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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擁有超過 20 年教授公開試經驗

• 《學友社》模擬試英文試卷擬卷員

•《星島日報》專欄主筆

• 歷屆每年 TIP 中公開試試題

•歷年來報讀人數眾多，口碑承傳之鐵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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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查詢
由於 Mia Wong English Team 課程一向大受歡迎，如同學未能成功報讀時間表

上列出之班別，請從以下途徑查詢新班開班時間及詳情：

1）現代教育網站：http://www.modern.edu.hk/

2）Homepage：www.miawong.hk

3）E-mail：my_miawong@Hotmail.com

4）WhatsApp 及 Hotline：6886 0600

5）Snapchat：miawongwong

6）Instagram：miawongwong

7）Facebook：

專頁：Mia Wong English Team 現代教育

個人：Mia Wong（miawongwong＠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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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選擇 Mia 的原因



2003-04
於九巴 Roadshow 擔
任「會考當然無難度」
英文科主持

2005
獲《香港電台》邀請講授
會考策略、被《蘋果日報》
譽為「星級補習老師」、
被《壹週刊》追訪及封為
「百變補習之花」、獲
《成報》邀請為《會考全
攻略》專欄撰寫會考英語
應試策略

獲《香港寬頻》邀請為
香港寬頻數碼電視「會
考無難度」節目擔任英
文科講師，一致好評，
反應熱烈，同年榮獲
《廣東電視台》「粵港
澳零距離」及《有線電
視財經台》「香港刺針」
節目邀請做訪問

2006

為《明報通識網》編寫會考、
高考及文憑試模擬試卷

2007、2010-2013

2009
為《Now TV mock 測高深》
節目編寫及講解會考mock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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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被《新報》邀請為「末
代會考強戰攻略」英文
科主筆。亦接受《有線
電視》「精算俏佳人」
節目訪問大談成為補習
天后之成功要訣

起被《星島日報》
邀請為教育版專
欄作家，定期分
享補習名師生涯
及教授英語心得

2010

2011
接受《商業電台》
「你睇我唔到」
節目及《太陽報》
「Sun世代」訪
問

接受《日本東京電視台》、《英國
BBC電視台》及《德國金融時報》訪
問大談教學心得。同年被《好戲量劇
團》邀請為「陰質教育」舞台劇演出，
扮演英語專家教授生字運用

2012

接受《美國
ABC電視台》
及《新城電台》
訪問大談教學
心得

2013

年被《星島日報》邀
請為中學學生報《S-
file》及《活用英語》
主 筆 之 一 ， 編 寫
HKDSE教材及練習

2012-17

被《元朗青
年商會》邀
請參與「第
28屆香港特
別行政區傑
出學生選
舉」，以
「女首席英
文科名師」
身份擔任英
文寫作評審
及頒獎嘉賓

被《學友社》邀
請為模擬試英文
科唯一擬卷及主
講者。同年更參
與由《香港失明
人協進會》主辦
的「傷健青海籌
款之旅2015」活
動，身體力行支
持慈善活動。並
獲《香港珠海學
院》新聞系學生
邀請為雜誌「姿
識」作訪問嘉賓

接受《南華早報》及《亞洲財
經》訪問談天后成功之路

2015

被《學友社》及《香港
電台》邀請為《奮發時
刻DSE》英文科主講嘉
賓。被《經濟日報
TOPick 》及《南華早
報》邀請分享英語教學
心得。

2016

2015
2015-16

2017
接受法國著名雜誌
《Les Echos Week-
end 》獨家專訪。

2018-21
為《Mia 教室》
專欄主筆。



Mia 的課程為學生必報的
5大原因：

5 6

1 專業，經驗
沒有考生想每年留級或重考，對嗎？DSE 成績絕對能影響你升學或就業，要應付
人生中一個那麼重要的考試，你不可浪費時間信錯導師。要在有限資源上得到最
大的收穫，你應該選經驗豐富及專業可靠的。Mia 投身補習界已 20 年多，名師
地位屹立不倒，人氣爆燈，全憑口碑載譽，專業可靠。

全港大型模擬試，多人報考，信心之選

2 極佳教材
學生來自不同 banding，有些目標奪星，有些求平穩順利入大學，面對 2
種目標不同的學生，自然要提供 2 套不同的教材。求 Level 3 或 Level 4 的
同學，學習進度較慢，不適合死記硬背繁複內容，筆記應以精簡易明實用為
主，節省溫習時間。求 Level 5 或以上的同學，讀寫聽講能力較高，有能力
吸收大量資料，應額外多加培訓，接收更多知識，精益求精。Mia 強項為因
材施教，教材按程度分類，清楚列明達標級數，同學可根據自己目標而選擇
重點溫習範圍，要英語進步一點也不難。

歷年來報讀人數眾多，口碑承傳之鐵證



7 8

3 享受，進步
剛認識一位新朋友，相處後你發覺好討厭這位朋友，你還想再用多點時間了解他嗎？
正如學英文，一開始你便不喜歡，每次見到英文你只會覺得討厭，你還會主動學習更
多嗎？Mia 一直深信，學生只有先愛上英文，才可學好英文，繼而考好英文。當你不
再對英文有恐懼，你的英文便可得進步。Mia 從英文最可愛之處出發，以日常生活例
子深入淺出地解釋複雜的英語概念，在零壓力的課堂氣氛下，引發學生對英文的興趣。
對學生來說，每一堂都是享受。

讀書不一定是辛苦的，輕鬆也能令你順利考入大學

4神級配套
你有向老師投訴考 Listening 時 speaker 讀得太快，完全趕不切抄寫嗎？你也有向老
師反映過 Reading 卷過淺或過深嗎？坊間大量補充練習，質素參差，粗製濫造，不
值參考。Mia 團隊每月製作全新筆記及練習卷，緊貼試題走勢，練習卷難度與 DSE
試卷極相近，讓你清楚知道學習進度。Mia 更不惜工本，找來有出試題經驗的外籍老
師為 Listening 及 Oral 練習卷錄音，放在網站上讓同學免費收聽，隨時隨地為自己
不斷增值。

聆聽/口試模擬考試，學生作文常犯錯誤，一應俱全

5 專業學術團隊，全天候協助

補習天王／天后一定只可遠觀，而不可接近嗎？錯了，天后也有 live 班的。

Mia 習慣於上堂前後與學生交談，了解學生學習進度，但亦明白 video /

online 班的學生也需協助，故此成立了專業學術團隊，有效率地在分校及

網上為學生解決疑難。全不額外收費，絕無取巧！

* 為學生批改作文功課、Listening task、SBA 及 English project

* 問書平台，快速回應

* 定期到分校進行問書環節

* 定期進行 Oral 實戰鍛鍊

* 全港英語水平測試

* 每月限定，送出精美文具 / 應試天書

＃以上實際安排可能因導師教程而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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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中一至中三 暑期課程

＃課程實際內容可能因導師教程而改動

課程堂數：4堂（共 1 期）[由 2021 年 7 月 28 日開始] (歡迎插班生)

課程內容：全新筆記，與上年度 S.1/S.2/S.3 常規課程筆記內容不完全相同，新/舊同學皆適合報讀

致中一至中三的同學及家長： ***重要***閲讀課程內容前務必先想一想：

致家長：為何你要選擇 Mia 老師？

答：作為現代教育很多學生選報的英文名師Mia 絕對是信心和口碑的保證，

助貴子女提升對英文的興趣和考試成績。

S1-3 Summer Course 

課程大綱：

* Writing (作文)

由淺入深，詳盡教授如何從字、句、段寫好文章

教授同學從基本句式擴展至複合句式，附以例子、實用短語及句子, 提供集趣味及學術性於一身的範文

堂上派發作文練習簿，擬定校內常教常考的作文題目，無限量免費為同學批改功課 (包括日校作文)。

* Reading and Grammar (閱讀及文法)

以名校試卷為藍本，教授同學應付不同文章、改錯處 (proofreading)、不供詞/多項選擇填充 (open / mc cloze) 等題型, 提供適量課堂練習 (class 

practice) 及精選的課後練習，讓同學加以操練，提升英語水平。

* (Grammar) 文法

重點重溫校內教授的重要文法概念，包括時式 (tenses)、詞性 (parts of speech) 等, 教授複述句 (reported speech) 及

條件句 (conditional sentences) 等實用句式, 筆記內附額外文法練習讓同學多加練習。

致同學：趁著悠長暑假，為何不去玩樂，反而參加沉悶的課程？

答：Mia 的課程特色是寓學習於娛樂，你會在短短數堂之內感受到學習的樂趣。

有同學更表示，課堂令他們樂而忘返，愛上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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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中四/中五 暑期課程 S4/5 Summer Course 

＃課程實際內容可能因導師教程而改動

課程堂數：4堂（共 1 期）[2021 年 7 月 28 日開始] (歡迎插班生)

課程內容：全新筆記，與上年度 S.4/S.5 常規課程筆記內容不完全相同，
新/舊同學皆適合報讀

課程大綱：

⚫ Paper 1 (Reading) 閱讀理解
－教授各題種答題技巧，令同學短時間內提升閱讀速度，提高答題命中率。

－堂上派發 Full set Mock Paper (包括 Part A，B1 及 B2 )，及早指導同學如何於選答 B1 與
B2 時作最明智之取捨。同學可選擇不同程度的試題加以練習，內附中文詳解答案及文
章生字解釋。

[堂上派發的 Reading mock paper 獨家製作，Mia 學生尊享，暫不公開發售!]

⚫ Paper 2 (Writing) 寫作
－ 以歷年 DSE 歷屆試題作分析，把文章分類教授（例如 reasoning，suggestion，

argumentative，persuasive，discursive，encouraging，narrative 等）。

－ 教授同學以獨創絕招 -『美人梯』- 結構寫大綱，以正確思維帶出論點，適當運用大量
實用生字及具說服力的句式，應用修飾技巧美化文章，大大提升同學的寫作速度。

－堂上提供歷年 DSE 試題，每題附上 5** 範文，生字及句式均連中文詳解。

－ 派發作文練習簿，內附實用生字及句式，免費為同學批改功課，附上專業評語，改善
同學寫作技巧。

⚫ Paper 3 (Listening ＆ Integrated Skills) 聆聽及綜合技巧

－堂上派發 Mock Paper，教授取分奪星要訣：

Part A：- 遇到難串生字，如何不懂怎樣串都能取分？

- 跟不到 speakers 的語速，如何極速抄寫重點？

- 學習處理填充題 / 圖表 / 流程表 / 態度題 / 長題目

- 熟悉 speakers 讀出答案次序，認清 indicators（指示字）之重要性

Part B：- 如何好好運用 preparation time？『5分鐘綠袖子變法』『3 Note C大法』

- 如何運用 Note sheet？『SOS 錦囊』

- 剖析考評局設題理念，教授同學以極速秘技 locate 中 point 內容

- 分析時間運用之黃金比例，令同學做到 100％ Task Completion 無難度

- 教授常考 Formats，在毫無難度下智取最高 Language 分

- 堂上以歷年 DSE 歷屆試題為參照講解，絕不使用「out syllabus」之教材，

令同學做到「學乜，考乜，中乜」之至高境界

[堂上派發的 Listening mock paper 獨家製作，邀請有經驗的外籍老師為模擬

試卷錄音，同學可於www.miawong.hk 24小時隨時收聽，改善聆聽技巧。

Mia 學生尊享，暫不公開發售!]

⚫ All Papers (各卷必用教材)

－ 熱門時事區：搜尋最 hot 社會時事題材，附上生字解釋及實用練習，務求令同學於

Writing 時能輕易應用常用生字，於做Reading 及 Listening Part B 時更易理解文章。由於

hot news 用字是現常的 updated 生字，同學學習後可免於 Writing 時用了考評局不建議考

生用的 stock phrases 而被扣分。

－生字應試錦囊：提供歷年 DSE 各試卷內的生字解釋及用法，附以例句作參考。

－ 測驗卷：同學可於溫習整套筆記後作進度測試，確保堂上所學的能完全被吸收，學以致

用。

以往過了輕鬆的幾個學年，對嗎？你覺得「輕鬆」，因你未真正感受到中六 HKDSE 文憑試的威

力。S1-3 英語課程多注重為學生打好文法基礎，忽略了應試技巧 (Exam skills) 的重要性。由這年

開始，帶你睇清文憑試的真面目，讓你得到正確的學習方法、讓你知道早些補英文的莫大好處。

升中六 暑期課程 S6 Summer Course 

課程堂數：4堂（共 1 期）[2021 年 7 月 28 日開始] (歡迎插班生)

課程內容：全新筆記，與上年度 S.4/S.5 常規課程筆記內容不完全相同，
新/舊同學皆適合報讀

2022 HKDSE 英國語文科將於 4 月 舉行。你現時對這個試的認識其實是相當少，你極需要多

睇多做不同類型的試題作最佳的準備。無需自行到書店選購練習，因我已做好多套, 暫定每

期派發。一同在 HKDSE共創佳績。

⚫ Paper 4 (Speaking) 口試 (只適用於 S4/5 課程)

－ 為同學貼題，先擬定題目方向，再附上奪分論點，模擬考生在

Group Discussion (8分鐘) 及 Individual Response (1分鐘) 內的對

話，指出得分及失分位，讓同學有親身經歷考口試的感覺。

－邀請有經驗的外籍老師為模擬對話錄音，同學可於

www.miawong.hk 24小時隨時收聽，改善發音及聆聽技巧。

http://www.miawong.hk/
http://www.miawon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