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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4 常規補習課程(F.1 至 F.3)：英文 
 

 
初中英文小組簡介和注意事項: 

1. 初中英文小組的教學內容，依據教育局的英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南(中學)，運用主題式教學，尤其著重作

文和閱讀。 

2. 老師會因應每班學生的強項和弱點，作針對性的部署和教學。每堂均會指派功課。 

3. 上下學期大考前，老師會針對學生考試內容加強作文和 GE 卷之訓練；除日常功課外，老師會提供額外試卷，要

求學生在家中完成。 

4. 中一英文小組暑期班和上學期教學，會加入幫助同學適應中學生活的內容，例如學校常用的英文詞彙。 

5. 初中和高中的英文課程重點及考核模式，有重大差別。為了幫助中三同學順利過渡，中三英文小組除主題式教學

外，亦包括高中 DSE 考試初探。 

 

 

 

F.1 課程編號 科目 導師 星期 時間 開課日期 課程類別 學生人數 每堂學費 

1E-CK-Thu430 Eng Mr. C. Kwok 四 4:30 - 5:45 27/7 面授課 3 - 6 $300 

 
 
 

F.2 課程編號 科目 導師 星期 時間 開課日期 課程類別 學生人數 每堂學費 

2E-CK-Wed445 Eng Mr. C. Kwok 三 4:45 - 6:00 12/7 面授課 4 - 7 $330 

2E-CK-Sat330 Eng Mr. C. Kwok 六 3:30-4:45 待定 面授課 4 - 7 $330 

 

 

 

 

F.3 課程編號 科目 導師 星期 時間 開課日期 課程類別 學生人數 每堂學費 

3E-CK-Tue430 Eng Mr. C. Kwok 二 4:30 - 5:45 11/7 面授課 4 - 7 $360 

3E-CK-Wed545 Eng Mr. C. Kwok 三 5:45-7:00 12/7 面授課 4 - 7 $360 

3E-CK-Sat330 Eng Mr. C. Kwok 六 3:30-4:45 待定 面授課 4 - 7 $360 

 

http://wa.me/85262877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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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4 常規補習課程(F.4 至 F.6)：英文 

 

中四至中六英文小組簡介和一般注意事項: 

1. 高中英文小組是考試導向教學，內容針對 DSE 各份試卷，尤其著重佔分最重的 Paper 3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和 Paper 2 (Writing) 。 

2. 導師會因應每班學生的強項和弱點，作針對性的部署和教學。每堂均會指派功課。 

3. 所有報讀高中英文專科班的同學, 每月月初均會收到額外的 Paper 1 Reading 試卷， 學生完成後可交給老師批改， 

此外老師亦會提供答案和詳細建議。 (所有額外派發的試卷不會在常規班中使用。) 
 

中五英文小組重要補充事項：   

4. 中五英文小組除了要完成導師指派的日常功課，有需要時會另加額外訓練，隔日繳交。額外訓練內容包括作句、

作段、寫作文大綱等等。 
 

中六英文小組重要補充事項：   

5. 中六英文小組除了要完成導師指派的日常功課，有需要時會另加額外訓練，每日/隔日繳交。額外訓練內容包括作

句、作段、寫作文大綱等等。 

6. 中六英文小組學生全年會有多次額外訓練。每次包括 Paper 2 and 4 或 Paper 3 and 4，以加強學生在限時與受壓下之

表現和提供足夠的 oral 訓練。部份訓練會邀請在公開試 oral 考得佳績的舊生返來陪練，務求模擬真實考試的情境。 

 

F.4 課程編號 科目 導師 星期 時間 開課日期 課程類別 學生人數 每堂學費 

4E-CK-Mon545 Eng Mr. C. Kwok 一  5:45-7:00 10/7 面授課 4 - 7 $390 

4E-CK-Fri545 Eng Mr. C. Kwok 五 5:45-7:00 待定 面授課 4 - 7 $390 

4E-CK-Sat1115 Eng Mr. C. Kwok 六 11:15-12:30 8/7 面授課 4 - 7 $390 

   

F.5 課程編號 科目 導師 星期 時間 開課日期 課程類別 學生人數 每堂學費 

5E-CK-Mon430 Eng Mr. C. Kwok 一 4:30-5:45 10/7 面授課 4 - 7 $420 

5E-CK-Thu545 Eng Mr. C. Kwok 四 5:45-7:00 15/7 面授課 4 - 7 $420 

5E-CK-Fri545 Eng Mr. C. Kwok 五 5:45-7:00 待定 面授課 4 - 7 $420 

5E-CK-Sat200 Eng Mr. C. Kwok 六 2:00-3:15 8/7 面授課 4 - 7 $420 

 

F.6 課程編號 科目 導師 星期 時間 開課日期 課程類別 學生人數 每堂學費 

6E-CK-Tue545 Eng Mr. C. Kwok 二 5:45-7:00 11/7 面授課 4 - 7 $450 

6E-CK-Fri400 Eng Mr. C. Kwok 五 4:00-5:15 7/7 面授課 4 - 7 $450 

6E-CK-Sat1000 Eng Mr. C. Kwok 六 10:00-11:15 8/7 面授課 4 - 7 $450 

6E-CK-Sat500 Eng Mr. C. Kwok 六 5:00-6:15 8/7 面授課 4 - 7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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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 Record Form ENG 

青睞教育中心：英文科新生紀錄表 
 

 學生個人資料 ：            報名日期：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姓名：(中) ＿＿＿＿＿＿＿     (英) ＿＿＿＿＿＿＿＿＿＿＿＿＿＿  (＿＿＿＿＿＿＿＿)       性別：＿＿＿ 

就讀中學：＿＿＿＿＿＿＿＿＿＿＿＿＿＿＿＿＿＿＿＿＿＿   (F. ＿＿)  

學生手機：＿＿＿＿＿＿＿＿＿ whatsapp 通訊?   □可  □不可, 請用: ＿＿＿＿＿＿＿＿＿＿＿＿＿＿ 

介紹人（如有）：＿＿＿＿＿＿＿＿＿＿＿＿ 

 

 家長聯絡資料 ： whatsapp 通訊?   □可  □不可, 請用: ＿＿＿＿＿＿＿＿＿＿＿＿＿＿ 

家長姓名：＿＿＿＿＿＿＿＿＿   電話：(住宅) ＿＿＿＿＿＿＿＿＿   (手機) ＿＿＿＿＿＿＿＿＿ 

居住區域：□香港島: ＿＿＿＿＿     □九龍: ＿＿＿＿＿     □新界: ＿＿＿＿＿    □離島: ＿＿＿＿＿ 

此欄由家長填寫 [家長簽名：＿＿＿＿＿＿＿＿＿＿＿＿＿＿ ] : 
   

1. 家長希望本中心嚴厲管教，還是寬鬆對待貴子弟？ 

 □ 十分嚴      □ 傾向嚴       □ 傾向寬鬆      □ 十分寬鬆 

2. 家長希望日後和本心導師討論貴子弟的學習問題嗎？ 

 □ 不希望      □ 無所謂       □ 希望        □ 熱切希望 

 
 
此欄由學生填寫： 

  

1. 你的性格：＿＿＿＿＿＿＿＿＿＿＿＿＿＿＿＿＿＿＿＿＿＿＿＿＿＿＿＿＿＿＿＿＿＿＿＿＿＿＿＿ 

2. (a) 你在學校的學習態度：＿＿＿＿＿＿＿＿＿＿＿＿＿＿＿＿＿＿＿＿＿＿＿＿＿＿＿＿＿＿＿＿＿ 

 (b) 你上一次學校考試成績： 測驗 / 考試 (                    ) 

 (c) 你長期參與的課外或興趣活動是：＿＿＿＿＿＿＿＿＿＿＿＿＿＿＿＿＿＿＿＿＿＿＿＿＿＿＿＿ 

3. 你對補習班導師的期望：＿＿＿＿＿＿＿＿＿＿＿＿＿＿＿＿＿＿＿＿＿＿＿＿＿＿＿＿＿＿＿＿＿＿ 

4. (a) 你會準時到青睞補習嗎?  ＿＿＿＿＿＿＿＿＿＿＿＿＿＿＿＿＿＿＿＿＿＿＿＿＿＿＿＿＿＿ 

 (b) 你在青睞補習班會專心上課嗎?  ＿＿＿＿＿＿＿＿＿＿＿＿＿＿＿＿＿＿＿＿＿＿＿＿＿＿＿ 

 (c) 你會用心完成青睞補習班的家課嗎?  ＿＿＿＿＿＿＿＿＿＿＿＿＿＿＿＿＿＿＿＿＿＿＿＿＿ 

5. 假若你希望補習的科目沒有面授課，你願意報讀網課嗎? 

 □ 願意報讀      □ 會考慮報讀      □ 不會報讀 

 
 
此欄由青睞職員填寫： 
 
 
 
 
  



         青睞教育中心               網站: http://www.favour.idv.hk 
西營盤皇后大道西 335 號崑保商業大廈 1104 室     電話: 6287-7738、2915-8019      FAX: 2559-8900      電郵: favour1302@gmail.com      

 
 

Last updated:2023-05-24,18:21  
 

 

關於我們的高中數學補習  
 
問： 導師 Hong sir 是資深教師嗎？ 

答： 是的，Hong sir 於香港中文大學數學系畢業後，一直從事中學數學教育工作，超過 10 年 

教學經驗。Hong sir 講解清晰易明，仔細程度會視乎學生特性及能力。 
 
問： 網課學習，有家課嗎？ 

答： 會有家課，而且 Hong sir 會批改家課，給予適當回饋。 

 (但不一定是每星期都有) 
 
問： 西營盤青睞高中數學小組，會回復開辦面授課嗎？ 

答： 不會。Hong sir 已建立一套有效的網課教學方法，優點包括： 

 (1) 每堂會有清楚的導師課堂筆記記錄，方便同學於測驗考試前溫習。 

 (2) 同學可於上課後 7日內觀看課堂錄影，不用擔心抄漏筆記，有不明白的部份亦可以 

反覆重溫。 

 (3) 配合數學繪圖軟件來學習一些較為複雜的高中圖形題目，使學習更為清晰和有效率。 

 

 

 

 

 

2023-2024 常規補習課程(F.4 至 F.6)：數學 
 

F.4 課程編號 科目 導師 星期 時間 開課日期 課程類別 學生人數 每堂學費 

4M-HS-The530 Math Mr. S. Hong 二 5:30 - 7:00 1/8 網課 3 - 6 $340 

4M-HS-Fri530 Math Mr. S. Hong 五 5:30 - 7:00 4/8 網課 3 - 6 $340 

 

 

F.5 課程編號 科目 導師 星期 時間 開課日期 課程類別 學生人數 每堂學費 

5M-HS-Mon630 Math Mr. S. Hong 一 6:30 - 8:00 17/7 網課 3 - 6 $360 

5M-HS-Sat400 Math Mr. S. Hong 六 4:00 - 5:30 22/7 網課 3 - 6 $360 

5M1-HS M1 Mr. S. Hong 每堂 1.5 小時，詳情待定。 網課 3 - 6 $400 

 
 

F.6 課程編號 科目 導師 星期 時間 開課日期 課程類別 學生人數 每堂學費 

6M-HS-Sun1100 Math Mr. S. Hong 日 11:00 - 12:30 23/7 網課 3 - 6 $380 

6M 備註： 

1. 暑期班會先教 Sequences。之後就會開始溫習整個 DSE Math 考試課程。 

2. 最少會安排一次免費 mock exam。 

 

http://wa.me/85262877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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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數學報名須知: 

1. 舊 生 可 直 接 向 導 師 報 名 ， 或 whatsapp 6287 7738 留 訊 息 。  

2. 新 生 請 填 妥 報 名 表 ， 透 過 下 列 方 式 交 回 本 中 心 ：  

    whatsapp (62877 738)  / 傳 真 （ 2559 8900）  / 電 郵 （ favour1302@gmail.com）  

3. 新 生 如 有 查 詢 ， 請 whatsapp 6287 7738 留 訊 息 。 我 們 通 常 會 在 一 、 兩 個 工 作 天 內 回 覆 。  

4. 獲 取 錄 的 新 生 ， 須 於 上 課 前 繳 交 學 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2024 高中數學(F.4 - F.6)：新生報名表 

 

(A) 新生個人資料    報名日期：___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１. 學生姓名：(中) ＿＿＿＿＿＿     (英) ＿＿＿＿＿＿＿＿＿＿＿＿  (＿＿＿＿＿＿＿)      性別：＿＿＿ 

 就讀中學：＿＿＿＿＿＿＿＿＿＿＿＿＿＿＿＿＿＿＿＿________________＿＿   (F. ＿＿)  

 學生手機：＿＿＿＿＿＿＿＿＿  whatsapp 通訊?  □可   □不可,請用:＿＿＿＿＿＿＿＿＿＿＿＿ 

 居住區域：□香港島: ＿＿＿＿＿    □九龍: ＿＿＿＿＿    □新界: ＿＿＿＿＿   □離島: ＿＿＿＿＿ 

 

２. 監護人姓名：＿＿＿＿＿＿＿＿＿    與學生關係：□父  □母  □其他,請註明: ＿＿＿＿＿＿＿＿ 

 監護人手機：＿＿＿＿＿＿＿＿＿ whatsapp 通訊?  □可   □不可,請用:＿＿＿＿＿＿＿＿＿＿＿＿ 

(B) 報讀課程  

 報讀課程編號：＿＿＿＿＿＿＿＿＿＿＿     學校數學教科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有特別要求，請註明：＿＿＿＿＿＿＿＿＿＿＿＿＿＿＿＿＿＿＿＿＿＿＿＿＿＿＿＿＿＿＿＿＿＿＿＿＿ 

 ＿＿＿＿＿＿＿＿＿＿＿＿＿＿＿＿＿＿＿＿＿＿＿＿＿＿＿＿＿＿＿＿＿＿＿＿＿＿＿＿＿＿＿＿＿＿＿＿ 

 
此欄由青睞職員填寫： 

 
 
 
 
 
   

http://wa.me/85262877738
http://wa.me/85262877738
http://wa.me/85262877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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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4 初中數學補習課程(F.1 至 F.3)  

升中一： 

﹡ 2023 西營盤青睞不提供升 F.1 數學暑期班。 

﹡ 暫定１０月底至１２月底，開辦８星期「中一數學考試溫習短期課程」。 

詳情１０月初公佈。 

 

 

升中二或升中三暑期班：數學小組面授課  (只提供 "非常規課程") 

 

 

問： 甚麼是 “非常規課程”？ 

答： 非常規課程的學生，自己在青睞每期提供的上課時間表內(例如暑

期)，揀選適合自己時間的課堂，並自行決定上課堂數。[每星期一堂，

並於固定時間上課那種，就是常規課程。] 

 

問： 是面授課嗎？ 

答： 是面授課，每組 4至 6人，上課時導師協助及督導學生完成指定的例

題和習作。 

 

問： 每堂會有指定家課嗎？ 

答： 沒有家課，但會提供青睞製作的教學影片， 讓學生預習和溫習。 

 

 

﹡ 面授課地點：西營盤崑保商業大廈 1104室。 

﹡ 導師：Dr. P.H. Wong或其他經驗導師。 

﹡ 時間：星期一或星期四下午。詳情見報名表。 

﹡ 學費：每堂 70 分鐘，$300。 

﹡ 暑期班只有 8 個數學 topics，可提供青睞數學教學影片。詳情見附錄(一)。 

﹡ 學生自行決定報讀多少堂小組面授課。 

暑假最少兩堂，最多 16 堂。 

﹡ 暑假報讀 6 堂或以上，可於 8 月底參加一次 免費 assessment (測驗+批改+feedback)。 



         青睞教育中心               網站: http://www.favour.idv.hk 
西營盤皇后大道西 335 號崑保商業大廈 1104 室 電話: 6287-7738、2915-8019      FAX: 2559-8900      電郵: favour1302@gmail.com     

Last updated:2023-05-25,15:36 

 

 

升中二或升中三暑期班：數學私人網課 
 

 

 

問： 你們的數學私人補習是面授課嗎？ 

答： 不是，我們只提供網課私人補習。 

 

問： 你們的私人網課是怎樣進行的？ 

答 每堂網課要求學生預習 (包括:觀看青睞製作的教學影片，及完成

指定基本題目)。 上課時首先討論學生家課，然後教授例題，鞏固

技巧、深化知識。 

 

問： 每堂會有指定家課嗎？ 

答： 視乎課題深淺及學生能力而定。 

 

問： 私人網課是每星期同一個時間上課嗎？ 

答： 由學生和導師協商，可固定，亦可以每次下課後再約下一次時間。 

 

 

 

 

﹡ 私人網課導師： 

青睞資深導師 Mr.K.K.Cheng、Mr.J.Tong 或 Mr.H.L.Li。 

﹡ 時間：詳情見報名表。 

﹡ 學費：每堂 35 分鐘，$300。 

﹡ 學生自行決定報讀多少堂私人網課。 

暑假最少兩堂。 

﹡ 暑期班網課，只有 8 個數學 topics，可提供青睞數學教學影片。詳情見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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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數學報名須知: 

1. 青睞的數學教材以英文編寫，因此只取錄 有能力學習英文數 的中學生。 

2. 學生必須有可接收及發放 whatsapp 訊息的聯絡電話。 

3. 如有需要，學生可同時報讀 數學小組面授課 及 私人網課。  

4. 學生填妥報名表後，可透過下列方式交回本中心：  

   whatsapp (62877 738)  / 傳真（2559 8900）  / 電郵（ favour1302@gmail.com）  

5. 如有查詢，請 whatsapp 6287 7738。我們通常會在一、兩個工作天內回覆。  

6. 獲取錄的學生，須於上課前繳交學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生請填寫以下個人資料，連同報名表交回本中心    報名日期：__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１. 學生姓名：(中) ＿＿＿＿＿＿     (英) ＿＿＿＿＿＿＿＿＿＿  (＿＿＿＿＿＿＿)       

 性別：＿＿＿   學生手機：＿＿＿＿＿＿＿＿＿ (可接收及發放 whatsapp 訊息) 

 就讀中學：＿＿＿＿＿＿＿＿＿＿＿＿＿＿＿＿＿＿＿＿＿＿＿＿＿＿＿＿   (F. ＿＿)  

 居住區域： □香港島: ＿＿＿＿＿     □九龍: ＿＿＿＿＿     

  □新界: ＿＿＿＿＿    □離島: ＿＿＿＿＿ 

 
２. 學費事宜：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電話：＿＿＿＿＿＿＿＿＿ 

 緊急情況：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電話：＿＿＿＿＿＿＿＿＿ 

 
３. (a) 學生會考慮報讀（可同時選兩項）：□數學小組面授課    □數學私人網課 

 (b) 學生會否報讀青睞英文課程：□不會    □可能    □已報讀  

 
 
此欄由青睞職員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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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4 初中數學(F.2、F.3)：暑期班報名表 

 
學生姓名: ______________  暑假後升讀級別: F._____   學生手機: ______________ 
 
暑期報讀數學課程:  小組面授課     私人網課     小組面授課及私人網課 
 

A.數學小組面授課 (每堂$300) B.數學私人網課 (每堂 35 分鐘, $300) 

 

若報讀暑期小組面授課，請上課時間。 
  
   27/7(四), 4:00-5:10 

   27/7(四), 5:15-6:25 

   3/8(四),  4:00-5:10 

   3/8(四),  5:15-6:25 

   7/8(一),  4:00-5:10 

   7/8(一),  5:15-6:25 

   10/8(四), 4:00-5:10 

   10/8(四), 5:15-6:25 

   14/8(一), 4:00-5:10 

   14/8(一), 5:15-6:25 

   17/8(四), 4:00-5:10 

   17/8(四), 5:15-6:25 

   21/8(一), 4:00-5:10 

   21/8(一), 5:15-6:25 

   28/8(一), 4:00-5:10 

   28/8(一), 5:15-6:25 

 

暑期合共報讀 _____ 堂小組面授課。 

[最少須報兩堂] 

 

 

若報私人網課，(1)請先 導師。 
  
 Mr.K.K.Cheng 上課時間: 

 星期一至五，9a.m.至 5p.m. 
   
 Mr.J.Tong 上課時間: 

 星期一：6:30 後   

 星期二：12:30 前  

 星期三：3:00 前   

 星期四：5:00 前   

 星期五：3:00 前   
   
 Mr.H.L.Li 上課時間: 

 星期一至五，9a.m.至 5p.m. 

 

(2) 填寫第一、二堂要求的上課時間。 

 

第一堂: ___月____日,開始時間:__________  

 

第二堂: ___月____日,開始時間:__________ 

 

(3) 暑期預計合共報讀 _____ 堂私人網課。 

[最少須報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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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數學附錄(一)： 

2023 暑期班可提供青睞教學影片的數學課題 

 

年級 Topic 

升 F.2 Factorization: Common factor & grouping terms 

   

升 F.2 (*或升 F.1) Identities 

   

升 F.2 Similar triangles 

   

升 F.2 Linear equations in two unknowns 

   

升 F.3 (*或升 F.2) Factorization: Cross-method 

   

升 F.3 Inequalities 

   

升 F.3 (*或其他年級) Laws of indices 

   

升 F.3 Simple and compound interests 

   

 *視乎教科書出版社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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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各級暑期課程時間表  

升中一課程

科目 課程編號 時間 上課日期 導師 每堂學費

Math F1M-Mon 星期一，1:45-3:00 31/7, 7/8, 14/8, 21/8, 28/8 Mr. Tang 每堂 $300 (1 h 15 min)

Math F1M-Tue 星期二，1:45-3:00 1/8, 8/8, 15/8, 22/8, 29/8 Mr. Tang 每堂 $300 (1 h 15 min)

升中二課程

科目 課程編號 時間 上課日期 導師 每堂學費

Math F2M-Mon 星期一，6:00-7:30 10/7, 17/7, 24/7, 31/7, 7/8, 14/8, 21/8, 28/8 Mr. Tang 每堂 $320 (1.5 hours)

Math F2M-Thu 星期四，4:20-5:50 13/7, 20/7, 27/7, 3/8, 10/8, 17/8, 24/8, 31/8 Mr. Tang 每堂 $320 (1.5 hours)

Math F2M-Fri 星期五，4:20-5:50 14/7, 21/7, 28/7, 4/8, 11/8, 18/8, 25/8, 1/9 Mr. Tang 每堂 $320 (1.5 hours)

升中三課程

科目 課程編號 時間 上課日期 導師 每堂學費

Math F3M-Mon 星期一，6:00-7:30 10/7, 17/7, 24/7, 31/7, 7/8, 14/8, 21/8, 28/8 Mr. Tang 每堂 $330 (1.5 hours)

Math F3M-Thu 星期四，4:20-5:50 13/7, 20/7, 27/7, 3/8, 10/8, 17/8, 24/8, 31/8 Mr. Tang 每堂 $330 (1.5 hours)

Math F3M-Sat 星期六，9:30-11:00 15/7, 22/7, 29/7, 5/8, 12/8, 19/8, 26/8, 2/9 Mr. Tang 每堂 $330 (1.5 hours)

*升中四課程

科目 課程編號 時間 上課日期 導師 每堂學費

Math F4M-Mon 星期一，1:30-3:00 10/7, 17/7, 24/7, 31/7, 7/8, 14/8, 21/8, 28/8 Mr. Tang 每堂 $340 (1.5 hours)

Math F4M-Tue 星期二，6:00-7:30 11/7, 18/7, 25/7, 1/8, 8/8, 15/8, 22/8, 29/8 Mr. Tang 每堂 $340 (1.5 hours)

Math F4M-Sat 星期六，11:10-12:40 15/7, 22/7, 29/7, 5/8, 12/8, 19/8, 26/8, 2/9 Mr. Tang 每堂 $340 (1.5 hours)

升中五課程

科目 課程編號 時間 上課日期 導師 每堂學費

Math F5M-Mon 星期一，4:20-5:50 10/7, 17/7, 24/7, 31/7, 7/8, 14/8, 21/8, 28/8 Mr. Tang 每堂 $360 (1.5 hours)

Math F5M-Tue 星期二，4:20-5:50 11/7, 18/7, 25/7, 1/8, 8/8, 15/8, 22/8, 29/8 Mr. Tang 每堂 $360 (1.5 hours)

Math F5M-Fri 星期四，1:30-3:00 13/7, 20/7, 27/7, 3/8, 10/8, 17/8, 24/8, 31/8 Mr. Tang 每堂 $360 (1.5 hours)

Math F5M-Sat 星期六，11:10-12:40 15/7, 22/7, 29/7, 5/8, 12/8, 19/8, 26/8, 2/9 Mr. Tang 每堂 $360 (1.5 hours)

Math+M12 F5M12-Thu 星期四，1:30-3:00 13/7, 20/7, 27/7, 3/8, 10/8, 17/8, 24/8, 31/8 Mr. Tang 每堂 $380 (1.5 hours)

Math+M12 F5M12-Fri 星期五，4:20-5:50 14/7, 21/7, 28/7, 4/8, 11/8, 18/8, 25/8, 1/9 Mr. Tang 每堂 $380 (1.5 hours)

http://wa.me/85262124767


升中六課程

科目 課程編號 時間 上課日期 導師 每堂學費

Math F6M-Mon 星期一，4:20-5:50 10/7, 17/7, 24/7, 31/7, 7/8, 14/8, 21/8, 28/8 Mr. Tang 每堂 $380 (1.5 hours)

Math F6M-Tue 星期二，6:00-7:30 11/7, 18/7, 25/7, 1/8, 8/8, 15/8, 22/8, 29/8 Mr. Tang 每堂 $380 (1.5 hours)

Math F6M-Sat 星期六，9:30-11:00 15/7, 22/7, 29/7, 5/8, 12/8, 19/8, 26/8, 2/9 Mr. Tang 每堂 $380 (1.5 hours)

Math+M12 F6M12-Tue 星期二，4:20-5:50 11/7, 18/7, 25/7, 1/8, 8/8, 15/8, 22/8, 29/8 Mr. Tang 每堂 $400 (1.5 hours)

*為數學科延伸部分（M1 及 M2）而開設之課程，將於 9 月開學後開辦，詳情會於 8 月份通知。

 備註 ：

1. 報名方法：

填妥報名表後，請以郵寄（香港北角電氣道 233 號城市花園商場第 12 座 1 樓 67 號舖）、電郵

（mathsquare@hotmail.com）、whatsapp（6212-4767），或親自交往本中心。為免混亂，恕不接受電話

報名。學生可於暑期班第一堂繳交學費。

2. 如學生因事需要請假，本中心可以為學生安排補堂，故此，在填寫報名表時，請列明需要調堂的日期。

3. 由於每班的學生名額有限，本中心將會以先到先得的形式取錄學生。

4. 本中心將保留所有學額分配的最終決定權。

http://wa.me/85262124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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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暑期課程報名表

個人及聯絡資料：（如無更改資料，舊生只需填寫欄1至4）

1. 學生姓名：（中文）____________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性別： □ 男   □  女 3. 年級： 升中 __________

4. 就讀學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通訊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住宅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 7. 手提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家長聯絡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電子郵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報讀課程：

□ 課程編號：ˍˍˍˍˍˍˍˍˍˍˍ，需調堂之日期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 課程編號：ˍˍˍˍˍˍˍˍˍˍˍ，需調堂之日期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 課程編號：ˍˍˍˍˍˍˍˍˍˍˍ，需調堂之日期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http://wa.me/85262124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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