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推廣計劃
會員專享優惠
凡參加本公司２０１８推廣計劃，
貴機構／公司：員工／會員／義工，
均可獲享高達半價的優惠！

聯絡：劉小姐(Mandy) /駐香港業務經理
電話/Whatsapp: 54004209 WeChat: HKSwooshEnglish
Email: mandy@swooshenglish.com
www.swooshenglish.com

2018 推廣計劃
會員專享優惠
專享優惠：
貴機構／公司：員工／會員／義工或由貴機構／公司指定身
份者，均可獲享高達半價的優惠！


互動英語學習系列(分 6 等級：適合 K3 至初中學生或初
級程度的成人學習，每級共有 52 課一年內使用)。

關於我們
Swoosh English 自 2013 年在⾹港成
⽴，我們希望透過有趣，吸引和創新
的 方式教授 英語，以應付⾹港龐大的
英語學習需求。
Swoosh English 以提供線上教學服務
開始，通過線上一對一／小組英語
課，幫助 世界各地的學生提升英語能
力。此外，我們亦提供雅思 (IELTS)
考試準備課堂，自學教 材及模擬考試
等，以協助考生作最好的準備。

另附送全球超過 5 萬所學校使用的英語遊戲平台一年無
限使用。［高達半價優惠］


個人 1 對 1 英語能力提升課程：以網上連線到我們的線
上課室，實時與我們的外籍老師見面上課，內容按學生
個人能力及需要而設定，包括一般英語、商業英語、
IELTS 考試預備或香港學生私人補習。［九折優惠］



現場實體班小組/個人：外籍老師教授，可自行組合／
１對１或根據我們各課室開辦的小組課報名。［九折優
惠］



公司員工培訓計劃：外籍老師教授，按公司需要設定內
容及節數，按人數及節數報價。［高達七折優惠］

本公司提供的支援：


我們會提供一張簡單而完整的資料單張給 貴機構／公
司即時把推廣傳送到你的員工／會員等，在資料單張上
清楚列明 貴機構／公司的名稱。

[在過去一年，我們的 IELTS 課程已
協助超過 1500 名世界各地醫生護士
應考，以助考取英國移民工作簽証]
2016 年起，我們更開展了現場班，回
應不同家長的需求，包括個人能力提
升課 程、升中面試準備班、功課支援
班、英⽂專科班、英⽂拼音、英文畫
畫班、英 ⽂口語能力進階班、英文寫
作及閱讀理解改善課程等，還特別安
排兒童日⽂班 以應付某些學校需要學
生學習另類語言而設。
我們喜歡看到我們的學生充滿幹勁，
而且有決心和專注地改善自己的語⽂
能力 ，通過英籍⽼師的幫助和我們所
提供的學習資源，相信能更快建⽴學
生的自信心。

［此優惠只適用於持有__________職員證之人士］


提供專人解答貴機構員工/會員的查詢及報名安排。



[可選擇]於本中心網頁及任何電子媒體顯示貴機構/公司
已加入 2018 年的推廣優惠。

Chi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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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 everyone, I am Chito and I am from the Philippines. I've been with Swoosh English for almost two
months and what I like about Swoosh English is that first we have a 24-hour support group. This
community is composed of people that share the same dream like ours. They will give you feedback
and advice for you to be more confident in taking the IELTS examination. Second, we have a very
flexible time when it comes to our online classes, that will really fit in with your busy schedule as a nurse
here in the Philippines and abroad. If ever that you miss the class, don't worry about it guys. Because
you will have access to the recorded video whenever you are available. Third, the last we have a
personal information coming from experienced IELTS examiner's and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They will
definitely hone your skills when it comes to reading, listening and speaking, and of course they will be
able to scrutinize your output in their writing test. So definitely guys, my experience with Swoosh English
is extremely great. This is a really good investment and I can confidently say right now that I am more
ready in taking the IELTS examination soon. So guys thank you, see you and good lu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