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家長提醒子女準時上課（包括加堂之特別安排），除當天病假（持有效醫生紙）或校內活動外，事假、因遺忘而未有

上課等，恕未能作補課或退款安排，亦不會向家長作個別通知，敬請見諒。如受疫情影響，課程將改以視像教學模式繼

續上課，直至教育局公佈最新上課安排止。 

 

 

2023學年 

3-4月份中、小學課程時間 
 

 

歷年無數進步成功實證 「就只差你一步」 

 

 

暑期課程 2023 及 23/24 新學年留位安排將於 4 月尾公佈 

密切留意 

 

 

 



請家長提醒子女準時上課（包括加堂之特別安排），除當天病假（持有效醫生紙）或校內活動外，事假、因遺忘而未有

上課等，恕未能作補課或退款安排，亦不會向家長作個別通知，敬請見諒。如受疫情影響，課程將改以視像教學模式繼

續上課，直至教育局公佈最新上課安排止。 

本月通告 

1. 下列日期中心休息（除指明專科課堂外） 

4 月 

清明節假期 5/4 

復活節假期 7-10/4 

2. 為便於家長更靈活安排子女時間，本中心由 1/3 起優化請假流程： 

(1)事假 

如有要事或學校活動未能如期上課者，須於原定上課日四天或以前必須透

過 Schooltracs 手機應用程式申請事假，超過請假期限及 whatsapp 請假

將不受理。而每月每課程上限為一節，該節課堂學費將於下一月份學費中扣除（除

特別指明不設事假之課程外），惟該課節之筆記將不獲補發。 

 

(2)病假 

家長在報讀課程後，遇上子女身體不適致未能上課，憑由註冊醫務所開立之醫生紙

副本並不遲於當天上課前通知本中心，該節課堂學費將於下一月份學費中扣除（除

特別指明不設病假之課程外），惟該課節之筆記不獲補發。 

 

上述情況之請假安排，該課節之筆記將不獲補發。惟如需本中心補發筆記之學生，

該節學費則不能作回扣安排，並不視作請假，敬請家長留意。 

 

舊生介紹新生計劃 薪火相傳 

  感謝各位家長對我們一直支持，新學年特意為舊生加推超級優惠，以回饋家

長及同學不遺餘力把我們推薦給身邊的朋友。 

  凡在學學生介紹新生報讀任何中小學課程（操卷課程除外），新同學成功報

讀後，介紹人可獲每位$500現金獎賞，逢介紹第三、六、九位（如此類推）更

可獲$1000現金獎賞，介紹人領取獎賞次數不設上限。 

1️⃣ 新生必須為未曾在本中心報讀任何課程的學生。獎賞將以月結形式發放現金予介紹人/學生。 

3️⃣ 中學生介紹同學亦可適用。活動結束日期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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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等，恕未能作補課或退款安排，亦不會向家長作個別通知，敬請見諒。如受疫情影響，課程將改以視像教學模式繼

續上課，直至教育局公佈最新上課安排止。 

全方位功課輔導課程 

課程特色 

以校內課本及作業為本，循環溫習及練習，務求學生有深刻記憶 

由功課以至每日學習進度、默書、測驗及考試都作嚴謹監督 

備有不同程度工作紙，試前安排試卷操練，讓學生有更充分的準備考試 

全職導師配以助教團隊親自教授，按級分教室 

初小目標 高小目標 

穩固學校課程根基 

培養三自能力：自理、自律、自學 

溫習考試主導、功課為次 

養成每天溫習習慣 

拔尖補底 以提升成績為目標 

 

對象 小一至小六 

時間 

星期一至五 

下午 3 時至晚上 8 時（其中兩小時） 

公眾假期停課（每月平均為 20 天上課天） 

學費 時間 每週四天 每週五天 

小一 兩小時 $2300/月 $2600/月 

小二至小三 兩小時 $2100/月 $2300/月 

小四至小六 兩小時 $2300/月 $2600/月 

超過 90%為仁立仁紀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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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等，恕未能作補課或退款安排，亦不會向家長作個別通知，敬請見諒。如受疫情影響，課程將改以視像教學模式繼

續上課，直至教育局公佈最新上課安排止。 

小學中文課程  尖子中文課程  

何
 

班組 級別 導師 上課時間 上課日期 學費 

CYL01 

一年級 

(綜合課

程) 

李Sir 星期六 10:00-11:15 

4,11,18,25/3 

$250/1堂 

1,8,15,22,29/4 

CYL02 

二年級 

(綜合課

程) 

何Sir 星期六 2:30-3:45 

4,11,18,25/3 

$250/1堂 

1,8,15,22,29/4 

CYL03 三年級 李Sir 星期六 11:30-12:45 

4,11,18,25/3 

$200/1堂 

1,8,15,22,29/4 

CYL04 
四年級 

(連寫作) 
何Sir 星期三 4:00-5:15 

1,8,15,22,29/3 

$250/1堂 

5,12,19,26/4 

CYL05 五年級 何Sir 星期二 4:00-5:15 

7,14,21,28/3 

$200/1堂 

 4 ,11,18,25/4 

CYL06 六年級 黎Sir 星期日 11:30-12:45 

5,12,19,26/3 

$200/1堂 

2,9,16,23,30/4 

專校專班 效果有目共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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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中文課程  中文閱讀及寫作課程 

班組 級別 導師 上課時間 上課日期 學費 

CRW05 五年級 何Sir 星期四 4:00-5:15 

2,9,16,23,30/3 

$250/1堂 

6,13,20,27/4 

CRW06 六年級 何Sir 星期五 4:00-5:15 

3,10,17,24,31/3 

$250/1堂 

7,14,21,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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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等，恕未能作補課或退款安排，亦不會向家長作個別通知，敬請見諒。如受疫情影響，課程將改以視像教學模式繼

續上課，直至教育局公佈最新上課安排止。 

小學英文課程 

尖子英文課程 

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榮譽學士 

多年大型補習社、教育機構工作經驗，專責教授課程及教材設計 

小學全科補習、小學中英數專科、TOEFL-JUNIOR 及升中面試班專家 

 

班組 級別 導師 上課時間 上課日期 學費 

ELM02 
二年級 

(連寫作) 
Lau Sir 星期六 11:30-12:45 

 4 ,11,18,25/3 

$250/1堂 

1,8,15,22,29/4 

ELM03 
三年級 

(連寫作) 
Lau Sir 星期六 10:00-11:15 

 4 ,11,18,25/3 

$250/1堂 

1,8,15,22,29/4 

ELM04 
四年級 

(連寫作) 

Miss Fion 

Wong 
星期六 5:30-6:45 

4,11,18,25/3 

$250/1堂 

1,8,15,22,29/4 

ELM05 五年級 
Miss Fion 

Wong 
星期六 4:00-5:15 

4,11,18,25/3 

$200/1堂 

1,8,15,22,29/4 

ELM06 六年級 
Miss Fion 

Wong 
星期六 2:30-3:45 

4,11,18,25/3 

$200/1堂 

1,8,15,22,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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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數學課程 

尖子數學課程 

 

班組 級別 導師 上課時間 上課日期 學費 

MT03 三年級 Miss Lo 星期六 2:30-3:45 

4,11,18,25/3 

$200/1堂 

1,8,15,22,29/4 

MT04 四年級 Miss Lo 星期日 2:30-3:45 

5,12,19,26/3 

$200/1堂 

2,9,16,23,30/4 

MT05A 

五年級

A 

Miss Lo 星期日 5:30-6:45 

5,12,19,26/3 

$200/1堂 

2,9,16,23,30/4 

MT05B 

五年級

B 

Miss Lo 星期六 10:00-11:15 

4,11,18,25/3 

$200/1堂 

1,8,15,22,29/4 

MT06A 

六年級

A 

Miss Lo 星期日 4:00-5:15 

5,12,19,26/3 

$200/1堂 

2,9,16,23,30/4 

MT06B 

六年級

B 

Miss Lo 星期六 11:30-12:45 

4,11,18,25/3 

$200/1堂 

1,8,15,22,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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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中文課程 

 

 

22/23 統一測驗同學成績進步率達 85% 

歷年無數成功實證 「就只差你一步」 

 

授課內容：校內考核重點課文、文化知識、閱讀理解及相關寫作教學 

自律學習：完成常規課堂安排功課、試題操練及寫作訓練 

 

班組 級別 導師 上課時間 上課日期 學費 

CSS01A 中一A 何Sir 星期一 5:00-6:15 

6,13,20,27/3 

$250/1堂 

3,10,17,24/4 

CSS02A 中二A 何Sir 星期二 5:30-6:45 

7,14,21,28/3 

$250/1堂 

 4 ,11,18,25/4 

CSS03A

（林護） 
中三A 何Sir 星期三 5:30-6:45 

1,8,15,22,29/3 

$250/1堂 

5,12,19,26/4 

CSS03C 中三C 何Sir 星期四 5:30-6:45 

2,9,16,23,30/3 

$250/1堂 

6,13,20,27/4 

重點
授課

自律
操練

果效
Double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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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S04A 

（林護） 
中四A 何Sir 星期五 5:30-6:45 

3,10,17,24,31/3 

$280/1堂 

7,14,21,28/4 

CSS04B 

（林護） 
中四B 何Sir 星期六 4:00-5:15 

4,11,18,25/3 

$280/1堂 

1,8,15,22,29/4 

CSS04D 

（林護） 
中四D 何Sir 星期日 4:00-5:15 

5,12,19,26/3 

$280/1堂 

2,9,16,23,30/4 

CSS04E 中四E 何Sir 星期一 3:30-5:15 

6,13,20,27/3 

$280/1堂 

3,10,17,24/4 

CSS05 中五 何Sir 星期一 6:15-7:30 

6,13,20,27/3 

$280/1堂 

3,10,17,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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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S 拔萃中文課程 

 

 

班組 級別 導師 上課時間 上課日期 學費 

DBC01 
G7 

(DBS) 
何Sir 星期日 5:30-6:45 

請查閱群組內 

公佈時間表 

$370/1堂 

DBC02 
G8 

(DBS) 
何Sir 星期六 10:00-11:15 $370/1堂 

DBC03 
G9 

(DBS) 
何Sir 星期日 6:30-7:45 $370/1堂 

DBC04 
G10 

(DBS) 
何Sir 星期六 11:30-12:45 $450/1堂 

*請同學帶備校內課本、校本文化手冊、校本寫作補充課程、別字辨識手冊及成語學習檔案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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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等，恕未能作補課或退款安排，亦不會向家長作個別通知，敬請見諒。如受疫情影響，課程將改以視像教學模式繼

續上課，直至教育局公佈最新上課安排止。 

初中數學課程(S1-S2) 

 
 

 

⚫ DR KEFF CHIN 為二十多篇國際著名科研期刊文章及會議論文作者 

⚫ 前大型補習社活學教育數學科首席講師 (2009-2017) 

⚫ 21-22 年獲 CASIO HK 邀為計算機 fx-50FH II 參與編程並撰寫《UNLOCK 

THE POTENTIAL OF fx-50FH II - THE PRACTICAL GUIDE TO 

CALCULATOR PROGRAMMING)》《fx-50FH II 潛能解鎖 - 計算機

編程實用指南》 

⚫ 20-22 年被邀為《香港文憑試教育工作者協會》「全港大型聯校模擬

考試」數學科之擬卷者 

⚫ 「2017 全港中學文憑模擬試」數學科擬卷者及「DSE 應試攻略」數學科主筆 

⚫ 現時為香港理學苑專科數學教育躶程總監及 SKILLMOVE STUDIO 的聯合創辦人，同時擔任

資優教育督導委員會學術顧問 

⚫ 以高效教學著稱，多次受邀於香港電台和學友社舉辦的「奮發時刻 DSE」節目中擔任嘉賓，

分享考試策略和技巧。專業於電子工程領域。曾獲傑出研究博士論文獎、國際工程及科技學

會 YMEC 論文比賽亞軍及全國挑戰杯競賽技術發明大賽二等奬等，其發明現擁有一項美國專

利 

THOMAS SIR @ DR KEFF CHIN MATHEMATICS [初中數學 必然之選] 

⚫ DR KEFF CHIN 門生，學習各種考試技巧，數學科成績長期高踞榜首，一支獨秀，DSE 更奪得 

Lv5*佳績 

⚫ 就讀大學期間已任教於大型連鎖教育機構，現為 DR KEFF CHIN MATHEMATICS 特訓團隊的

初中數學科主幹導師，並負責統籌各年級的應試特訓課程 

⚫ 歷年教授及協助 Band1-3 不同程度的學生提升成績，清楚了解不同程度及背景的學員的需

要，深受學生與家長愛戴及信任 

⚫ 精通數理基礎及其邏輯應用，現時非常普及的編程(Coding)語言如 Python、C++及 C# 等皆

是 Thomas Sir 的強項，熟悉 ARDUINO 電子開發技術，具豐富的 UNITY 及 BLENDER 等 

2D 及 3D 設計製作教學經驗，為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榮譽理學士 

⚫ 理論與實踐並重，為極少數擁有 STEM 及 STEAM 教學資歷的「多功能」專業數學導師，教

學實力之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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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等，恕未能作補課或退款安排，亦不會向家長作個別通知，敬請見諒。如受疫情影響，課程將改以視像教學模式繼

續上課，直至教育局公佈最新上課安排止。 

班組 級別 導師 上課時間 上課日期 學費 

MSS01A 中一A 

Thomas Sir@ 

Dr Keff Chin 

團隊 

星期日 2:30-3:45 

5,12,19,26/3 

$200/1堂 

2,9,16,23,30/4 

MSS01B 中一B 

Thomas Sir@ 

Dr Keff Chin 

團隊 

星期日 1:00-2:15 

5,12,19,26/3 

$200/1堂 

2,9,16,23,30/4 

MSS02 中二 

Thomas Sir@ 

Dr Keff Chin 

團隊 

星期日 4:00-5:15 

5,12,19,26/3 

$200/1堂 

2,9,16,23,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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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數學課程(S4-S6) 

⚫ 著作暢銷 DSE 數學練習、聖保羅男女中學、聖公會

林護紀念中學高中數學科補充教材用書作者 

⚫ 港大數學系榮譽畢業，DSE 5**，前大型補習社首席名師 

⚫ 十年教學，門生過千，並連續 8 年愈半門生考獲 5/5*/5** 

⚫ 現為 CASIO 官方計數機程式集 (Core+M1+M2) 作者  

⚫ 曾為星島日報《S-File》數學專欄作家、港台節目《奮發時刻 DSE》數學科主講 

⚫ 全港首位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辦過千考生數學模擬試 

課程特色 

專業教材 

• 每個課題皆有中英對照精裝筆記外加大量練習，題目按問法及難度詳細分

類，方便同學溫習及操練 

高效教學 

• 堂上親自傳授 Mr Chan 獨門數學神技 以及 原創計數機程式，門生可以 12

秒極速解決歷屆 MC Killer 題目 並以最低限度之運算在長題目強行奪取滿

分！ 

完備配套 

• 錯過現場課堂可以視像形式補課，完成課程後亦可視像重溫，即將推出額外

操練時段、 WhatsApp＋IG 問書 group 

全面照顧 

• 緊貼並略領先中學校內進度兼教公開試題型，令學生同時完美應付

DSE(Diploma Secondary Exam) 及 DSE(Day School Exam) 

 



請家長提醒子女準時上課（包括加堂之特別安排），除當天病假（持有效醫生紙）或校內活動外，事假、因遺忘而未有

上課等，恕未能作補課或退款安排，亦不會向家長作個別通知，敬請見諒。如受疫情影響，課程將改以視像教學模式繼

續上課，直至教育局公佈最新上課安排止。 

中六 DSE 急救衝刺課程 

班組 級別 導師 上課時間 上課日期 學費 

MSS06 中六 
Nixon 

Chan 
星期日 2:30-3:45 

5,12,19,26/3 

$300/1堂 
2,9,16,23,30/4 

 

中四至中五課程 

班組 級別 導師 上課時間 上課日期 學費 

MSS04 中四 

Nixon 

Chan 

星期日 5:30-6:45 

5,12,19,26/3 

$280/1堂 
2,9,16,23,30/4 

MSS05 中五 

Nixon 

Chan 

星期日 4:00-5:15 

5,12,19,26/3 

$280/1堂 
2,9,16,23,30/4 

 

中四 M1 數學課程 

班組 級別 導師 上課時間 上課日期 學費 

MSSM104 中四 
Nixon 

Chan 
星期日 1:00-2:15 

5,12,19,26/3 

$280/1堂 
2,9,16,23,30/4 

 

 

Mr C.M.Chan 課程注意事項 

為配合緊湊的高中數學課程進度，本課程不設病假及事假，

未能出席之課堂將以錄影課堂形式補課。 

報讀前敬請留意。 



請家長提醒子女準時上課（包括加堂之特別安排），除當天病假（持有效醫生紙）或校內活動外，事假、因遺忘而未有

上課等，恕未能作補課或退款安排，亦不會向家長作個別通知，敬請見諒。如受疫情影響，課程將改以視像教學模式繼

續上課，直至教育局公佈最新上課安排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