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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學年優惠

報讀任何課程

同學可加報範⽂課程

(任選其中⼀篇範⽂)

優惠價 $200
(原價$250)

新⽣學費⾸期每⼈減 $200

1位舊⽣ + 1位新⽣

每⼈總學費減免 $200

2. 有福⿑⿑享

1位新⽣ + 1位新⽣

1. 加報新科⽬

第⼀科 總學費減免 $200

第⼆科 總學費減免 $300

第三科 總學費減免 $400

3. ⾼中中⽂科限定 4. 同校⾃組

4⼈成班
(英⽂科Edward除外)

5. 學⽣會優惠

- 庇理羅⼠⼥⼦中學

- 嘉諾撒聖⼼書院

- 九⿓華仁書院

- 伊利沙伯中學

- 鄭榮之中學

- ⾼主教書院

- 真光⼥書院

- 王肇枝中學

須報讀⼀期完整課程，⽅可享此優惠。

優惠不可同時使⽤。

如有任何爭議，⾶揚教育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條款及細則:

- 順利天主教中學

- 聖保羅書院

- 皇仁書院

- 德雅中學

(F.4-6)

學費⾸期每⼈減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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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 & 物理 Andrew Diu

 數學 Victor Chung

 中⽂ Miss Chan

 中⽂ Miss Kung

 英⽂ Edward Chau

 英⽂ Felix Chow

 化學 Miss Evelyn

 經濟 Raymond Tang

P.4

P.4

P.5

P.5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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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

P.7

P.8-9

P.10-11

P.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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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課程時間表
 中⼀⾄中⼆ F.1-F.2

 中三 F.3

 中四 F.4

 中五 F.5

 中六 F.6



⽼師團隊

⾼中數學及物理

⾶揚教育全職數學及物理導師

畢業於⾹港⼤學及英皇書院

⼆⼗多年補習經驗，                            

 全⾯掌握全新⽂憑試的內容及考試要求

樂思(Pan Llyods)出版社 物理書作者
HKDSE Exam Series - Physics - Multiple -

Choice Questions 

Pre-DSE Series Physics Basic Study Pack -

Heat and Optics

創辦⼈ Andrew Diu

  ⾼中數學

DSE 數學, M1 , M2 數學多年全奪5**

⾹港⼤學經濟⾦融學畢業，副修統計

在學期間修讀多⾨數學/統計課程,        

 獲多個 甲等成績

國際中學教育普通證書(IGCSE)           

 數學科滿分

曾受聘於出版社編寫教材

擁有教授多個國際考試經驗,                 

 如IB, IGCSE, SAT, iAL

  Victor Chung

p.4



⽼師團隊

初中及⾼中中⽂

2018, 2019, 2020及2021年                 

 連續四年親⾝實戰中⽂5**

就讀⾹港⼤學中⽂及中⽂教育系

熟悉各試卷的出題模式和要求

⽤⼼編寫教材、批改試卷及出卷

陳穎宜

  初中及⾼中中⽂

DSE中⽂科全部分卷5**                                

中國⽂學科成績優異

畢業於中西區名校英華⼥學校

於浸會⼤學主修中醫學及⽣物醫學

曾修讀古代漢語⽂法，中國哲學等課程

⾃備筆記練習

授教⼤量中華⽂化，⽂學知識，助學⽣

全⾯提升中⽂⽔平

  Miss Kung

p.5



⽼師團隊

初中英⽂
 Edward Chau

  ⾼中英⽂

DSE 英⽂科 4份卷均奪5**佳績

Paper 2 作⽂卷 Part B 滿分 

⾃修通識 (英語應考) 5**

於⾹港⼤學主修英⽂

Dean's List + 三份獎學⾦ 

現為城市⼤學英⽂系研究助理

⾹港⼤學應⽤英⽂中⼼助教

持有 倫敦聖三⼀學院 CertTESOL      

 英語教學能⼒國際證照

  Felix Chow

於⾹港⼤學主修法律 (LL.B., HKU)

多年豐富補習經驗

熟悉不同程度學⽣的需要

鞏固學⽣語⽂基礎                            

 助學⽣提⾼語感及⽂法意識

提供親⾃編寫精簡筆記

定期派發額外⽂法⼂閱讀理解練習

p.6



化學
Miss Evelyn

精通HKDSE化學概念

⾃家研發專治每個topic的獨⾨⼝訣技巧

補底拔尖，適合不同程度的你和妳

重量級配套，包括精讀筆記，模擬卷，

課題測驗，WhatsApp無限問書

⼩班教學，有限度收⽣，確保照顧每⼀

位學⽣需要

⽼師團隊

  經濟

中⽂⼤學經濟系

專修多個⾼中課題之延伸課程，          

 包括貨幣與銀⾏、公共財政、              

 發展經濟學、國際貿易和⾦融 等等

⼤學微觀及宏觀經濟理論課程 全奪A/A-

多年補習經驗，經濟學專科專教

親⾃編寫所有筆記及模擬試題

  Raymond Tang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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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二常規班

p.8

星期 時間

星期日 15:30 - 16:50

星期三 17:00 - 18:20

星期六 17:00 - 18:20

中文科           - 連續4年實戰5Miss Chan                                      **

星期 時間

中文科           - 全卷5Miss Kung                   **          

英文科        - 港大法律系Edward          

星期 時間

Zoom

星期三 15:00 - 16:20

星期六 15:30 - 16:50

功課輔導班

一星期三堂 $3000

一星期四堂 $3800

一星期五堂 $4500

堂數 總學費

星期一至五 14:00 - 17:00
(當中1小時30分鐘)

時間

學費會按每月堂數收費
$800 - 4堂

$1,000 - 5堂
 

學費會按每月堂數收費
$800 - 4堂

$1,000 - 5堂
 

學費會按每月堂數收費
$800 - 4堂

$1,000 - 5堂
 



中一、二常規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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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9
2021-22新學年常規課程將提供實體或網上實時授課.

星期 時間

星期六 12:30 - 13:50

星期 時間

數學科       -               全5Victor      Core, M1, M2         **   

數學科       -教科書作者兼經驗導師Diu Sir          

星期二 14:45 - 16:05

星期五 14:45 - 16:05

星期四 14:45 - 16:05

星期六 09:30 - 10:50

      科     Science                 

星期一 15:30 - 16:50

Diu Sir & his Team          

　　班F.1,2

　　班F.2

　　班F.1

　　班F.1 學費會按每月堂數收費
$800 - 4堂

$1,000 - 5堂
 

學費會按每月堂數收費
$800 - 4堂

$1,000 - 5堂
 
 

星期 時間 學費會按每月堂數收費
$800 - 4堂

$1,000 - 5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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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常規班

星期 時間

星期日 15:30 - 16:50

星期六 15:30 - 16:50

中文科           - 連續4年實戰5Miss Chan                                      **

星期 時間

中文科           - 全卷5Miss Kung                   **          

Zoom

英文科        - 港大法律系Edward          

星期 時間

星期六 14:00 - 15:20

星期六 17:00 - 18:20

星期三 16:30 - 17:50Grammar

補底  班A

精讀  班B

學費會按每月堂數收費
$800 - 4堂

$1,000 - 5堂
 

學費會按每月堂數收費
$800 - 4堂

$1,000 - 5堂
 

學費會按每月堂數收費
$800 - 4堂

$1,000 - 5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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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常規九月

2021-22新學年常規課程將提供實體或網上實時授課.

星期 時間

星期六 14:00- 15:20

星期 時間

數學科       -               全5Victor      Core, M1, M2         **   

數學科        -教科書作者兼經驗導師Diu Sir          

星期一 14:45 - 16:05

星期六 11:00 - 12:20 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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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化學,生物科

12:30 - 13:50星期六

星期 時間

Diu Sir & his Team          

經濟科          - 中大經濟系Raymond          

⽇期 時間

星期六 13:10 - 14:30

學費會按每月堂數收費
$800 - 4堂

$1,000 - 5堂
 

學費會按每月堂數收費
$800 - 4堂

$1,000 - 5堂
 

學費會按每月堂數收費
$800 - 4堂

$1,000 - 5堂
 

學費會按每月堂數收費
$800 - 4堂

$1,000 - 5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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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常規班

星期 時間

星期日 14:00 - 15:20

星期六 14:00 - 15:20

中文科           - 連續4年實戰5Miss Chan                                      **

星期 時間

中文科           - 全卷5Miss Kung                   **          

Zoom

英文科        - 港大法律系Edward          

星期 時間

星期六 14:00 - 15:20

星期六 17:00 - 18:20

星期三 16:30 - 17:50Grammar

補底  班A

精讀  班B

英文科      -           , 港大英文系  Felix          

時間

Straight 5**   

星期一 17:00 - 18:20

星期三 17:45 - 19:05

星期一 18:30 - 19:20

星期六 10:30 - 11:50

基礎  班A

星期

奪星  班B

學費會按每月堂數收費
$800 - 4堂

$1,000 - 5堂
 

學費會按每月堂數收費
$800 - 4堂

$1,000 - 5堂
 

學費會按每月堂數收費
$800 - 4堂

$1,000 - 5堂
 

學費會按每月堂數收費
$1,000 - 4堂
$1,250 - 5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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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常規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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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時間

數學科        -教科書作者兼經驗導師Diu Sir          

星期二 16:15 - 17:35

⽇期 時間

數學科       -               全5Victor      Core, M1, M2         **   

星期六 15:30 - 17:30操卷班
星期六 17:30 - 19:30　　班M1,2

星期四 14:45 - 16:05

星期一 16:15 - 17:35

⽇期 時間

物理科        -教科書作者兼經驗導師Diu Sir          

經濟科          - 中大經濟系Raymond          

⽇期 時間

星期六 13:10 - 14:30

星期三 14:45 - 16:05

⽇期 時間

化學科        -教科書作者兼經驗導師Diu Sir          

2021-22新學年常規課程將提供實體或網上實時授課.

　　班Core

學費會按每月堂數收費
$800 - 4堂

$1,000 - 5堂
 

學費會按每月堂數收費
Core 班:

$800 - 4堂
$1,000 - 5堂

操卷班及M1,2班:
$1,080 - 4堂
$1,350 - 5堂

 

學費會按每月堂數收費
$800 - 4堂

$1,000 - 5堂
 

學費會按每月堂數收費
$800 - 4堂

$1,000 - 5堂
 

學費會按每月堂數收費
$800 - 4堂

$1,000 - 5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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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常規班

星期 時間

星期日 14:00 - 15:20

星期六 14:00 - 15:20

中文科           - 連續4年實戰5Miss Chan                                      **

星期 時間

中文科           - 全卷5Miss Kung                   **          

Zoom

英文科      -           , 港大英文系  Felix          

時間

Straight 5**   

星期一 17:00 - 18:20

星期三 17:45 - 19:05

星期一 18:30 - 19:50

星期六 10:30 - 11:50

基礎  班A

星期

奪星  班B

⽇期 時間

數學科        -教科書作者兼經驗導師Diu Sir          

星期五 16:15 - 17:35

星期六 14:00 - 15:20補底班
星期六 15:30 - 16:50

學費會按每月堂數收費
$800 - 4堂

$1,000 - 5堂
 

學費會按每月堂數收費
$800 - 4堂

$1,000 - 5堂
 

*學費會按每月堂數收費
$1,000 - 4堂
$1,250 - 5堂

 

學費會按每月堂數收費
$800 - 4堂

$1,000 - 5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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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常規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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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時間

數學科       -               全5Victor      Core, M1, M2         **   

星期二 14:45 - 16:05

星期六 15:30 - 17:30操卷班
星期六 17:30 - 19:30　　班M1,2

星期四 16:15 - 17:35

⽇期 時間

物理科        -教科書作者兼經驗導師Diu Sir          

經濟科          - 中大經濟系Raymond          

⽇期 時間

2021-22新學年常規課程將提供實體或網上實時授課.

星期三 19:15 - 20:35

星期六 17:30 - 18:20

　　班Core

學費會按每月堂數收費
Core 班:

$800 - 4堂
$1,000 - 5堂

操卷班及M1,2班:
$1,080 - 4堂
$1,350 - 5堂

 

學費會按每月堂數收費
$800 - 4堂

$1,000 - 5堂
 

學費會按每月堂數收費
$800 - 4堂

$1,000 - 5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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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常規班

星期 時間

星期日 14:00 - 15:20

星期六 12:00 - 14:00

中文科           - 連續4年實戰5Miss Chan                                      **

星期 時間

中文科           - 全卷5Miss Kung                   **          

Zoom

英文科      -           , 港大英文系  Felix          

時間

Straight 5**   

星期一 17:00 - 18:20

星期三 17:45 - 19:05

星期一 18:30 - 19:50

星期六 10:30 - 11:50

基礎  班A

星期

奪星  班B

$250/ 每堂1篇星期五 14:00 - 17:00

範文 師說 , 論仁論孝論君子 , 出師表 , 魚我所欲也 , 宋詞三首 , 六國論 等等　　 班Video

星期 時間

數學科        -教科書作者兼經驗導師Diu Sir          

星期二&五 17:45 - 19:05

星期六 14:00 - 15:20補底班
星期六 15:30 - 16:50

星期三 18:30 - 20:30

學費會按每月堂數收費
$1,000 - 4堂
$1,250 - 5堂

 

學費會按每月堂數收費
$800    - 4堂
$1,000 - 5堂

 

學費會按每月堂數收費
$1,000 - 4堂
$1,250 - 5堂

 

學費會按每月堂數收費

補底班: 
$   800 - 4堂 $1,000 -   5堂

常規班: 
$1,800 - 9堂 $2,000 - 10堂補底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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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常規班

Fo
rm

 6
 T

im
et

ab
le

⽇期 時間

數學科       -               全5Victor      Core, M1, M2         **   

星期二&四 16:15 - 17:35

星期六 15:30 - 17:30操卷班
星期六 17:30 - 19:30　　班M1,2

⽇期 時間

物理科        -教科書作者兼經驗導師Diu Sir          

經濟科          - 中大經濟系Raymond          

⽇期 時間

星期六 14:00 - 17:00

⽇期 時間

化學科       -     經驗導師Miss Evelyn  

星期二&四 17:45 - 19:05　 專班TSK 

星期一&四 17:45 - 19:05

星期四 19:00 - 20:20

星期六 10:30 - 11:50
星期六 14:30 - 15:50

星期六 16:00 - 17:20

　 專班TSK 

　 專班SFCC 

星期二 13:50 - 15:10中文班

　　班Core

Core

學費會按每月堂數收費
Core 班:

$1,800 -   9堂
$2,000 - 10堂

操卷班及M1,2班:
$1,080 - 4堂
$1,350 - 5堂

學費會按每月堂數收費
$1,800 -  9堂
$2,000 - 10堂

 

學費會按每月堂數收費
$1,800 - 4堂
$2,250 - 5堂

 

學費會按每月堂數收費
$1,000 - 4堂
$1,250 - 5堂

 

星期二 13:50 - 15:10

　 專班TKP



My 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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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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