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主要級別試「第一級」
Class For Cambridge Key English Tests
課程目的： 劍橋主要級別考試由劍橋大學考試局(Cambridge ESOL)主辦，是國際
上獲得最廣泛認可的英語考試。這課程適合初中學生或劍橋小學英語
考試第三級(Flyers)考獲十個盾牌或以上成績的小學生報讀，有助改善
學生整體英語能力，達至報考水平。
課程內容：課程分為上、下兩個學期完成，合共 40 小時。
每一個學期共 20 節，每節 1 小時，約需 5 個月完成一個學期。由經
驗豐富的外籍導師任教，並採用地道的英國教材，對學習英語的各
範疇及擴闊國際視野均有莫大的幫助。
導

師︰專業外籍英語導師及 1 位幼兒助理協課

每班人數︰20 人
學

費︰$400 (四堂)

圖像英語拼音 1
Letterland 1
課程目標︰拼音是讓兒童從了解書面上的英文字母與字母讀音的關係來學習
英語的一種方法。本課程採用著名的 Letterland 英語拼音教材，利
用富趣味性及創意的手法引導小朋友認識字母的發音。在奇妙的
Letterland 內，每個英文字母都是一個卡通人物，這不但增加了孩
子對英文字的親切感，而且形象化實物與抽象發音聯繫起來，絕對
有助他們掌握每個讀音和發音技巧。
課程內容︰課程共分為 4 個級別，每個級別 24 節，每節 1 小時。課堂中，外
籍導師配合唱歌、聽故事及遊戲等教學活動，令孩子能愉快地學習
英語拼音。課程由淺入深，
包括︰學習字母(原音及響音)的讀音
識別單詞中的讀音
學習拼讀生字
混音
導

班別

對象

日期及時間

課程內容

KET

適合初中學生或在劍橋小
學英語考試第三級(Flyers)
考獲十個盾牌或以上

逢星期一
5:00-6:00pm

由經驗豐富的外籍導師任教，並採用
地道的英國教材，對學習英語的各範
疇及擴闊國際視野均有莫大的幫助。

●
●
●
●
●

●

每一個學期必須繳付教材費 HK$270(包括書本及課堂習作)
如學員參加劍橋主要級別考試，須另行報名及繳付考試費用。
考試費用或會調整，恕不另行通知。
本堂將會為學員代報劍橋主要級別公開考試。
如小學生報名時須繳交劍橋小學英語(第三級)成績影印本一份，成績須達
10 個盾或以上。
備註: 1.

接受現金或支票付款，不接受期票
支票抬頭請寫：元朗大會堂管理委員會有限公司
2. 學員須自備文具、木顏色及筆記簿

報名地點：元朗大會堂 2 樓 201 室

查詢電話：2476 7771

師︰專業外籍英語導師及 1 位幼兒助理協課

每班人數︰20 人
學

費：$350(四堂)
班別

對象

日期及時間

圖像英語拼音 1
Letterland 1

K1-K3
(Level 1)

逢星期一
4:00-5:00pm

● 另每級必須繳付教材費
●

備註:

HK$250(包括 Letterland 彩色教材及課堂習作各 1 本)

1. 接受現金或支票付款，不接受期票
支票抬頭請寫：元朗大會堂管理委員會有限公司
2. 學員須自備文具、木顏色及筆記簿

報名地點：元朗大會堂 2 樓 201 室

查詢電話：2476 7771

劍橋小學英語幼兒組
Class For Cambridge Juniors
課程目標： 與劍橋小學英語考試第一級(Starters)銜接的幼兒
英語課程。
課程內容： 全期共 40 節，每節一小時，當中涵蓋了 10 個與兒
童生活經驗相關的英語課題，並採用英、美等地優
質的幼兒學習教材，讓 4-6 歲幼童提早接觸劍橋英
語學習系統，為升小學奠下堅實的基礎。
課程結構： 共分 10 個主題，銜接 Starters UCLES 劍橋小學英
語考試課題。

班別

對象

日期及時間
星期五

Juniors 適合 4-6 歲
幼兒組 之幼童

3:30-4:30pm
或

星期六
5:00-6:00pm

1. Magic Words 繽紛字母 2. Number & Shapes 數字與圖形
3. Face & Body 我的身體
4. Animals 可愛小動物
5. Clothes 美麗衣裳
6. Food & Drink 吃吃喝喝
7. Family 我的家庭
8. School & the Classroom 一起上學 9. Transport 在馬路上
10. Sports & Leisure 運動與娛樂
………………………………………………………………………………………………………

劍橋小學英語預備組
Class For Cambridge Pre-Starters

課程目標： 與劍橋小學英語考試第一級(Starters)語
法結構及概念銜接的幼兒英語課程。
課程內容： 全期共 24 節，每節 1 小時，課程包含了
6 個單元題材，著重運用有趣的教學材
料，讓幼童學會如何應用英語文法和詞
彙，提高閱讀理解能力。
課程結構： 共分 6 個單元，銜接 Starters UCLES 劍
橋小學英語文法結構及詞彙。

Topic
題目
單元 1
單元 2
單元 3
單元 4
單元 5
單元 6

Hello, everyone! 互相認識
Beautiful World 美麗的世界
Hide and Seek 齊來尋寶
At the Zoo 動物世界
Party Time 一起去派對
Ready for Starters 升級奪盾

班別

Pre-Starters
預備組

劍橋小學英語考試班
Class For Cambridge Young Learners English Tests

對象

日期及時間

適合已完成劍橋
小學英語幼兒組
Juniors Cambridge
或 5-6 歲的幼童

星期六
1:00-2:00pm

＊須具執筆書寫能力

課程內容：全期共 16 節，每節一小時，約需 4 個月完成。著重提高學員聽、
說、讀、寫的能力及增加英文詞彙數量，並且採用劍橋大學出版社
的教材進行模擬測試，讓學員了解考試規則及要求。
導
師：專業外籍英語導師
每班人數：20 人

班別
Starters
第一級

對象

星期五

星期六

學費

適合 P.1 至 P.2
的小朋友，或已完成 Pre-Starters 課 4:30-5:30pm 2:00-3:00pm
程並獲導師推薦的幼稚園小朋友
$380(星期五)

Movers
第二級
Flyers
第三級

適合 P.3 至 P.4
的小朋友

5:30-6:30pm 3:00-4:00pm $380(星期六)

〈四堂〉
適合 P.5 至 P.6
的小朋友

6:30-7:30pm 4:00-5:00pm

Language (Grammar & Structure)
英語文法及結構

●

各級每期須付材料費 HK$150(包括書本及課堂習作)

The Alphabet, Nouns
Adjectives, Nouns
Prepositions, WH-question words
Verbs, Nouns
Spelling & Comprehension
Spelling & Comprehension

●

以上分級只作參考，家長可因應子女的實際能力報讀較高或較低級別。

●

如學員參加劍橋小學英語考試，須繳付考試費用。

●

劍橋小學英語公開考試，將安排於每年三月及九月期間在本堂舉行。

………………………………………………………………………………………………………

劍橋小學英語幼兒組及預備組
內容：四堂為一主題或單元，循環教學，可中途報讀，每月招收新生。
名額：20 人
導師：專業外籍英語導師及 1 位幼兒助理協課
學費：$400(四堂)
已包括價值$50 之學習教材一套
繳交學費，可用現金或劃線支票，不接受期票
抬頭請寫：元朗大會堂管理委員會有限公司
備註：學員須自備文具、木顏色及筆記簿

報名地點：元朗大會堂 2 樓 201 室

上課時間

查詢電話：2476 7771

●

考試日期

報名日期

每年第 1 次

每年 3 月下旬之星期日上午

前一年 12 月 15 日至該年 1 月 20 日

每年第 2 次

每年 9 月下旬之星期日上午

該年 6 月 15 日至 7 月 20 日

備註: 1. 考試費用或會調整，恕不另行通知。
2. 考試不適合 4 歲以下之兒童參加。
3. 接受現金或支票付款，不接受期票
支票抬頭請寫：元朗大會堂管理委員會有限公司
4. 學員須自備文具、木顏色及筆記簿

報名地點：元朗大會堂 2 樓 201 室

查詢電話：2476 7771

元朗大會堂主辦
Class For Cambridge
Application Form

級別 試 (第 一級 )(KET)

劍
橋
英
語
課
程

 星期一

 星期五

考試班
Class For Cambridge Young
Learners English Tests:

Starters 第一級

 星期六
Movers 第二級

Flyers 第三級

 星期六

預備組(Pre-Starters):

 星期五

幼 兒 組 (Juniors):

 星期六

報
名
表

 星期一

圖像英語拼音(Letterland):

請
會員證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
姓

名：(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lias(別名))

出生日期： _________ 年 ______ 月 ______ 日

年齡： _____

就讀學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男／女

級別：_______________

住

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

話：(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可用作接收本堂發出之臨時通告短訊)

緊急聯絡人：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

本堂專用



別： ________________

遞交表格日期： __________

E/C/N：No. _________________

職員簽署： ______________

(月費)

E/N/S：No. _________________
(材料費)

日 期：20____年___月___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