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中英語預備班

適合 P4-P5

一個課程，兩個專業國際考試機構認證 Trinity College & Cambridge English
升中乃學童成長的重要里程，進入中學階段，兒童由幼年逐步蛻變至成人。
能入讀優良學府，令六年中學生活安枕無憂，更搭橋鋪路，青雲直上，踏
入大學門檻，是許多家長同學的共同夢想。升中預備班為踏入高小階段的
同學未雨綢繆。

兒童演說家系列 常規課程時間表
自信、能言、優品

報名查詢：21919210

演說課程訓練說話能力及表達技巧
增強自信心預備面試、朗誦及演講比賽

兒童演說家課程

適合小學至中學各級

何謂演說？即用生動的語言、聲音和肢體動作，
把自己的想法表達出來。世界上有許多著名演說，
如馬丁‧路德‧金的英文演說「我有一個夢想」，
至今流傳。演說是一門藝術，也是一種學問。一
次好的演說，最重要的是先有一篇優秀的演說稿，
其次是自信、流暢的外在表達。兒童演說家課程，
由謝家亮院長親自策劃，將寫作與表演相結合，
寓教於樂，鍛鍊學生書面、口頭表達能力及自信
心，對升學面試等有莫大幫助。我們還希望學生
通過演說家訓練，培養良好的演說家氣質，提升
個人魅力，讓今後的人生受益無窮。

星級院長謝家亮

* 中文班將安排學生(視學生英語能力由老師推薦)參與 Trinity Communication
Skills/Speech Communication Arts 考試。
# 必須上 12 堂直至考試為止; 考試前如未達水平，必須補課。
兒童演說家榮獲 International Accreditation Organization 認可為具備
國際水平的教育計劃

課程編排：每節 1.5 小時，完成 12 節可獲襟章和證書。
24 堂費用為$5,600 (可請假 6 次) 於 30 星期內完成所有課堂;
12 堂費用為$3,000 (可請假 4 次) 於 16 星期內完成所有課堂;
6 堂費用為$1,680 (可請假 3 次) 於 9 星期內完成所有課堂;

星級院長謝家亮兒童演說家課程
* 由謝家亮院長親自教授

上課時間：

星期五 5:15pm-6:45pm (粵語/普通話)
星期六 9:30am-11:00am (粵語/普通話)
星期六 11:15am-12:45pm (英語/粵語)
* 由其他演說家導師團隊導師教授
星期五 5:30pm-7:00pm (英語/粵語)
星期六 2:00pm-3:30pm (英語/粵語)
星期六 3:45pm-5:15pm (英語/粵語)

(P1-P6)
(P2 - P4; P5 -初中)
(中學 S2-S6)
上課時間：
(中學)
(P1-P4)
(P1-P4)

謝家亮說話訓練學院 辦公室及上課地點：
九龍長沙灣道 21-25 號長豐商業大廈 8 樓 805 室
電話：21919210
傳真：39092852
電郵：info@speech-kids.com Whatsapp:

92685801

課程特色
1. 升中預備班全面及持續地為升中過關作周詳準備，課程最少由小四開始，
為時最多兩年。
2. 進入預備班的同學，已被視為準中學生，透過持續灌輸中學生活的水平
視野，誘導同學逐步為中學生涯作出準備。
3. 校內成績和面試表現同時兼顧，在語文能力和說話能力兩方面雙管齊下，
爭取英文科成績與面試口語表達雙優秀。
4. 一個課程，兩個專業國際機構認證：Trinity ISE & SCA 和 Cambridge
English Flyers (YLE), KET & PET.

課程結構
第一個考試由 Trinity College London 倫敦聖三一學院提升，Integrated Skills
in English (ISE) 和 Speech Communication Arts (SCA) 兩大國際等級考試範
圍作為課程框架，集中火力提升學生的英文水平。ISE 全面加強學生英語
讀寫聽說能力。經過持之以恆的訓練後，期望學生能撰寫超過一百字的英
文書信、說明文、故事等，並能展開八至十分鐘的全英語對答。SCA 訓練
英語溝通技巧為主，使學生具備英文發表、朗讀文章，英語討論能力，集
中改善小組面試表現，有助學生充滿自信，於升中面試中無往而不利。
第二個考試由 Cambridge English 提供，Flyers (YLE)、Key English Test for
Schools (KETfS)和 Preliminary English Test for Schools (PETfS)三大著名考試
課程作為課程框架，令學生全面掌握地道和純正英語，全面提升英文理解
和表達能力。該考試模式與本港考試相似，大部份時間以紙筆作答，深受
本港中學教師信賴。而且該卷種頪是根據深淺度而遞進，能夠清晰地為學
生語文能力作全面性的回饋，為升中考官提供可靠的指標，從而全面反映
學生的語文能力。
授課語言: 英語 + 部份粵語講解
課程編排：每節 1 小時 30 分。
24 堂費用為$5,600 (可請假 6 次) 於 30 星期內完成所有課堂;
12 堂費用為$3,000 (可請假 4 次) 於 16 星期內完成所有課堂;
6 堂費用為$1,680 (可請假 3 次) 於 9 星期內完成所有課堂;
上課時間：
星期五 5:15pm-6:45pm
星期六 9:30am-11:00am
星期六 11:00am-12:30pm
星期六 12:30pm-2:00pm
星期六 3:45pm-5:15pm
星期六 5:30pm-7:00pm

升中面試三語特訓

適合 P6

(循環班每年 9 月至次年 3 月)
口碑佳、經驗足 訓練全面、深入，與一般坊間課程不可同日而語
面試價值：

Like AT @
Facebook

面試的作用，並不是比拼學業成績、課外活動表現。這些資料在入學申請
表上已充分表達。其實校內成績稍遜的，也能和成績較好的同時獲取面試
機會。學校舉辦面試的目的，是希望透過面試過程，了解及評估同學的溝
通、表達能力、自信水平、領導才能、人際關係、臨場急才和人生願景。
同學能在轉瞬即逝的時機中把握機會，盡展所長，在老師同學面前突顯風
範、魅力、自信，自能脫穎而出，摘冠而回。

升中面試三語特訓 要求同學回顧 6 年小學生活，作出總結，並前瞻未來，
定下目標和部署。學院相信，升中面試僅人生其一階段，重要是通過訓練，
同學結合過往學習基礎，確立正面願景，並把最優秀個人一面，適時表現
出來。

課程特色：
1. 課程專為即將參與升中面試之小六、小五同學而設。強化面試信心、熟
悉應對技巧、熟練即席口才、清晰正面願景，從而在面試脫穎而出，達致
理想成績，非坊間一般面試課程所能比擬。
2. 由院長謝家亮親率香港大學畢業名師執教，全程跟進學生進度。導師經
驗豐富，部分曾在香港中學任教超過 20 年，熟悉中學要求。
3. 非鼓勵同學背誦現成答案，而是針對各自特色及需要，演繹令人留下深
刻印象的應對。
4. 同時傳授說話技巧與正面心態，確保同學以穩定、自信狀態出席正式面
試。
5. 來自不同學校的學子，將聚首一堂，互相較量切磋，已為正式面試揭下
序幕。
6. 充足課上實習，鼓勵學生了解心儀學校資料，親自作答問題，導師跟進
批改。
7. 太子中心班將設視像拍攝，部分同學表現將作即席重溫，了解優劣。另
鼓勵同學即場互拍，回家與家長分享。
8. 另設模擬面試，仿正式面試模式，作試前熱身。

課程大綱：
1. 核心問題 - 掌握中英文面試常問問題重點，有序對答
2. 即席問題 - 面對困難題、意見題、自由題，甚至不懂回答的問題，依
然處變不驚，應對得體
3. 故事演繹 - 建構家庭故事、學校故事、社會服務故事，讓聽者留下深
刻印象。
4. 小組面試 - 如何在小組討論突圍而出，顯現領袖風範，帶領討論，總
結成果
5. 短講朗讀 - 即席組織演辭，演繹情理兼備、展現自信的說話作品
6. 閱讀理解 - 理解文章大意、主旨，掌握重點，適切回答有關題目
7. 通識時事 - 最新熱門時事話題，深入淺出剖析來龍去脈; 進行時事辯論
8. 面試禮儀 - 著重態度、禮貌、EQ、服飾、儀容、談吐等
授課語言: 粵語、普通話及英語
(英語及粵語為主，如需要操普通話應對，請事先聲明)

課程編排 :
1. 9 月-3 月循環班：全期$2,940(包 6 堂課堂、講義(連答案)及模擬面試
2. 每堂一主題，共六主題，每六星期一循環；錯過某主題可在下一循環
補回。
3. 除特殊情况外，模擬面試將在完成 6 堂課堂後的一星期舉行。

上課時間：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六
星期日

5:00pm-7:00pm
1:30pm-3:30pm
5:30pm-7:30pm
4:45pm-6:45pm

星期六 11:30am-1:30pm
星期六 3:30pm-5:30pm
星期日 2:30pm-4:30pm

升中面試模擬面試 (6 堂課程已包)
專業導師進行模擬面試，實戰經驗令準備更充足，可獲導師評語。
時間：請與學院預約
單次模擬面試收費：$420 (約 15 分鐘面試、約 15 分鐘試後評語)
如須攝錄模擬面試過程，須自備可安放在腳架上之攝錄器材。

升中面試 說話自信提升班 (粵語及英語授課)
適合 P4-P6
(謝家亮院長教授)

P2-P6 安排考 GESE Elementary(初級)- Intermediate(中級)的 Grades 4-9(4-9 級)
上課時間： 星期六 11:00am-12:15pm (P2-P6)
星期六 3:45pm-5:00pm (P2-P6)

課程特色
本課程在以下範疇強化同學的自信心，鍛鍊為說話大方得體、應對自如的
優秀學生：個人短講、自我介紹、朗讀文章、回答問題、處境解難、小組
討論、升中面試等。訓練尤其著重同學的即席說話能力，應付不同面試需
要。
每季約學習：
 6 篇主題短講
 6 個處境解難
 3 篇文章朗讀及理解
 200 個詞彙及句式  一次對外活動，例如比賽、Trinity 演說考試或表演
授課語言：粵語及英語
課程安排：每節 1 小時 30 分

must take at least 12 lessons until each graded examination. 為確保考試成績，各級考試前必須上
不少於 12 堂。Mock exam is provided. 堂上設模擬考試。

24 堂費用為$5,600 (可請假 6 次) 於 30 星期內完成所有課堂;
12 堂費用為$3,000 (可請假 4 次) 於 16 星期內完成所有課堂;
6 堂費用為 $1,680 (可請假 3 次) 於 9 星期內完成所有課堂;
上堂時間：
星期六
2:00pm-3:30pm (粵語/英語)
星期日
3:00pm-4:30pm (粵語/英語) (只限每年 9 月至次年 3 月)

Cambridge 升小英文預備班

適合 K2-K3

擁有良好的英文水平和積極學習態度，能在升小面試及小學教育無往而不
利，盡顯優勢。
課程特色
1) 以 Cambridge English: Starters (YLE)考試課程為依歸，全面教授相關的英
文知識。
2) 全面教授聽、說、讀、寫四個英文範疇能力。
3) 能有效教授與小學課程貼切的英文詞彙、主題和句型，提升英文能力。
4) 培養獨立寫作和會話技巧，教授解難能力，增加學習上的競爭和優勢。
5) 輔助學生適應國際考試環境，從而增加應試信心。
6) 本課程全面提升面試和演說能力，增加在升小自行派位面試時的優勢。
課程編排：每節 1 小時 15 分鐘。
24 堂費用為$5,600 (可請假 6 次) 於 30 星期內完成所有課堂;
12 堂費用為$3,000 (可請假 4 次) 於 16 星期內完成所有課堂;
另加購買 Cambridge English: Starters (YLE)課本費用。
授課語言：以英文和粵語講解
上課時間：
星期六 9:30am-10:45pm
星期六 12:30am-1:45pm
註：另備優惠時段計劃，詳見獨立單張或學院網站

Trinity 英語等級考試(GESE)預備班

3.5-6 歲/P2-P6

幼稚園及 P4/5/6 家長熱烈追捧，深受英小/英中認可之國際英語等級試
Trinity Graded Examinations in Spoken English are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most prestigious series of English language examinations for
testing speaking and listening skills. 聖三一英語口語等級考試是具聲望及
國際認可的一系列針對會話及聆聽技巧的考試。
# 必須上 12 堂直至考試為止; 考試前如未達水平，必須補課。
課程編排：每堂 1 小時 15 分。另加購買 Trinity 課本費用。
24 堂費用為$5,236 (可請假 6 次) 於 30 星期內完成所有課堂;
12 堂費用為$2,856 (可請假 4 次) 於 16 星期內完成所有課堂;
3.5-6 歲組別安排考 GESE Initial(最初級)的 Grades 1-3(1-3 級)
上課時間： 星期六 9:30am-10:45am (3.5-6 歲)
星期六 2:15pm-3:30pm (3.5-6 歲)

幼兒繽紛演說樂

適合 K1-K3/P1

全新體驗，一個課程，多重收穫：帶級評估，多次公開比賽、兩
季表演、四個 Trinity 演說考試認證
幼兒演說訓練，著重正音、正字、說話組織和態度；透過互動唱遊、學說
童話故事、生活故事、Show & Tell, 朗誦、短詩及會話，鼓勵孩子積極發
言及樂於回應，成為自信有禮、說話得體、活潑主動的小小演說家。
課程全力鼓勵及訓練同學參與 Trinity 倫敦聖三一學院演說考試(YPC/CS)#、
各類表演嘉賓、各類比賽及兒童演說家帶級評估(綠/藍/黑/金/白金/鑽
石)。
#
必須上 12 堂直至考試為止; 考試前如未達水平，必須補課。

課程編排：每堂 1 小時 15 分。
24 堂費用為$5,400 (可請假 6 次) 於 30 星期內完成所有課堂;
12 堂費用為$2,900 (可請假 4 次) 於 16 星期內完成所有課堂;
6 堂費用為$1,620 (可請假 3 次) 於 9 星期內完成所有課堂;
上課時間 (* 由謝家亮院長親自教授)：
星期五 3:45pm-5:00pm (粵/英/普) (K1-K3)
星期六 12:45pm-2:00pm (粵/英/普) (K1-K3)
星期六 4:00pm-5:15pm (粵/英/普) (K2-初小)
星期六 5:30pm-6:45pm (粵/英/普) (K2-初小)
上課時間 (* 由其他演說家導師團隊導師教授)：
星期六 9:30am-10:45am (粵/英) (K1-K3)
星期六 11:00am-12:15pm (粵/英) (K1-K3)
完成 24 堂將進行評估考試;順利完成的同學將獲頒帶級證書和襟章。

註：另備優惠時段計劃(適合 K1-K3)詳見獨立單張或學院網站

幼兒看圖繪畫講故事
看圖說故事和繪畫說故事乃現時最熱門的升小面試模式。課程幫助同學愉快中學習，
熟練看圖說故事和繪畫說故事的各樣技巧，正式面試時得心應手。

授課語言：粵語
課程編排：每堂 1 小時 15 分。
24 堂費用為$5,400 (可請假 6 次) 於 30 星期內完成所有課堂;
12 堂費用為$2,900 (可請假 4 次) 於 16 星期內完成所有課堂;
6 堂費用為$1,620 (可請假 3 次) 於 9 星期內完成所有課堂;
上課時間：星期六 11:00am-12:15pm (K2-K3)。

升小面試演說訓練班 (粵/英)

適合 K2-K3

全年循環課程, 沉浸式學習
能力、知識、態度是小一入學面試的三大條件。自信有禮、說話得體、口齒伶
俐、知識廣博、反應敏捷的小孩是名校爭相羅致的寵兒，也是本課程的目標。
六大訓練重點：
1. 聽說故事能力
2. 看圖說故事能力
3. 品格禮儀培育
4. 日常知識運用
5. 口語表達能力
6. 執筆書寫能力
在嚴謹、友愛學習氣氛下，同學將循序漸進掌握雙向溝通要素、待人接物態度
及日常生活的各類知識。課程教材將包含大量實用詞彙和句式，豐富孩子的表
達範圍。課程將設足夠實習，並部分時間藉視像錄影，即場與小朋友重溫實習
片段。訓練也包含操練適合小朋友水平的書面試卷，鍛鍊執筆及書寫能力。

授課語言：粵語及英語

適合對象：新學年升讀 K2-K3

24 堂費用為$5,400 (可請假 6 次) 於 30 星期內完成所有課堂;
12 堂費用為$2,900 (可請假 4 次) 於 16 星期內完成所有課堂;
6 堂費用為$1,620 (可請假 3 次) 於 9 星期內完成所有課堂;
上課時間： 星期六 9:30am-10:45am
星期六 11:15am-12:30pm
星期六 3:45pm-5:00pm
另加教材費(常規班/優惠時間): $100
註：另備優惠時段計劃詳見獨立單張或學院網站

升小面試全年時間表
1
2
3

全年循環課程
週五、週六
復活節假期
升小面試演說精讀班
暑期(7 月 - 8 月)
模擬面試
全年舉行(個別預約)
升小面試演說訓練班

K2 及 K3
K2 及 K3
升 K3
K2 及 K3

Trinity Examination Date
Drama & Speech : Drama & Speech Exam Date:
Exam Date: May, Aug & Dec
截止報考日期：請向學院查詢
報考 Drama & Speech(CS, S&D, SCA, YPC)的同學必須報讀兒童演
說家計劃及幼兒繽紛演說樂。報考 CS 及 S&D 同學可能須在考試
前加堂，(1–3 小時，$600 per hr)。
GESE: 可報讀 Trinity 英語等級考試(GESE)預備班
GESE Exam Date: March, July, Nov, Dec
截止報考日期: 請向學院查詢
必須年滿四歲 (以截止報名日當天計算) ，始可報考 Grade 1。
如欲報考 Grade 2 或以上級別，考生年齡必須滿五歲(以考試日當天計算)。

報名 :

學生必須於開始上課前最少 3 個工作天完成報名手續: 填妥報名表、繳交
費用及取回學費收據。課程一經報名，所繳之費用均不獲發還。

請假安排 :

為確保學習質素，學生如需請假須於最少 3 個工作天前向學院提出。
臨時病假亦請在合理情況下儘快通知學院。
收據將列出上課之最後日期，如未能於最後日期內完成所有堂數將不可再順延。

調堂安排 :

凡常規班學生需要申請調堂，學院將每次收取$20 行政費用。此規
定不適用於由學院主動安排的調堂。

課堂練習錄像
‧兒童演說家課程/幼兒繽紛演說樂/升小面試演說訓練班：
如要儲存課堂練習錄像，家長可帶備有攝錄功能的手機或照相機，在課堂完結前重
播錄像時即時拍攝。注意：導師不一定每堂均安排拍攝，亦不一定每次重播時均邀
請家長内進欣賞。
‧升中面試三語特訓：家長請預備附有攝錄短片功能的手機或照相機，在課堂由老
師安排於課堂中即時拍攝。

詳情請向學院查詢，謝家亮說話訓練學院保留修改課程安排之權利而毋須另行通知。
本院導師已通過「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
網上報名：http://www.speech-kid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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