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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敦道�518-520�號
彌敦行�6�樓�C�室
� 港鐵油麻地站C出口
教育局註冊編號：578363
*專用課室,�敬請預約

油麻地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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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5 9814

Wall�Street�English�Hong�Kong

WSEHK

wallstreet.edu.hk

Bachelor Degree Pathways 升學銜接途徑
規劃升學藍圖，踏入理想學府！�倘若在�DSE�中失準，未能升讀本地大學，考生仍可以通過以下途徑，升讀海外大學課程。

中六

本地升學

毅進/基礎文憑課程

副學士/高級文憑課程 

海外升學

大學基礎課程

海外大學一年級

本地大學一年級

本地大學二年級

本地大學三年級

本地大學四年級

海外交換生計劃

海外大學二年級

海外大學三年級

就業

IELTS�≥�7

IELTS�≥�7

IELTS�≥�6.5
IELTS�≥�6.5

IELTS�≥�6.5 IELTS�≥�6.5

IELTS�≥�5.5

IELTS�≥�5.5

考取英語認證，掌握升學步伐
良好的英語是考入海外大學的首要條件。一般海外大學要求申請人在雅思考試中�(IELTS)�考獲不低於�IELTS�6.5*�的成績。
若未能考取所要求的分數，校方或要求同學前往當地大學報讀英文先修課程，直至成績提升至特定水平才考慮收生。唯一
般英文先修課程未能保證同學能於課程完結後升讀大學，而同學也未必能控制課程的長短（一般由�10�至�40�星期不等），
不同國家及院校的生活費、住宿費和學費不一。平均一年英語先修班開支動輒十萬至三十多萬不等。若能在出發前考獲英
語認證，取得大學學位，你便能夠掌握升學的步伐，順利展開充實的大學生活。

海外英語先修班支出參考

一般英國院校 一般澳洲院校 一般加拿大院校

課程長度 3�個月

學費 HKD�32,744 HKD�33,047� HKD�34,421�

生活費 HKD�21,877� HKD�20,520� HKD�26,768�

總支出 HKD�54,621 HKD�53,567� HKD�61,189�

*�分數要求只供參考、以官方資料為準

駱克道�463-483�號
銅鑼灣廣場二期�19�樓
� 2575 1988
� 港鐵銅鑼灣站C出口
教育局註冊編號：568341

銅鑼灣分校

彌敦道�233�號
佐敦薈�6�樓
� 2736 8556
� 港鐵佐敦站C1出口
教育局註冊編號：578363

佐敦分校

大河道�99�號
99�廣場�2�樓
� 2409 2822
� 港鐵荃灣站A1出口
教育局註冊編號：545384

荃灣分校

成業街�6�號
泓富廣場�19�樓�1906-10�室
� 2688 0027
� 港鐵觀塘站B1出口
教育局註冊編號：551120

觀塘分校

沙田鄉事會路�138�號
新城市中央廣場第�1�座�11�樓
1113-1117�室
� 2688 0474
� 港鐵沙田站B出口
教育局註冊編號：562734

沙田分校

元朗青山公路９１-９３�號
恒生元朗大厦10樓
� 2868 9010
� 港鐵元朗站B出口
教育局註冊編號：�牌照申請中

元朗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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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LTS 雅思英語考試 
是全球最具公信力的英語評核試，獲廣泛國家如美國、英國、加拿大、紐西蘭、澳洲及歐洲等認可。全球多達� 6,000� 家商業機構、
政府部門、專業團體及著名學府承認�IELTS�標準，更為香港政府公務員招聘考試�(CRE)�及澳紐、加拿大移民批准測試。

MyEnglishLab
MyEnglishLab� (MEL)� 網上英語練習平台與�
IELTS� 課程銜接，讓學員可以隨時隨地進行
聽、講、讀、寫練習，鞏固所學。透過一系列
的相關� IELTS� 練習及測驗，學員能夠於課餘的
時間繼續學習，有效提升英語。

IELTS Prep Support 雅思重點精讀班 
IELTS� 課程內容編排緊湊，學員可於短時間內提升考試技巧，發揮最佳表現。課程由合資格英語導師以英語教授。
另設獨立學科精讀班，學員可自選重點備試部分，加強訓練。

IELTS 考試模式
IELTS�共分四部份，分別為：聆聽、閱讀理解、寫作及會話測試。考試總時間為�2�小時�45�分鐘。IELTS�分以下兩種模式：

IELTS 評分標準

Speaking 流利與連貫性 詞彙多樣性 語法多樣性及準確性 發音

Writing�Task�1�/�2寫作任務完成情況�/�回應情況 連貫與銜接 詞彙豐富程度 語法多樣性及準確性

IELTS 成績報告及等級
IELTS� 評核考生整體英語運用技巧，成績共分九個等級� (1� 為最低：非英語使用者，9� 為最高：專業英語使用者)，報告並沒有列出
合格或不合格分數。測試成績單�(Test�Report�Form)�列明考生在聆聽測試、閱讀理解、寫作及會話測試各項成績的等級及是次測試
的整體等級。

4 5 6 7 8 9

有限使用者 普通使用者 稱職使用者 良好使用者 優秀使用者 專業英語使用者

4.5 5.5 6.5

聆聽 (Listening)
‧�4�部份�(4�Sections)
‧�40�題�(40�items)
‧�30�分鐘�(30�minutes)

閱讀理解 (Reading)
‧�3�部份�(3�Sections)
‧�40�題�(40�items)
‧�60�分鐘�(60�minutes)

寫作 (Writing)
‧� ��2�篇作文�

(150�及�250�字)
‧�60�分鐘�(60�minutes)

閱讀理解 (Reading)
‧�3�部份�(3�Sections)
‧�40�題�(40�items)
‧�60�分鐘�(60�minutes)

寫作 (Writing)
‧� ��2�篇作文�

(150�及�250�字)
‧�60�分鐘�(60�minutes)

學術模式 (Academic)
為大學準畢業生、有志報考大學或投考政府、商業機構人士而設

通用模式 (General Training)
為有志到英語國家就讀非學位課程及移民人士而設

只能掌握熟悉領
域中的基本運
用。
在理解和表達方
面經常遇到困
難，無法使用複
雜的句子。

能運用部分英語
及能應付大部份
課題，對於本身
熟悉的領域，基
本溝通不成問
題。

能有效地運用英語。用
法雖有不準確，理解亦
出現謬誤，但能於熟悉
的課題裡運用較複雜的
句子。

有相當英語運用
能力，用法偶有
不準確或不恰當
及理解錯誤。
能對複雜句子大
致理解及論證清
晰。

能充分運用英語，
偶爾語句組織不
準確或不恰當，對
不熟悉的情況可能
會理解錯誤。但能
對複雜課題作仔細
論證。

對英語完全運用自
如，用詞準確，口語
流利，溝通無障礙。

*  本地及海外大學課程基本要求
(IELTS: 6 分 = DSE: 4)

*只供參考。分數要求以官方資料為準

海外大學
基礎班

課程基本
要求

海外大學
文憑班

課程基本
要求

政府部門、
本地僱主、
移民澳紐及
加拿大基本

要求

會話 (Speaking)
‧�3�部份�(3�Sections)
‧� ����11-14�分鐘��

(11-14�minutes)

完善學習進度系統

詳細的學習進度記錄列明每項練習
及考試的成績和導師評語，讓學員
了解需要改進的範疇，並重溫相關
的英語課節，重點提升英語。

附加練習

這部分覆蓋了理論性和實踐性的英
語練習。雖然這部分是額外的附加
練習，但也鼓勵同學完成這部分，
藉此鞏固你的英語知識和技巧。

平台自動批改習作

學員完成後，系統會自動檢查答
案，並顯示詳細題解，從而因應
每位學員的表現，提供有效的改
善建議。

VIP IELTS Prep Support Mock

入學要求 Level�7�(WSE�程度第�7�級或以上)�

課程時數 獨立�IELTS�學科重點備試課程
每學科課程為�2�堂，每堂�2�小時，共�4�小時 共�10�小時

課程內容
‧� ��一對一教授個別�IELTS�學科及應試技巧
‧� ��學員可自由選擇報讀個別考試範疇，重點學習及訓練
‧� ��另設�IELTS�1�對�1�模擬考試練習，由導師個別指導考

試技巧

‧� ��2�次模擬真實考試練習
‧� ��導師個別指導
‧� �學習時間管理

持續進修基金
Wall�Street�English,�Certificate�in�Advanced�English�Examination�Skills�之90小時課程已
列入持續進修基金可獲發還款項課程名單內。由2019年4月1日起持續進修基金優化措施
開始實施,� 資助上限由每人10,000港元增加至20,000元；首1萬元資助的比率為課程費用的
80%，而次1萬元資助的比率為課程費用的60%。基金優化措施適用於2019年4月1日或之
後開課的基金課程，申請人的申領發還款項金額，以持續進修基金辦事處提供的計算方法
為準。申請資格,�資助金額及詳情,�請瀏覽網頁www.wfsfaa.gov.hk/cef�。

聲明:�所有課程推廣優惠概不適用於持續進修基金課程的申請人

Advanced IELTS Prep Support
Certificate in Advanced English Language  

Examination Skills
（進階英文備試技巧證書）

進階英文備試技巧證書課程
資歷級別為第三級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16/000878/L3
資歷登記有效期：1/10/2016�至�30/11/2020

修畢後可獲得資歷架構3級認可證書,�
資歷獲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認可。

Level�9�(WSE�程度第�9�級或以上)�或於�12�個月內曾考獲�IELTS�6.0�或以上

課程為�30�堂，每堂�3�小時，每星期2堂,共�90�小時

‧� ��課程內容及教材由�Pearson�語言考試專家團隊設計
‧� ��課程涵蓋聆聽、會話、閱讀理解、寫作四份考卷
‧� ��由�Language�and�Skills�(英語知識及技巧)�及�Practice�(技巧實踐)�兩部份，共十五單完組成，旨在提升整體英語運用

能力及應試技巧
‧� ��Language�and�Skills�著重分析各份試題的常見題型及教授相關應試技巧及英文知識。Practice�則透過實踐練習，鞏

固所學，幫助學員提升英語運用，從而有效掌握考試重點
‧� ��2次評核測試,�配合老師批改及意見,針對學員強弱項
‧� ��每節課堂均設相應的�MyEnglishLab�(MEL)�網上練習平台。額外�90�小時MEL提供�大量�IELTS�試題練習，增強應試

經驗
‧� ��學員可獲�Pearson�IELTS�教科書一套

學員能於考試中運用不同的閱讀技巧（如略讀及掃描閱讀技巧）。學員亦能於限時內展示記錄技巧及回應或表達其意
見。於寫作部分，學員能有組織地處理文章中資訊，準確審題及就正反兩面討論有關題目。另於聆聽部分，學員能於收
聽對話前運用聆聽技巧預測答案。

完成課程後，學員能夠：
‧� ��辨認不同語域，口音及風格的口述英語
‧� ��從以英文作母語人士的自然速度話語中摘錄資料，並回答相關問題；
‧� ��理解冗長談話並識別其大意；
‧� ��分析文章並總結關鍵觀點；
‧� ��從文章推斷資料；
‧� ��從文章脈絡推測詞彙意思；
‧� ��更準確及適當地書寫不同文本類型；
‧� ��學習學術寫作技巧，如議論文及說明文；
‧� ��能以書面敘述並書寫正式文章；
‧� ��累積不同主題的高階詞彙；
‧� ��自信地就熟悉及不熟悉的議題報告；
‧� ��自然流暢地參與對話。
‧� ��描述圖表，表格，目錄，圖像及地圖的趨勢及主要訊息。
‧� ��在廣泛熟悉的環境中進行討論。

入學要求

課程時數

課程內容

學習目標

CEF 課 程 編 號 :  24C09839-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