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11/16 4:07 PM ver.10 
所有時間和開課日期均有機會改動，請以報名時學費收據上列印的上課日期時間地點為準。 

同學必須保留單據按列印的時間地點上堂。報名後如以上資料有改動，校方會以報名人所填寫的聯絡電話作個別通知。 

個別課程每區班數有限，如同學未能於原區上課，需安排調堂，有機會要調往較遠分校。 

校方不能保證可以安排補上，更不能確保可原區補上，亦不會因同學的個人理由缺課而退回有關學費。 

所有網上報名均不設任何資助。一經網上交妥學費，將不會接受任何資助差額退款申請。敬請於報名或續交前考慮清楚。 

 

*所有收費以收費証明書所列為準，差額(如有)由遵理學校助學基金及有關講師資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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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Eng 小檔案 

 香港大學「應用語言學碩士」課程 (Master’s Degree in Applied Linguistics) 畢業，

碩士論文甲等 (Distinction)。 

 曾受國際電台、報章及雜誌訪問的香港英文補習導師，包括英國 Channel 4 

(2013)、BBC (2012)、法國 M6 (2013)、法新社 (Agence France-Presse) (2011)、法

國 Canal Plus (2010) 及 CNN 電台訪問教學心得 (2009)，外國報章如 Wall Street 

Journal (2008) 及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2009)，及國際雜誌 Asiaweek (1997)。 

 中學教科書及參考書、法文及大學英語參考書作者。 

 曾任新城知訊台 DJ，主持節目「精英 A 班」，教授英文，生動有趣。 

 二零零八年獲中國頒贈「中國品牌建設十大傑出企業家獎」。 

 首位香港撰寫 IELTS (雅思國際考試) 參考書的補習名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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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Eng 

 

 

 

 

 

 

 

 

IELTS Charging Dock 
（IELTS 充電站） 

 

 

 

"All language learning is, to some extent, a practice of memorisation 

of the words of others." (Pennycook, 1996) 

Richard 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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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Eng 

 

Course Contents（課程內容） 
 

1. Anatomy of the FOUR IELTS Papers （雅思四份卷剖析）― how to get the highest score（如何取

最高分） 

 

2. Time is of the essence（如何在做卷時爭分奪秒） 

 

3. Listening（聆聽）﹕ 

(a) Ways to deal with the tricks in the four tasks（應付聆聽測試四個部份的「蠱惑題」） 

(b) Post-listening editing（交卷前之答案核對）― your last chance to improve your score（提升

級數的最後機會） 

 

4. Reading（閱讀）﹕ 

(a) Analysis of different question types（題型逐個捉） 

(b) Ways to locate answers efficiently and effectively（尋找答案最迅速及有效秘技大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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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Eng 
5. Writing（寫作）﹕ 

(a) Short task（短文） 

i. Statistical and graphical data analysis（數據及圖表的分析方法）― even dummies can do well!

（即使「圖表白痴」也可做得好﹗） 

 
 
 
 
 
 
 
 
 
 
 
 
 
 
 
 
 
 

ii. Non-statistical / non-graphical data analysis（非數據及非圖表的分析方法）﹕diagram, 

flowchart, map（圖解，流程圖，地圖） 

 

iii. Templates for short writing task（各類短文寫作樣板）― no pain, no gain（背多啲，信心

大啲） 

 

(b) Long task（長文） 

i. Analysis of composition topics: are they expository, argumentative or discussion-type? （題目

分析﹕說明、議論、討論？）― One false move and the game is over（一子錯，滿盤皆

落索） 

考考你﹕ How will you start the first paragraph? 

a)  This bar chart shows... 
b)  These bar charts show... 

 
如果這題你不能確定選(a)還是(b)的話，那你真是要認真改善一下了! 
連第一句也未肯定怎寫! 

year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number of tour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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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Eng 
ii. Useful lexical chunks for IELTS Writing（雅思寫作超「正」詞句） 
 
 
  考考你﹕以下搭配詞句有沒有錯？如有錯，怎改？ 

 
 （1）carry out a research [進行研究] 
 （2）give a think about (something) [考慮一下] 
 （3）have trust on (somebody) [信任（某人）] 

 
 
iii. Grammar for IELTS writing（評卷員也叫好的寫作文法） 

 the three discourse principles（文章寫作三大法則） 

 noun phrases and clauses（名詞片語及從句） 

 adjectival phrases and clauses（形容詞片語及從句） 

 adverbial phrases and clauses（副詞片語及從句） 

 absolute construction（獨立結構） 

 comparison and contrast（比較與對比） 

 ... and more（還有很多） 

iv. Templates for long writing task（各類長文寫作樣板） 
 

6. Speaking（說話） 
(a) Pronunciation（發音）―always comes first（最重要的一環） 
(b) How to speak as naturally and fluently as a native English speaker 
 （如何說自然及流暢的英語） 

i. liaison （連音） 
ii. assimilation（語音同化） 
iii. intonation（抑揚） 
iv. pause（停頓） 
v. use of appropriate discourse markers（「話語標記」的運用） 

(c) Anatomy of the Speaking test（說話測試試卷剖析） 
(d) Ways to get the highest score（高分之道）― posture（坐姿）, gesture （動作）and interactional 

features （溝通特色） 
Reference 
Pennycook, A. (1996).  Borrowing others' words: text, ownership, memory, and plagiarism.  TESOL 
Quarterly, 30 (2), pp.201-2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