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美加

SAT 暑期課程

經典正規班/密集衝刺班/精緻分級小班
學習有 feedback

進步更加倍

根據 2016 美加 SAT 學員大數據分析表示，
經過 2 週訓練，分數可進步 200～250 分，
4～6 週，直衝新制 SAT 1500+

新制 SAT 怎麼變？該如何考？
除了分數從 2400 改回 1600 分，選項從 5 個變 4 個，答錯不再倒扣外，還有
Reading Test：
Writing and Language Test：
Math Test：
★取消短篇閱讀
★少了單字填空
★新增圖表題型
★多了例證分析題型
★歷史及科學主題題型

★考試順序變成最後考
★測驗時間變 50 分鐘
★獨立寫作計分
★總結式寫作變分析寫作
★不像舊制背範例就能得分

★難度變大
★題幹變長
★考驗學生理解能力
★可用計算機單元變難
★短時間可拉高分數

新制高分全台制霸，高分同學現身說法!!
有圖有真相，高分學員真心不騙

舊制的考題比較散，拆成較多單元，新制
的就是四個單元，閱讀、寫作、數學(一
個可使用計算機，一個不行)。這樣看來，
數學成績的比分就從原本的 1/3 變成現
在逼近 1/2。新制要 800 基本是一題都不
能錯，來美加絕對可以學到最好的拿分技
巧。

【逼近滿分，托福雙料高分】
(親臨說明會分享高分心得)
中文姓名：唐紹齊
學校及科系：建國中學
正式考試成績：
Math：790 分、Evidence-Based
Reading and Writing：740 分
正式考試總分：

SAT 1530 分

到美加補習的好處是地點適中，教室新
穎，參加補習的同學都是有志一同，所以
可以互相切磋，也是因為累積多年經驗，
所以對於學生的學習跟課程教學還有時
程的安排都很有經驗。

【完美進步 300 分】
中文姓名：劉承翰
學校及科系：建國中學
第一次模考成績總分：1200 分
正式考試成績：
Math：800 分、Evidence-Based
Reading and Writing：700 分
正式考試總分：

SAT 1500 分

(一戰)

TOEFL iBT 110 分 (一戰)

(滿分 1600)

發現美加的作業對於我的學習有很大的
幫助，除了可以很快速地得到批閱作業的
老師所給予的 feedback 外，也是一種測
驗與反省自己學習的方式，而且美加的模
考考題難度很接近 College Board SAT
測驗的考題，所以參加美加的模考是很難
得的練習機會。

【一戰就高分】
中文姓名：何尹翰
學校及科系：北一女中
第一次模考成績總分：1220 分
正式考試成績：
Math：800 分、Evidence-Based
Reading and Writing：680 分
正式考試總分：

SAT 1480 分

(一戰)

TOEFL iBT 116 分 (滿分 120)

免費「重點」講座

★7/15(六)

申請美國大學名校的致勝關鍵／講者：美加留學顧問

歡迎家長與學員一同參加

★7/29(六)

留學 A 到 A+的申請撇步／講者：美加留學顧問

最聰明的 SAT 課程，重點必修實體課+8 次高效仿真模擬考+課間真人互動輔導
【SAT 經典正規班】全程以英語教學為主、中文為輔，搭配每週仿真模考，幫你快速提分！
透過名師逐一技巧教學搭配模考解說，自然而然加強學習記憶力，並採用官方出版書籍和名師親撰的獨家精華攻略，在雙面教材全面輔助下，包准
能讓學員輕鬆抓到考試技巧、迅速吸收訣竅，並將實力真正提升；也會在上課期間不定期舉辦隨堂測驗，立即驗收及展現學習之成效，督促學員凝
聚專注力、全力以赴，激發出無限的學習潛能！

班別

開課日期

週數

正規 A1
正規 A2
正規 A3

06/19～08/11
06/26～08/11
07/03～08/11

8
7

上課時間

模考

課程費用

(一)～(五)午 14:00～17:00

(二)晨 09:30～12:30

42,800 元
38,800 元

6

34,800 元

【SAT 密集衝刺班】濃縮課程精華，加快學習腳步，短時間內速衝高分！
只要短短 6 週，保證你的學習效果突飛猛進！含 6 次可比擬正式考試的模考測驗，並透過王牌名師詳細的解題下，學習絕對可以迅速豁然開朗，再
加上名師以豐富教學經驗所自編的密技寶典，就等於握有成功秘訣；家長還可輕鬆在線上查詢模考成績，隨時掌握孩子的學習進度，還貼心配有隨
班助教，可現場立即幫忙解惑答題或是透過助教信箱快速諮詢！

班別

開課日期

週數

上課時間

模考

課程費用

衝刺 B

07/03～08/11

6

(一)～(五)晨 09:00～13:00

(二)午 14:00～17:00

42,800 元

【SAT 精緻分級小班】第一週課即進行入學測驗，最有效的教學方式，就是對症下藥！
5~9 人成班，全互動進步空間看得到，有問必答最好學習模式！
最短 4 週，最符合經濟效益的課程安排，幫學員了解問題所在，直擊高分區，每班最多 9 人，剛剛好的學習環境及氛圍，有問必答，每個學員的問
題，老師看得見，全互動的教學模式，打破舊式教學框架，歡迎有志一同且實力相當的同學一齊報名。

班別

開課日期

週數

上課時間

模考

課程費用

精緻 C
精緻 D

06/12～07/07
07/10～08/04

4

(一)～(五)晨 09:30～12:30

(二)午 14:00～17:00

68,000 元

★若未達 5 人成班，採家教班費用計算。

【SAT II 數理課程】提升名校錄取機會，一舉獲得知名學府青睞！
美加特別針對台灣學子歷年來最常報考的兩大科目－數學、化學，以專業名師實際模擬美國上課現況，全程以英語授課，並適時依學習狀況搭配少
許中文輔助教學，雙管齊下更能幫助迅速融會貫通，輕鬆學會考試技巧！

班別

開課日期

週數

上課時間

課程費用

SAT-II 化學
SAT-II 數學

07/08～08/12
07/09～08/13

6

(六)晨 09:30～12:30

12,800 元

6

(日)晨 09:30～12:30

12,800 元

【SAT 1500 分必勝班】超值價：66,000 元

【雲端線上答疑課】

適用對自己有期許，決心衝破 1500 分的學員，可選上任何美加 SAT 正規班次(精緻分級小班除
外)，考完 SAT 成績未達 1500 分者可於報名上課日起 2 年內不限次數回班續上 SAT 課程。
．本課程不享有任何優惠。
．本課程不得辦理保留及延期。
．請持正式考試成績及本班上課證於第 1 次上課日起，2 年內免費回班復課，另需支付工本費 200
元。
．回班復課不含教材，若課程教材更動，需另付教材費。

課後想發問？我們有一套
SAT 雲端線上答疑課程，美加名師團隊蒐羅學
員難解題型，線上親自解惑，不受空間及時間
限制，隨時隨地想看就看，問題不拖延，快速
秒殺你的難解惡夢！

優惠辦法請洽註冊組
．銀行匯款【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襄陽分行，帳號：055-001-007-58576，戶名：美加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ATM 轉帳【遠東國際商業銀行(代號 805)，帳號：055-001-007-58576】
。
．匯款或轉帳後需傳真至美加(02)2389-6325 並註明姓名、電話，以便連絡。

授課師資

(本班保有自行調派授課師資之權利)
陶維極

李柏銘

美樂(Mia)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研究所
碩士
★前語言訓練中心教授、副教務主任

★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心理
與傳播雙學士
★香港大學 MBA 班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校區
生化學士及碩士
★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

王瑞(Corey)
★美國葉史瓦大學青少年輔導碩士

林忻如
★美國加州州立理工大學波莫納
分校數學教育系碩士

譚歆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語言
習得學博士
★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教育碩士

魏民
★美國南伊利諾大學卡本戴爾分校理工碩士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校區理學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