請順豐到
付服務。詳情請向報名處查詢。

Zoom 課堂第一場時間：12/9 開始 逢Sat 2:35-3:35 pm
Zoom 課堂第二場時間：13/9 開始 逢Sun 9:30-10:30 am
(兩場時間課堂內容相同，時間如有更改會於堂上通知)

此時段導師會以Zoom形式同步直播課堂，供同學安坐家中收看，Zoom時段適用於所有班別缺席之同學收看

眾多家長及學生留言多謝 Samantha 的教導 ^^

註：
- 為避免浪費及更準確預算筆記數量，請儘早報名，如在開課當日報名/交學費，將有機會未能安排完整筆記及於稍後才能補領，敬請留意。
*此為參考學費，課程學費以教育局所發之收費証明書上的註冊學費為準，有關差額由英皇教育基金會及該科導師資助。 *不足一期將按比例計算。
- 時間表以報名時為準，詳情可向本校查詢。
- 教學進度謹作參考，有機會因應實際需要而改變並在課堂上宣佈
- 詳細課程內容可瀏覽：http://www.kge.hk/tutors

- 同學必須保留收據按所示的時間地點上課，報名後相關資料如有改動，本校將會按報名人所填寫的聯絡電話作個別通知或於課堂上通知。

如因社會狀況、衛生環境或疫情、天氣問題等情況，因而無法在原定時間或地點上堂，本校將會保留權利將課堂安排於《學生服務平台》繼續進行教學，已收取的學費將不會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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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6 英文常規課程
呈分試乃升中關鍵 “一分”都不能失
課程深受家長學生歡迎 學額長期爆滿
課程特點:
打好英文文法根基，培養學習英語的興趣
幫助學生建立良好的英語能力及開拓英語思維
課程目標：針對呈分試題目，重點教授及重溫，極速提升各卷英文成績
學生個別學習跟進：定期測驗，並直接向家長提供學習進度報告
信心之選：學生英文成績顯著進步，英文總成績甚至升至全班/級第一名，並獲多間名校
面試機會及取錄。
主張有效學習的課堂環境，輕鬆擺脫港式英語(Chinglish)，成功令無數學生成績大躍進
重視和家長及學生溝通，特設課後WhatsApp/Facebook問書熱線

全方位教學配套:
【筆記附中文註解及中英對照生字表】: 為全面照顧不同學習能力的學生，筆記附中文
註解及中英對照生字表，方便同學理解重點及溫習。
【每期測驗評估】：每期進行測驗，全面跟進子女學習情況，並以WhatsApp通知家長
溫習進度
為全面照顧不同學習能力的學生，測驗後會有補底或進階英語能力培訓給你的子女，
包括額外免費針對性練習及網上課堂。
Samantha 學生來自:
九龍禮賢學校、光明英來學校、李陞大坑學校、東涌天主教學校、油麻地天主教小學、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循道學校、華德學校、聖公會主愛小學、鳳
溪創新小學、九龍城浸信會禧年小學、九龍塘天主教華德學校、九龍塘官立小學、九龍塘宣道小學、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上水宣道小學、大坑東宣道小學、
大角咀天主教小學、大埔循道衛理小學、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二小學、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中華基督教
會基法小學、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中華基督教會基慈小學、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馬灣）、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基道小學、中華
傳道會呂明才小學、五旬節于良發小學五旬節靳茂生小學、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元朗商會小學、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天主教柏德學校、天主教聖母聖心小
學、天主教聖華學校、天佑小學、太古小學、北角官立小學（雲景道）、北角循道學校、北角衛理小學、光明學校、佛教志蓮小學、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佛教
林炳炎紀念學校、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佛教黃焯菴小學、李志達紀念學校、沙田官立小學、沙田循道衛理小學、秀茂坪天主教小學、協恩中學附屬小學、和富
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拔萃女小學、拔萃小學、東莞工商總會張煌偉小學、東華三院李賜豪小學、油麻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保良局王賜豪（田心谷）小學、
保良局朱正賢小學、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保良局雨川小學、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保良局陳守仁小學、保良局陳南昌夫人小學、保良局黃永樹小學、保良
局蕭漢森小學、保良局錦泰小學、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英華小學、迦密愛禮信小學、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香港中國婦女會丘佐
榮學校、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香港培正小學、香港培道小學、真道書院、香港道教聯合會吳禮和紀念學校、香港嘉諾撒學
校、海怡寶血小學、海壩街官立小學、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浸信會呂明才小學、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般咸道官立小學、荔枝角天主教小學、軒尼詩道
官立小學、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馬頭涌官立小學、高主教書院小學部、啟基學校、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培基小學、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基督
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葵盛信義學校、將軍澳天主教小學、彩雲聖若瑟小學、深井天主教小學、陳瑞祺（喇沙）小學、博愛醫院陳國威小
學、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學校、喇沙小學、循理會白普理基金循理小學、曾梅千禧學校、港大同學會小學、番禺會所華仁小學、華富村寶血小學、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黃大仙天主教小學、黃大仙官立小學、黃埔宣道小學、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塘尾道官立小學、愛秩序
灣官立小學、慈幼葉漢千禧小學、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小學、聖士提反書院附屬小學、聖公會仁立小學、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聖公會呂明才紀念小學、聖公
會李兆強小學、聖公會阮鄭夢芹小學、聖公會奉基千禧小學、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聖公會柴灣聖米迦勒小學、聖公會馬鞍山主風小學、
聖公會偉倫小學、聖公會基恩小學、聖公會基榮小學、聖公會基顯小學、聖公會置富始南小學、聖公會聖安德烈小學、聖公會聖米迦勒小學、聖公會聖彼得小學、
聖公會聖紀文小學、聖公會聖約翰小學、聖公會聖雅各小學、聖公會榮真小學、聖公會德田李兆強小學、聖方濟各英文小學、聖方濟愛德小學、聖母小學、聖匠
小學、聖安多尼學校、聖安當小學、聖保祿天主教小學、聖保祿學校（小學部）、聖保羅書院小學、聖若瑟小學、聖若瑟英文小學、聖若翰天主教小學、聖博德
天主教小學（蒲崗村道）、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聖嘉勒小學、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聖羅撒學校、路德會呂祥光小學、路德會沙崙學校、路德會梁鉅鏐小
學、農圃道官立小學、嘉諾撒小學、嘉諾撒小學（新蒲崗）嘉諾撒聖心學校私立部、嘉諾撒聖家學校（九龍塘）、滬江小學、瑪利曼小學、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小學部）、德信學校、德雅小學、寶血小學、寶血會伍季明紀念學校、寶血會思源學校、獻主會小學、鐘聲學校、聖羅撒學校等 (排名不分先後，全港學校名
單太多，未能一一盡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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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
Paper 0:
Grammar
& Usage

Skills for Proofreading (校對技巧)
Parts of Speech (詞性)
Tenses (時態)
To-Infinitives & Gerunds (不定詞及動名詞)
Prepositions (介詞)
Transitive and Intransitive Verbs (及物與不及物動詞)
Modal Verbs (語氣助動詞)
Conjunctions (連接詞)
Phrasal Verbs (片語動詞)
Relative Clause (關係子句)
Reported Speech (轉述句)
Active & Passive Voices (主動及被動句)

Paper 1:
Reading
Skills

學習目標: 透過閱讀不同主題及文章體裁，包括articles, short stories, poems等，掌
握以下題目的答題技巧：

Paper 2:
Writing
Skills

學習目標: 學習不同文體之格式、句式及用語，掌握以下各種寫作技巧

Skimming and Scanning Skills (速讀技巧)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s (多項選擇題)
Vocabulary Questions (生字題)
True / False (判斷題)
Referencing Questions (指代題)
Matching (配對題)
Short Questions (短答題)
Long Questions (長答題)
Thematic Vocabulary (常考主題詞彙)

Idea building (內容建構)
Story Writing (故事寫作) e.g. picture writing
Letter Writing (書信寫作) e.g. friendly letter, email…
Narrative & Descriptive Writing (記敘及描寫文) e.g. diary, blog…
Argumentative Writing (議論文)
Thematic Vocabulary (主題詞彙) & Sentence Patterns (句式)
Proofreading & Common Mistakes (校對及作文常犯錯誤)
Analysis of High-scoring Essays (分析高分文章的寫作技巧

Paper 3:
Listening
Skills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s (多項選擇題)
Short Questions (短答題)
Useful Vocabulary for Listening (聆聽常考詞彙)

Paper 4:
Speaking
Skills

Individual Response (個人回應)
Group Discussion (小組討論)
Pronunciation (發音)、Stress & Intonation (重音及語調)
English Speech Training (英文朗誦技巧)

SA常規2020_V1

列印日期:17/08/2020

呈分試成績可達90-100分
分 已幫無數學生入到英中名校
呈分試成績可達
經過Samantha老師多年的悉心教導，各區眾多門生由普
通地區小學考進名校! 呈分試考獲92-98分! 鯉躍龍門，
下一個成功的便是你! 現在努力，就是他日的狀元!
壯元1:屯門區中文小學Ivan
上足呈分試課程每一堂
呈分試平均98分
順利考入聖保羅男女中學
壯元2:紅磡區中文小學Torres
上足呈分試課程每一堂
呈分試平均94-98分
最後一次更獲得100分的
驕人成績
順利考入喇沙書院

壯元3: 沙田區中文小學Javis
上足呈分試課程每一堂
呈分試平均92-98分
順利考入聖保羅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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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份中文小學英文程度淺, 但呈分試郤考得深, 成績可以跌20分, 令不少同學失去升讀英中的機會!
現在應該急起直追, 亡羊補牢! 眾多家長及學生留言多謝 Samantha 的教導, 幫到大量學生升讀英中!

成績大躍進!

成績大躍進!
全級英文成績上
升至頭十名!

喇沙 、德望、 SFA 等小學
考試艱深，但學校課程配
合不到，只靠學生自己本
身的知識一定會不合格!以
下喇沙小學五年級生家長
曾幫兒子報坊間補習班，
但成績沒有進步，十分後
悔沒有一早報讀我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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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 1: 英文程度好差無得追？
英文程度好差無得追？
呢個女仔上年入黎測驗旺角區全班最差，
呢個女仔上年入黎測驗旺角區全班最差，學校英文拎70分
學校英文拎 分! 她都知
道學校程度稍弱，
道學校程度稍弱，我鼓勵她，
我鼓勵她，第一次測驗不緊要，
第一次測驗不緊要，知道自己的程度
，俾心機追，
俾心機追，一定得！
一定得！結果這一年無論現場班，
結果這一年無論現場班，到無奈要上網上班
，zoom堂
堂，她都勤奮地追，
她都勤奮地追，交足功課作文！
交足功課作文！終於，
終於，皇天不負有心
人，她呈分試考到了95.5分的佳績
分的佳績！
她呈分試考到了
分的佳績！英雄莫問出處，
英雄莫問出處，成績代表了當
天的一切努力是值得的！
天的一切努力是值得的！我好感動佢有今日既成績，
我好感動佢有今日既成績，因為她不怕當
初英文差俾人笑，
初英文差俾人笑，花左好多努力入英中，
花左好多努力入英中，現在已經成功了一半已經
是學校top
5%! 相信我的方法，
是學校
相信我的方法，就會輕易成功！
就會輕易成功！

迷思 2: 有直屬中學的學生不需要補英文?
有直屬中學的學生不需要補英文
有直屬中學所以吾駛補英文？
有直屬中學所以吾駛補英文？大錯特錯!
大錯特錯 近年，
近年，好多名校如喇沙、
好多名校如喇沙、
德望、
、協恩、
、民生小學等，
德望、St Paul Convent、
協恩、St Stephen、
民生小學等，好鍾意
收外校生，
收外校生，因為本身自己小學有d同學不夠上進
因為本身自己小學有 同學不夠上進，
同學不夠上進，英文水平不夠，
英文水平不夠，
所以考不上直屬中學！
所以考不上直屬中學！聽下師姐點講，
聽下師姐點講，把握機會，
把握機會，參加我的呈分
試班，
試班，學好英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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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 3: 名校的學生不需要補英文?
名校的學生不需要補英文
SFA學生
學生追回
學生追回9-5月常規班
追回 月常規班,
月常規班 英文進步神速 ^^
從來考英文科係要一早上課備戰!
從來考英文科係要一早上課備戰 一個成功的孩子其實係有
一個有智慧的父母！
一個有智慧的父母！這位媽媽一口氣幫小五的女兒追回8個
這位媽媽一口氣幫小五的女兒追回 個
月的課程，
月的課程，我要告訴你，
我要告訴你，她今天的進步和喜悅是一世的！
她今天的進步和喜悅是一世的！她
因為英文進步了30分
因為英文進步了 分，而考入一間好中學，
而考入一間好中學，是因為你^^
是因為你

迷思 4: 屋企附近沒有合適的現場班所以選擇不上課?
屋企附近沒有合適的現場班所以選擇不上課 現在只需
要一部手機或電腦就可以在家上Zoom課或
課或Online
Video ^^
要一部手機或電腦就可以在家上
課或
另一邊廂，這個來自坪洲的小六女孩，我很
深印象，她來上面試班的時候，我感覺她很
有自信，然後演講後英文沒我想像中的好，
不要緊！我也勸她來上課，但她住得很偏遠！
今天自行派位沒有收到英中的offer，她十分
失落！在Instagram找我求助，說想請我給她
中一派位填表一些意見，也決定要來上課，
追英文，入中一精英班，考更好的成績！這
一切一切已說明太多！別再錯過機會！因為
機會就在今日！如果教育局今日跟你說要拿
學校成績來派位，你會後悔當初你為何不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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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碩士

高效英語專家

超人氣英語名師
Samantha 多 次 獲 經 濟 日 報
TOPick邀請
邀請，教授應試技巧
邀請 教授應試技巧，
教授應試技巧
其高效及生動有趣的教學廣受
同學歡迎，1星期在
星期在Facebook
同學歡迎
星期在
已獲逾6萬人次收看
已獲逾 萬人次收看!
萬人次收看

呈分試成績可達90-100分
分
呈分試成績可達
SA常規2020_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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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6英國語文科 Regular Tutorial Course
FJENGLSAU上課時間表
By Samantha Chung & her Elite Task Force
** 適合小五及小六同學報讀 (適合新生、續報同學)

上課地點

共40堂

班別

模式

上課時間

開課日期

KB01

Zoom + L

Sun 10:35-11:35 am

13/9

KB02

L

Tue 4:30-5:30 pm

15/9

*學費
(每 4 堂)

九龍灣校
$770
旺角校

MK01

Zoom + L

Sat 11:30-12:30 pm

12/9

荃灣校

TW01

L

Sun 3:25-4:35 pm

13/9

沙田校

ST01

L

Fri 4:30-5:30 pm

18/9

銅鑼灣校

CB01

L

Thu 4:30-5:30 pm

17/9

Online Video Learning
Platform

ONL

$800

視像教材將於 26/9 開始上載, 並於每週三更新。
同學可依照更新日期登入本校網頁收看。
該堂一經開始收看，必須於14天內完成。

$770

符號 L = 導師 Samantha Chung 現場任教 (Live)
符號 ONL =全Online課堂(Online Video Learning Platform)並由Samantha Chung提供視像教材，筆記可在每期第一堂上課日於報
名分校領取該期筆記，由於筆記數量有限，如分校筆記已派完，同學可由報名日起約5日到報名分校取筆記，或申請順豐到
付服務。詳情請向報名處查詢。

Zoom 課堂第一場時間：12/9 開始 逢Sat 11:30-12:30 pm
Zoom 課堂第二場時間：13/9 開始 逢Sun 10:35-11:35 am
(兩場時間課堂內容相同，時間如有更改會於堂上通知)

此時段導師會以Zoom形式同步直播課堂，供同學安坐家中收看，Zoom時段適用於所有班別缺席之同學收看

註：
- 為避免浪費及更準確預算筆記數量，請儘早報名，如在開課當日報名/交學費，將有機會未能安排完整筆記及於稍後才能補領，敬請留意。
*此為參考學費，課程學費以教育局所發之收費証明書上的註冊學費為準，有關差額由英皇教育基金會及該科導師資助。 *不足一期將按比例計算。
- 時間表以報名時為準，詳情可向本校查詢。
- 教學進度謹作參考，有機會因應實際需要而改變並在課堂上宣佈
- 詳細課程內容可瀏覽：http://www.kge.hk/tutors

- 同學必須保留收據按所示的時間地點上課，報名後相關資料如有改動，本校將會按報名人所填寫的聯絡電話作個別通知或於課堂上通知。

如因社會狀況、衛生環境或疫情、天氣問題等情況，因而無法在原定時間或地點上堂，本校將會保留權利將課堂安排於《學生服務平台》繼續進行教學，已收取的學費將不會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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