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 暑期托福

TOEFL-iBT 十二週

好還要更好! 相信自己，TOEFL-iBT 120 高分夢想就在今年夏天完成!
TOEFL-iBT Preparation「閱讀/寫作/文法/字彙/聽力/口說 十二週密集課程」

詠瑞 UR English 三大優點 UR ENGLISH, YOUR BEST OPTION!
1. 全方位 12 週 TOEFL 完整規劃，徹底向下紮根
課程設計以分科教授為主軸，內容涵蓋文法/ 聽力/ 口說/ 寫作/
閱讀/ 高頻率單字，充分滿足不同程度需求，漸入佳境！
2. 小班制口說聽力菁英班，全程外籍師資授課，完全征服 ETS 大魔王
循序漸進的口說訓練：打好聽力。小班教學，先紮實基礎聽力，漸漸進入托福聽力部份。
最後進入托福口說，進階加強口試技巧，十二週邏輯思考及判斷的表達能力！
3. 台灣與外籍師資攜手合作，課程連貫保持優質教學
由深入淺教學連貫，中途絕不更換師資(非坊間更換頻繁作法)；除了聽說讀寫四合一整合技巧
傳授，更加強學生字彙與文法部分，有效突破新型托福整合測驗難關！

TOEFL 測 驗 內 容
分為閱讀、聽力、口說及寫作。滿分為 120 分。一般美國前五十大要求入學門檻為 100 分或以上。新托
福考試是一種綜合英語能力測試，要求考生要具備整合聽、說、讀、寫的能力，學習以英文作全方位溝
通。也因為如此，新托福在準備的過程中只能憑實力，沒有投機取巧可言，換言之，新托福準備時間拉
長至 1 年到半年，才能真正準備充分。尤其聽力口說是亞洲學生的致命傷，詠瑞留學也特別開設小班
(10-12 人)，讓同學循序漸進一步步破解托福。此外，閱讀也請高分講師敎傳授同學加快做題速度的技巧。

TOEFL 測驗項目概述
閱讀測驗 (Reading)
測驗時間﹕60-100 minutes
題數﹕36-70
• 3-5 篇的學術文章
• 文章長度大約是 700 字左右
• 包含多焦式文章
• 每篇有 12-14 個題目

聽力測驗(Listening)

口說測驗 (Speaking)

寫作測驗 (Writing)

測驗時間﹕60-90 minutes
題數﹕34-51 題
• 4-6 個長篇演說題型：
三到五分鐘，每一篇有六
個問題
• 2-3 個對話題型：三分
鐘，每個對話有五個題目

測驗時間﹕20 minutes
題數﹕6 questions
• 第(1)(2)題：獨立型考題
15 秒思考，45 秒做回答
• 第(3)(4)題：整合型考題
30 秒思考，60 秒做回答
• 第(5)(6)題：整合型考題

測驗時間﹕50 minutes
題數﹕2 tasks
• 一題是獨立型考題，針對主
題提出論點來支持自己看法
• 一題是整合型考題，先讀一
篇文章，再聽一段教授演講，
來歸納教授演講的論點

招生對象：針對 全力準備托福的全職考生

及早準備托福，一圓留學夢

十二週密集式訓練的考試準備課程提供學生聽說讀寫各類課程。
此外，增加字彙與文法課程，增加字彙量。基礎文法課程為同學
向下紮根，從基礎句型講解到文章架構分析。

詠瑞超強托福教師群介紹：http://www.urenglish.com/#

課程內容
週數

1

上課時間
07/20-07/23 0900-1200
07/24-07/25 1500-1800

課程主要資訊
進度範圍

基礎文法(1)/ 段落式寫作(1)
2880 基礎字彙(1)/ 短篇閱讀測驗(1)/
短篇聽力(1)/ 托福聽力口說簡介(1)

2

07/27-07/30 0900-1200
07/31-08/01 1500-1800

基礎文法(2)/ 段落式寫作(2)
2880 基礎字彙(2)/ 短篇閱讀測驗(2)/
托福會話聽力(2)/ 托福口說第一題(2)

3

08/03-08/06 0900-1200
08/07-08/08 1500-1800

基礎文法(3)/ 段落式寫作(3)
托福基礎字彙(3)/ 短篇閱讀測驗(3)/
托福會話聽力(3)/ 托福第一題(3)

4

08/10-08/13 0900-1200
08/14-08/15 1500-1800

托福基礎文法(4)/ 進階段落式寫作(4)
托福基礎字彙(4)/ 短篇閱讀測驗(4)/
托福會話聽力(4)/ 托福第二題(4)

5

08/17-08/20 0900-1200
08/21-08/22 1500-1800

托福進階文法(5)/ 進階段落式寫作(5)
托福基礎字彙(5)/ 長篇閱讀測驗(5)/
托福會話聽力(5)/ 托福第二題(5)

08/24-08/27 0900-1200
08/28-08/29 1500-1800

托福進階文法(6)/ 托福寫作第一題(6)
托福基礎字彙(6)/ 長篇閱讀測驗(6)/
托福講堂聽力(6)/ 托福第三題(6)

08/31-09/03 0900-1200
09/04-09/05 1500-1800

托福進階文法(7)/ 托福寫作第一題(7)
托福進階字彙(7)/ 長篇閱讀測驗(7)/
托福講堂聽力(7)/ 托福第三題(7)

6
7
8
9
10

09/07-09/10 0900-1200
09/11-09/12 1500-1800

托福閱讀文法分析(8)/ 寫作第一題(8)
托福進階字彙(8)/ 長篇閱讀測驗(8)/
托福講堂聽力(8)/ 托福第四題(8)

09/14-09/17 0900-1200
09/18-09/19 1500-1800

托福文法分析(9)/ 托福寫作第二題(9)
托福進階字彙(9)/ 長篇閱讀測驗(9)/
托福講堂聽力(9)/ 托福第四題(9)

09/21-09/24 0900-1200
09/25-09/26 1500-1800

托福閱讀文法分析(10)/ 寫作第二題(10)
托福進階字彙(10)/ 長篇閱讀測驗(10)/
托福講堂聽力(10)/ 托福第四題(10)

11

09/28-10/01 0900-1200
10/02-10/03 1500-1800

12

10/05-10/08 0900-1200
10/09-10/10 1500-1800

托福閱讀文法分析(11)/ 寫作第二題(11)
托福進階字彙(11)/ 長篇閱讀測驗(11)/
托福講堂聽力(11)/ 托福第四題(11)
總複習

繳費方式： Option(1).可分兩期付款，每期繳 21600 元
Option(2).一次繳清的學員，可再優惠 1000 元

43200 元

上課地點：台北市復興南路一段 137 號 4 樓之 1
(捷運忠孝復興站五號出口)(華南銀行樓上)
課程&代辦專線：(02) 2731-6060(早 09:00-午 18:30)
課程網站：http://www.urwinner.net/class/index.htm
TOEFL /IELTS /GRE /GMAT /SAT /SSAT /SAT(II)MATH(2) /
SAT(II)Biology /國高中英文家教 / 寄宿中學 Interview 課程/
MBA Interview 課程/ Presentation Preparation 簡報課程
高分菁英盡在詠瑞 UR ENGLISH UR BEST OPTION!

開課日期：2009/06/01
課程週數：12 週
課程類型：TOEFL-iBT 密集課程
班級人數最多：12 人
週一~週六 天天上課 超密集學習

課程特點
好康贈送課程 iBT 分數
循序漸進來精進新式托福
美國文化/生活九週課程(13.5 小時)
準備四項考紹技巧：聽說讀寫
托福聽力口說八週課程
(8 小時)
每次上課小考，精確掌握學習進度
看電影學英文八週課程
有經驗的考試準備課程(8 小時)

課程注意事項
※實際課程進度視學生程度與時間而定
※上課人數不滿 10 人，以家教公式計算。
※教材由 Princeton，Kaplan，Barron 等國外
知名出版社及國內補習班、中國補教業之教
材精心濃縮匯編而成，材費另計
※若開班人數不足，於開班前另行通知並退
還全額訂金。
※若無故缺席或是臨時缺席無法上課，
無法補課。但可以參加下次循環課程。
補上缺席的那堂課。

課程收費 (單位：新台幣)
1 週：8100 2 週：14400 3 週：21600
4 週：25200 5 週：31500 6 週：32400
7 週：34650 8 週：36000 9 週：36450
10 週：40500 11 週：42200

精打細算
大班價格 每小時 175 元!!!
小班優質教學

課程教師
聽力口說：Jason 老師 (外師) Univ. of California 學士
聽力口說名師，先聽再說，培養同學聽力敏銳度
寫作：Lily 老師
輔大翻譯所
教學經驗豐富/ 專門解決中英文寫作致命錯誤
文法：Sabrina 老師
Indiana Univ. 碩士
由淺入深，文法紮根，加快閱讀速度與提升寫作成績
字彙：Aziz 老師
政大英研所
主攻字彙，拆解單字，短期增加字彙量輕鬆拿高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