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 常規 2020_V4                列 印 日 期 : 2 1 / 1 2 / 2 0 2 0 1/25 

 



SC 常規 2020_V4                列 印 日 期 : 2 1 / 1 2 / 2 0 2 0 2/25 

 

 

 

 

 

 
 
 

 

 

原價$108 

優惠價優惠價優惠價優惠價$81$81$81$81    
原價$108 

優惠價優惠價優惠價優惠價$86$86$86$86    

英皇教育學生尊享優惠價, 詳情可向各分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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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Samuel Chong & his Five Star Alliance - 2020 常規課程常規課程常規課程常規課程 
 

DSE 化學化學化學化學 
中中中中四四四四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由由由由金屬金屬金屬金屬(I)開始開始開始開始 p.6 

 

中中中中五五五五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Plan A 由氧化還原反應由氧化還原反應由氧化還原反應由氧化還原反應, 化學電池化學電池化學電池化學電池, 電解開始電解開始電解開始電解開始 p.13 

Plan B 由微觀世界由微觀世界由微觀世界由微觀世界(II)開始開始開始開始 p.15 

 

中中中中六六六六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由工業化學由工業化學由工業化學由工業化學(I)開始開始開始開始 p.19 

由工業化學由工業化學由工業化學由工業化學(II)開始開始開始開始 p.22 

 

VIP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包括包括包括包括 S4, S5 及及及及 S6 課題課題課題課題, F6 同學獨享優惠同學獨享優惠同學獨享優惠同學獨享優惠) p.24-25 

 
 
 
 
 
 
 
 
 
 
 
 
 
 
 
 

 

註:  - 為避免浪費及更準確預算筆記數量，請儘早報名，如在開課當日報名/交學費，將有機會未能安排完整筆記及於稍後才能補領，敬請留意。 

*此為參考學費，課程學費以教育局所發之收費証明書上的註冊學費為準，有關差額由英皇教育基金會及該科導師資助。  *不足一期將按比例計算。 

- 時間表以報名時為準，詳情可向本校查詢。 - 教學進度謹作參考，有機會因應實際需要而改變並在課堂上宣佈 

- 詳細課程內容可瀏覽：http://www.kge.hk/tutors -同學必須保留收據按所示的時間地點上課，報名後相關資料如有改動，本校將會按報名人所填寫的聯絡電話作個別通知或於課堂上通知。 

如因社會狀況、衛生環境或疫情、天氣問題等情況，因而無法在原定時間或地點上堂，本校將會保留權利將課堂安排於《學生服務平台》繼續進行教學，已收取的學費將不會退還。
 

度身訂製，完善問書服務 
 

凡同一間學校，4 位或以上同學一同報讀莊 Sir 課
程，將可獲得獨家 Whatsapp group 問書服務，隨

時問，隨時答！ 
成續極速提升！ 

(詳情堂上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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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身訂製，完善問書服務 
 

凡同一間學校，4 位或以上同學一同報讀莊 Sir 課
程，將可獲得獨家 Whatsapp group 問書服務，隨

時問，隨時答！ 
成續極速提升！ 

(詳情堂上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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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學錯過相關課題如同學錯過相關課題如同學錯過相關課題如同學錯過相關課題 或課堂時間不合適或課堂時間不合適或課堂時間不合適或課堂時間不合適 也也也也可以選用可以選用可以選用可以選用視像補堂視像補堂視像補堂視像補堂(VPS)(VPS)(VPS)(VPS)或自選學習平台或自選學習平台或自選學習平台或自選學習平台((((VIPVIPVIPVIP))))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以自選時間及地點補回以自選時間及地點補回以自選時間及地點補回以自選時間及地點補回。。。。詳情請留意詳情請留意詳情請留意詳情請留意 p.2p.2p.2p.24444 或向報名處查詢或向報名處查詢或向報名處查詢或向報名處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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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課程中四課程中四課程中四課程    
� 適合化學科和組合科學科適合化學科和組合科學科適合化學科和組合科學科適合化學科和組合科學科的同學選報 

� 新生可選用新生可選用新生可選用新生可選用 VIPVIPVIPVIP 服務補回暑期已教的服務補回暑期已教的服務補回暑期已教的服務補回暑期已教的““““微觀世界微觀世界微觀世界微觀世界 IIII”””” 

� 已完成暑期已完成暑期已完成暑期已完成暑期 SPCHEMSCSPCHEMSCSPCHEMSCSPCHEMSCAAAA    (6(6(6(6 堂堂堂堂))))的同學請直接報名由第的同學請直接報名由第的同學請直接報名由第的同學請直接報名由第 4444 堂開始堂開始堂開始堂開始 

 

Session Topic 

1-8 
 

Metals 金屬金屬金屬金屬(I) 

 
Occurrence and extraction of metals 金屬的存在和提取 

Reactivity of metals 金屬的活性 

Metals 金屬金屬金屬金屬(II) 

 
Reacting masses 反應質量 

� Mole, Avogadro’s constant and molar mass  
摩爾、亞佛加德羅常數和摩爾質量 

� Percentage by mass of an element in a compound  
化合物中元素的質量百分率 

� Empirical formula derived from experimental data 從實驗數據計算實驗式 

� Calculations using reacting masses from chemical equations  
從化學方程式計算反應質量 

� Limiting reactant and excess reactant 限量反應物及過量反應物 

 
Corrosion of metals and their protection 金屬的腐蝕和保護 

� Corrosion of  metals 金屬的腐蝕 

� Two conditions for rusting 導致鐵生锈的兩個因素 

�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rusting of iron 影響鐵生锈的因素 

� Methods used to prevent rusting of iron 防止鐵锈蝕的方法 

� Socio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rusting 鐵锈蝕對社會和經濟的影響 

  � Corrosion resistance of aluminium 鋁的抗腐蝕性 

+ 
Advanced Training Question Bank 進階操練試題進階操練試題進階操練試題進階操練試題 

9-14 
 

Acids and Alkalis 酸和鹼酸和鹼酸和鹼酸和鹼(I) 

Acids 酸 

Alkalis 鹼 

Reactions of acids and alkalis 酸和鹼的反應 

Indicators and pH 指示劑和 pH 

Strength of acids and alkalis 酸和鹼的強度 

Neutralization and salts 中和作用和鹽 

+ 
Advanced Training Question Bank 進階操練試題進階操練試題進階操練試題進階操練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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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 
 

Acids and Alkalis 酸和鹼酸和鹼酸和鹼酸和鹼(II) 

Concentration and molarity 濃度和摩爾濃度 

Simple volumetric work involving acids and alkalis 涉及酸和鹼的簡單容量分析 

� Standard Solutions 標準溶液 

� Volumetric analysis 容量分析 

� Calculation involving titrations 有關滴定的計算 

+ 
Advanced Training Question Bank 進階操練試題進階操練試題進階操練試題進階操練試題 

21-28 
 

Fossil Fuels and Carbon Compounds     化石燃料與碳化合物化石燃料與碳化合物化石燃料與碳化合物化石燃料與碳化合物 

Fossil fuels 化石燃料 

Classification of carbon compounds 碳化合物的分類 

Alkanes and alkenes 烷烴和烯烴 

Addition polymers 加成聚合物 

+ 
Advanced Training Question Bank 進階操練試題進階操練試題進階操練試題進階操練試題 

29-32 
 

Exam Questions Tackling 破解模擬試題破解模擬試題破解模擬試題破解模擬試題 

●●●●於最短時間於最短時間於最短時間於最短時間，，，，極速強化臨場實戰經驗極速強化臨場實戰經驗極速強化臨場實戰經驗極速強化臨場實戰經驗 

●●●●緊貼最新試題走勢緊貼最新試題走勢緊貼最新試題走勢緊貼最新試題走勢，，，，為同學度身訂做為同學度身訂做為同學度身訂做為同學度身訂做 Exam questions  

●●●●將中四至中六所有熱門題目詳細剖析將中四至中六所有熱門題目詳細剖析將中四至中六所有熱門題目詳細剖析將中四至中六所有熱門題目詳細剖析 
內容及次序可能因應教學進度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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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4 (F4 (F4 (F4 (由金屬由金屬由金屬由金屬(I)(I)(I)(I)開始開始開始開始))))    

S.4 化學科化學科化學科化學科 Regular Tutorial Course (HKDSE)   

F4CHEMSCU 上課時間表上課時間表上課時間表上課時間表                              By Dr. Samuel Chong 
1. 筆記中英對照, 另附中英文版筆記及習作  

2. 由金屬(I)開始, 適合化學科和組合科學科的同學  

3. 已完成暑期 SPCHEMSCA/SPCHE9SCA 「微觀世界 I, 金屬 I」的同學可直接由#4「金屬 II」開始報讀 

 
 

課程 模式 

視像教材會於每週更新，可向報名處查詢進度。 

同學可依照更新日期登入本校網頁收看。 

該堂一經開始收看，必須於 14天內完成。 

*學費(每 4 堂) 

Online Video Learning 

Platform 
ONL $690 

 
 

符號 ONL =全 Online 課堂(Online Video Learning Platform)並由 Dr. Samuel Chong 提供視像教材。整期整期整期整期 4 堂堂堂堂筆記可筆記可筆記可筆記可

在報名分校領取在報名分校領取在報名分校領取在報名分校領取。由於筆記數量有限，如分校筆記已派完，同學可由報名日起約 5 日到報名分校取筆記，或申請順豐

到付服務。詳情請向報名處查詢。 
 
 

 
 

 
 

 
 

 
 

 
 
 
 
 
 
 
 
 
 
 
 
 
 
 
 
 
 
 
 
 
 

註: 筆記中英對照, 試題分中英文版本  

*此為參考學費，課程學費以教育局所發之收費証明書上的註冊學費為準，有關差額由英皇教育基金會及該科導師資助。  *不足一期將按比例計算。 

- 詳細課程內容可瀏覽：http://www.kge.hk/tutors -同學必須保留收據按所示的時間地點上課，報名後相關資料如有改動，本校將會按報名人所填寫的聯絡電話作個別通知或於課堂上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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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身訂製，完善問書服務 
 

凡同一間學校，4 位或以上同學一同報讀莊 Sir 課
程，將可獲得獨家 Whatsapp group 問書服務，隨

時問，隨時答！ 
成續極速提升！ 

(詳情堂上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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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學錯過相關課題如同學錯過相關課題如同學錯過相關課題如同學錯過相關課題 或課堂時間不合適或課堂時間不合適或課堂時間不合適或課堂時間不合適 可以選用可以選用可以選用可以選用視像補堂視像補堂視像補堂視像補堂(VPS)(VPS)(VPS)(VPS)或自選學習平台或自選學習平台或自選學習平台或自選學習平台((((VIPVIPVIPVIP))))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以自選時間及地點以自選時間及地點以自選時間及地點以自選時間及地點補回補回補回補回。。。。詳情請留意詳情請留意詳情請留意詳情請留意 p.2p.2p.2p.24444 或向報名處查詢或向報名處查詢或向報名處查詢或向報名處查詢。。。。    

 (3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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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課程中五課程中五課程中五課程 
Plan APlan APlan APlan A    從從從從氧化還原反應和化學電氧化還原反應和化學電氧化還原反應和化學電氧化還原反應和化學電池池池池、、、、電解開始電解開始電解開始電解開始    
已完成暑期已完成暑期已完成暑期已完成暑期 SSSSYCHEMSCCYCHEMSCCYCHEMSCCYCHEMSCC 的同學的同學的同學的同學, , , , 可直接由可直接由可直接由可直接由####9999    ((((化學反應和能量化學反應和能量化學反應和能量化學反應和能量))))開始報讀開始報讀開始報讀開始報讀    
 

Session Topic 

1-6 

Redox Reactions and Chemical Cells 氧化還原氧化還原氧化還原氧化還原反反反反應和化學電池應和化學電池應和化學電池應和化學電池 
(I) Primary cells and secondary cells 原電池和二級電池  

(II) Characteristics of cells 電池的特徵  

(III) Reactions in simple chemical cells 簡單化學電池內的反應 

(IV) Redox reactions 氧化還原作用 

(V) Redox reactions in chemical cells 化學電池內的氧化還原反應 
 

7-8 

Electrolysis 電解電解電解電解 
(I) Factors affecting preferential discharge of ions 影響離子優先放電次序的因素 

(II)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of electrolysis 電解於工業上的應用 

(III) Pollution problem in electroplating industry 電鍍工業引起的污染問題 

9-12 

 

Chemical Reactions and Energy 化學反應和能量化學反應和能量化學反應和能量化學反應和能量 
(I) Energy changes in chemical reactions 化學反應中的能量轉變 

(II) Standard enthalpy change of neutralization, solution, formation and combustion 
標準中和、標準溶解、標準生成、標準燃燒焓變 

(III) Hess’s law 赫斯定律 

13-16 

Rate of reactions 反應速率反應速率反應速率反應速率 
(I) Rate of chemical reaction 化學反應的速率 

(II) Factors affecting rate of reaction 影響反應速率的因素 

(III) Molar volume of gases at room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r.t.p.)常溫常壓(r.t.p.)下氣體的摩爾體積 

17-20 

Chemical Equilibrium 化學平衡化學平衡化學平衡化學平衡 
(I) Dynamic equilibrium 動態平衡 

(II) Equilibrium constant 平衡常數 

(III) The effect of changes in concentration and temperature on chemical equilibria 
    濃度和溫度的變化對化學平衡的影響 

21-24 

Chemistry of carbon compounds(I) 碳化合物的化學碳化合物的化學碳化合物的化學碳化合物的化學 (I) 
(I) Introduction to selected homologous series 特定同系列的簡介 

(II) Isomerism 同分異構 

25-28 

Chemistry of carbon compounds(II) 碳化合物的化學碳化合物的化學碳化合物的化學碳化合物的化學(II) 
(III) Typical reactions of various functional groups 各種官能基的典型化學反應 

(IV) Inter-conversion of carbon compounds 碳化合物的互換 

29-32 
Chemistry of carbon compounds(III) 碳化合物的化學碳化合物的化學碳化合物的化學碳化合物的化學(III) 

(V) Important organic substances 重要有機物質 

33-36 

Exam Questions Tackling 破解模擬試題破解模擬試題破解模擬試題破解模擬試題 

●●●●於最短時間於最短時間於最短時間於最短時間，，，，極速強化臨場實戰經驗極速強化臨場實戰經驗極速強化臨場實戰經驗極速強化臨場實戰經驗 

●●●●緊貼最新試題走勢緊貼最新試題走勢緊貼最新試題走勢緊貼最新試題走勢，，，，為同學度身訂做為同學度身訂做為同學度身訂做為同學度身訂做 Exam questions  

●●●●將中四至中六所有熱門題目詳細剖析將中四至中六所有熱門題目詳細剖析將中四至中六所有熱門題目詳細剖析將中四至中六所有熱門題目詳細剖析 

內容及次序可能因應教學進度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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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 Plan A (F5 Plan A (F5 Plan A (F5 Plan A (由氧化還原反應和化學電池由氧化還原反應和化學電池由氧化還原反應和化學電池由氧化還原反應和化學電池、、、、電解開始電解開始電解開始電解開始))))    
 
S.5 化學科化學科化學科化學科 Regular Tutorial Course (HKDSE)   

F5CHEMSCA 上課時間表上課時間表上課時間表上課時間表                              By Dr. Samuel Chong 
1. 筆記中英對照, 另附中英文版筆記及習作  

2. 由氧化還原反應和化學電池、電解開始  

3. 適合化學科和組合科學科的同學  

4. 已完成暑期 SYCHEMSCE/SYCHE9SCE「氧化還原反應+電解」的同學, 可直接由#9「化學反應和能量」開始報讀  

 
 
 

課程 模式 

視像教材會於每週更新，可向報名處查詢進度。 

同學可依照更新日期登入本校網頁收看。 

該堂一經開始收看，必須於 14天內完成。 

*學費(每 4 堂) 

Online Video Learning 

Platform 
ONL $690 

 
 

符號 ONL =全 Online 課堂(Online Video Learning Platform)並由 Dr. Samuel Chong 提供視像教材。整期整期整期整期 4 堂堂堂堂筆記可筆記可筆記可筆記可

在報名分校領取在報名分校領取在報名分校領取在報名分校領取。由於筆記數量有限，如分校筆記已派完，同學可由報名日起約 5 日到報名分校取筆記，或申請順豐

到付服務。詳情請向報名處查詢。 
 
 

 
 

 
 

 
 

 
 

 
 
 
 
 
 
 
 
 
 
 
 
 
 
 
 
 
 

註: 筆記中英對照, 試題分中英文版本  

*此為參考學費，課程學費以教育局所發之收費証明書上的註冊學費為準，有關差額由英皇教育基金會及該科導師資助。  *不足一期將按比例計算。 

- 詳細課程內容可瀏覽：http://www.kge.hk/tutors -同學必須保留收據按所示的時間地點上課，報名後相關資料如有改動，本校將會按報名人所填寫的聯絡電話作個別通知或於課堂上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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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課程中五課程中五課程中五課程    
    

Plan BPlan BPlan BPlan B    從從從從微觀世界微觀世界微觀世界微觀世界(II)(II)(II)(II)開始開始開始開始    
適合化學科適合化學科適合化學科適合化學科的同學選報    
 

Session Topic 

1-4 

Microscopic World (II) 微觀世界微觀世界微觀世界微觀世界(II) 
(I) Bond Polarity 鍵的極性 

(II) Intermolecular forces 分子間引力 

(III) Structures and properties of molecular crystals 分子晶體的結構和性質 

(IV) Simple molecular substances with non-octet structures 俱非八隅體結構的簡單分子 

(V) Shapes of simple molecules 分子的形狀 

5-8 

Chemistry of carbon compounds(I) 碳化合物的化學碳化合物的化學碳化合物的化學碳化合物的化學 (I) 
(I) Introduction to selected homologous series 特定同系列的簡介 

(II) Isomerism 同分異構 

9-12 
Chemistry of carbon compounds(II) 碳化合物的化學碳化合物的化學碳化合物的化學碳化合物的化學(II) 

(III) Typical reactions of various functional groups 各種官能基的典型化學反應 

(IV) Inter-conversion of carbon compounds 碳化合物的互換 

13-16 
Chemistry of carbon compounds(III) 碳化合物的化學碳化合物的化學碳化合物的化學碳化合物的化學(III) 

(V) Important organic substances 重要有機物質 

17-20 

Chemical Reactions and Energy 化學反應和能量化學反應和能量化學反應和能量化學反應和能量 
(I) Energy changes in chemical reactions 化學反應中的能量轉變 

(II) Standard enthalpy change of neutralization, solution, formation and combustion 
標準中和、標準溶解、標準生成、標準燃燒焓變 

(III) Hess’s law 赫斯定律 

21-24 

Rate of reactions 反應速率反應速率反應速率反應速率 
(I) Rate of chemical reaction 化學反應的速率 

(II) Factors affecting rate of reaction 影響反應速率的因素 

(III) Molar volume of gases at room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r.t.p.)常溫常壓(r.t.p.)下氣體的摩爾體積 

25-28 

Chemical Equilibrium 化學平衡化學平衡化學平衡化學平衡 
(I) Dynamic equilibrium 動態平衡 

(II) Equilibrium constant 平衡常數 

(III) The effect of changes in concentration and temperature on chemical equilibria 
    濃度和溫度的變化對化學平衡的影響 

29-31 

Patterns in the chemical world 化學世界中的規律化學世界中的規律化學世界中的規律化學世界中的規律 
(I)  Periodic variation in physical properties of the elements Li to Ar     

 Li 至 Ar 各元素物理性質的週期變化 

�variation in the nature of bonding   鍵合本質的變化 

�variations in melting point and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熔點和導電性的變化 

(II) Bonding, stoichiometric composition and acid-base properties of the oxides of elements Na to Cl 
 Na 至 Cl 各元素氧化物的鍵合本質、計量成分和酸鹼性質 

(III)  General properties of transition metals  過渡性金屬的一般性質 

�coloured ions  有色離子 

�variable oxidation states  可變的氧化態 

     �catalytic properties   催化性質 
內容及次序可能因應教學進度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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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 PlanF5 PlanF5 PlanF5 Plan    B (B (B (B (由微觀世界由微觀世界由微觀世界由微觀世界 IIIIIIII 開始開始開始開始))))    

 
S.5 化學科化學科化學科化學科 Regular Tutorial Course (HKDSE)   

F5CHEMSCB 上課時間表上課時間表上課時間表上課時間表                              By Dr. Samuel Chong 
1. 筆記中英對照, 另附中英文版筆記及習作  

2. 由微觀世界 II, 碳化合物的化學開始  

3. 適合化學科和組合科學科的同學  

4. 已完成暑期 PYCHEMSCD/PYCHE9SCD「微觀世界 II」的同學, 可直接由#5「碳化合物的化學」開始報讀 

 
 
 
 

課程 模式 

視像教材會於每週更新，可向報名處查詢進度。 

同學可依照更新日期登入本校網頁收看。 

該堂一經開始收看，必須於 14天內完成。 

*學費(每 4 堂) 

Online Video Learning 

Platform 
ONL $690 

 
 

符號 ONL =全 Online 課堂(Online Video Learning Platform)並由 Dr. Samuel Chong 提供視像教材。整期整期整期整期 4 堂堂堂堂筆記可筆記可筆記可筆記可

在報名分校領取在報名分校領取在報名分校領取在報名分校領取。由於筆記數量有限，如分校筆記已派完，同學可由報名日起約 5 日到報名分校取筆記，或申請順豐

到付服務。詳情請向報名處查詢。 
 
 

 
 

 
 

 
 

 
 

 
 
 
 
 
 
 
 
 
 
 
 
 
 

註: 筆記中英對照, 試題分中英文版本  

*此為參考學費，課程學費以教育局所發之收費証明書上的註冊學費為準，有關差額由英皇教育基金會及該科導師資助。  *不足一期將按比例計算。 

- 詳細課程內容可瀏覽：http://www.kge.hk/tutors -同學必須保留收據按所示的時間地點上課，報名後相關資料如有改動，本校將會按報名人所填寫的聯絡電話作個別通知或於課堂上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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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課程中六課程中六課程中六課程    ––––工業化學工業化學工業化學工業化學→→→→分析化學分析化學分析化學分析化學    

 

    

如同學錯過相關課題如同學錯過相關課題如同學錯過相關課題如同學錯過相關課題 或課堂時間不合適或課堂時間不合適或課堂時間不合適或課堂時間不合適 可以選用可以選用可以選用可以選用視像補堂視像補堂視像補堂視像補堂(VPS)(VPS)(VPS)(VPS)或自選學習平台或自選學習平台或自選學習平台或自選學習平台((((VIPVIPVIPVIP))))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以自選時間及地點補回以自選時間及地點補回以自選時間及地點補回以自選時間及地點補回。。。。詳情請留意詳情請留意詳情請留意詳情請留意 p.2p.2p.2p.24444 或向報名處查詢或向報名處查詢或向報名處查詢或向報名處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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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課程中六課程中六課程中六課程    ––––工業化學工業化學工業化學工業化學((((第第第第一一一一部份部份部份部份))))開始開始開始開始    
� 適合新生適合新生適合新生適合新生    

� 已完成暑期已完成暑期已完成暑期已完成暑期 SSSS6CHEMSC6CHEMSC6CHEMSC6CHEMSCUUUU((((工業化學工業化學工業化學工業化學 I)I)I)I)的同學請的同學請的同學請的同學請由工業化學由工業化學由工業化學由工業化學((((第二第二第二第二

部份部份部份部份))))開始開始開始開始    (p.22(p.22(p.22(p.22----24)24)24)24)    

 
Session Topic 

1-4 

Industrial Chemistry (Part I)工業化學工業化學工業化學工業化學(第一部份第一部份第一部份第一部份) 

(A) Importance of industrial processes 工業過程的重要性 

(I) Development of synthetic products for modern ways of living 

合成產物於現代生活的發展 

 

(B) Rate equation 速率方程 

(I) Rate equation determined from experimental results 從實驗結果推斷速率方程 

 

(C) Activation energy 活化能 

(I) Energy profile 能線圖 

(II) Explanation of the effect of temperature change on reaction rate in terms of activation energy      

利用活化能解釋溫度改變對反應速率的影響 

(III) Arrhenius equation 阿列紐斯方程 

log k = constant – Ea/2.3RT 

 

(D) Catalysis and industrial processes 催化作用和工業過程 

(I) Meaning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atalyst 催化劑的定義和特色 

(II) Relation between activation energy and catalysis 活化能和催化作用的關係 

(III) Homogeneous and heterogeneous catalysis 均相和多相催化作用 

 

5-10 

 

Industrial Chemistry (Part II) 工業化學工業化學工業化學工業化學(第二部份第二部份第二部份第二部份) 

(E) Industrial processes 工業過程 

(I) Conversion of raw materials to consumer products as illustrated by the production of fertilizers     

利用生產肥田料解釋由原材料轉化成消費產物   

(II) Applications of principles of electrochemistry in industry as exemplified by the processes in the chloroalkali 

industry 

利用氯鹼工業中的過程解釋於工業中氯鹼化學原理的應用 

(III) Advancement of industrial processes as exemplified by the conversion of methane to methanol     

利用從甲烷轉化成甲醇解釋工業過程的改進 

(IV) Soci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considerations of industrial processes 

工業過程中社會、經濟和環境的考慮 

 

(F) Green chemistry 綠色化學 

(I) Principles of green chemistry 綠色化學的原理 

(II) Green chemistry practices 綠色化學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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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 

Analytical Chemistry (Part I)分析化學分析化學分析化學分析化學(第一部份第一部份第一部份第一部份) 

(A) Detecting the presence of chemical species 檢測化學物料的存在 

(I) Detecting the presence of calcium, copper, potassium and sodium in substances by the flame test   

利用焰色測試檢測物質中鈣、銅、鉀和鈉的存在 

(II) Application of appropriate tests for detecting the presence of  

利用適當測試檢測以下物質的存在 

�molecules : hydrogen, oxygen, chlorine, carbon dioxide, water, ammonia, sulphur dioxide and hydrogen 

chloride 分子：氫、氧、氯、二氧化碳、水、氨、二氧化硫和氯化氫 

�cations : aluminium, ammonium, calcium, magnesium, copper(II), iron(II), iron(III) and zinc 

陽離子：鋁、銨、鈣、鎂、銅(II)、鐵(II)、鐵(III)和鋅 

�anions : chloride, bromide, iodide, carbonate, hypochlorite and sulphite 

陰離子：氯離子、溴離子、碘離子、碳酸根離子、次氯酸根離子和亞硫酸根離子 

�various functional groups : C=C, -OH, -CHO, >C=O and –COOH in carbon compounds 

不同官能基：於碳化物中的 C=C, -OH, -CHO, >C=O and –COOH 

 

(B) Separation and purification methods 分離和提純的方法 

(I) Crystallization 結晶法 

(II) Distillation and fractional distillation 簡單蒸餾法和分餾法 

(III) Liquid-liquid extraction 液液萃取法 

(IV) Paper, column or thin layer chromatography 紙色層法、柱色層法和薄層色層法 

 

Analytical Chemistry (Part II)分析化學分析化學分析化學分析化學(第二部份第二部份第二部份第二部份) 

(C) Quantitative methods of analysis 定量分析 

(I) Gravimetric analysis 重量分析方法 

(II) Volumetric analysis 容量分析方法 

(D) Instrumental analytical methods 儀器分析方法 

(I) Basic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of colorimetry 比色法的原理和應用 

(II) Identification of functional groups of carbon compounds using IR spectroscopy 

使用紅外光譜法鑑定碳化物中的官能基 

(III) Basic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of mass spectrometry, including simple fragmentation pattern    

質譜法的原理和應用，包括碎裂模式 

(E) Contribution of analytical chemistry to our society 分析化學對社會的貢獻 

(I) Analysis of food and drugs 食物和藥物的分析 

(II)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環境保護 

(III) Chemistry aspects of forensic science 科學鑑證中化學扮演的角色 

(IV) Clinical diagnoses 臨床診斷 

21-24 

極速全方位攻略極速全方位攻略極速全方位攻略極速全方位攻略 Revision  

推出 NEW 複習筆記 

●●●●最短時間掌握所有考試重點及技巧 

●●●●涵蓋中四至中六所有課題 

●●●●極速提升同學於考試前的溫習效率 

●●●●全面提升分析和答題能力 

25-28 

Mock Paper Tackling    破解模擬試題破解模擬試題破解模擬試題破解模擬試題    

●●●●於最短時間，極速強化臨場實戰經驗 

●●●●緊貼最新試題走勢，為同學度身訂做 Mock Paper  

●●●●將中四至中六所有熱門題目詳細剖析 
內容及次序可能因應教學進度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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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工業化學由工業化學由工業化學由工業化學 IIII 開始開始開始開始    

S.6 化學科化學科化學科化學科 Regular Tutorial Course (HKDSE)         

F6CHEMSCA 上課時間表上課時間表上課時間表上課時間表              By Dr. Samuel Chong 
1. 筆記中英對照, 另附中英文版筆記及習作  

2. 由工業化學(I)開始 

3. 已完成暑期 S6CHEMSCU/S6CHE9SCU (工業化學 I)的同學請由第 5 堂加入# 

 

 
 
 

課程 模式 

視像教材會於每週更新，可向報名處查詢進度。 

同學可依照更新日期登入本校網頁收看。 

該堂一經開始收看，必須於 14天內完成。 

*學費(每 4 堂) 

Online Video Learning 

Platform 
ONL $710 

 
 

符號 ONL =全 Online 課堂(Online Video Learning Platform)並由 Dr. Samuel Chong 提供視像教材。整期整期整期整期 4 堂堂堂堂筆記可筆記可筆記可筆記可

在報名分校領取在報名分校領取在報名分校領取在報名分校領取。由於筆記數量有限，如分校筆記已派完，同學可由報名日起約 5 日到報名分校取筆記，或申請順豐

到付服務。詳情請向報名處查詢。 
 
 

 
 

 
 

 
 

 
 

 
 
 
 
 
 
 
 
 
 
 
 
 
 
 
 
 
 

註: 筆記中英對照, 試題分中英文版本  

*此為參考學費，課程學費以教育局所發之收費証明書上的註冊學費為準，有關差額由英皇教育基金會及該科導師資助。  *不足一期將按比例計算。 

- 詳細課程內容可瀏覽：http://www.kge.hk/tutors -同學必須保留收據按所示的時間地點上課，報名後相關資料如有改動，本校將會按報名人所填寫的聯絡電話作個別通知或於課堂上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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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課程中六課程中六課程中六課程    ––––工業化學工業化學工業化學工業化學((((第二部份第二部份第二部份第二部份))))開始開始開始開始    
� 特別適合已完成特別適合已完成特別適合已完成特別適合已完成暑期暑期暑期暑期 S6CHEMSCU(S6CHEMSCU(S6CHEMSCU(S6CHEMSCU(工業化學工業化學工業化學工業化學 I)I)I)I)的同學的同學的同學的同學 

 
Session Topic 

1-6 
(=F6A #5-10) 

Industrial Chemistry (Part II) 工業化學工業化學工業化學工業化學(第二部份第二部份第二部份第二部份) 

(E) Industrial processes 工業過程 

(V) Conversion of raw materials to consumer products as illustrated by the production of fertilizers    

利用生產肥田料解釋由原材料轉化成消費產物   

(VI) Applications of principles of electrochemistry in industry as exemplified by the processes in the 

chloroalkali industry 

利用氯鹼工業中的過程解釋於工業中氯鹼化學原理的應用 

(VII) Advancement of industrial processes as exemplified by the conversion of methane to methanol    

利用從甲烷轉化成甲醇解釋工業過程的改進 

(VIII) Soci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considerations of industrial processes 

工業過程中社會、經濟和環境的考慮 

 

(F) Green chemistry 綠色化學 

(III) Principles of green chemistry 綠色化學的原理 

(IV) Green chemistry practices 綠色化學的應用 

 

7-16 
(=F6A #11-20) 

Analytical Chemistry (Part I)分析化學分析化學分析化學分析化學(第一部份第一部份第一部份第一部份) 

(A) Detecting the presence of chemical species 檢測化學物料的存在 

(III) Detecting the presence of calcium, copper, potassium and sodium in substances by the flame test  

利用焰色測試檢測物質中鈣、銅、鉀和鈉的存在 

(IV) Application of appropriate tests for detecting the presence of  

利用適當測試檢測以下物質的存在 

�molecules : hydrogen, oxygen, chlorine, carbon dioxide, water, ammonia, sulphur dioxide and 

hydrogen chloride 分子：氫、氧、氯、二氧化碳、水、氨、二氧化硫和氯化氫 

�cations : aluminium, ammonium, calcium, magnesium, copper(II), iron(II), iron(III) and zinc 

陽離子：鋁、銨、鈣、鎂、銅(II)、鐵(II)、鐵(III)和鋅 

�anions : chloride, bromide, iodide, carbonate, hypochlorite and sulphite 

陰離子：氯離子、溴離子、碘離子、碳酸根離子、次氯酸根離子和亞硫酸根離子 

�various functional groups : C=C, -OH, -CHO, >C=O and –COOH in carbon compounds 

不同官能基：於碳化物中的 C=C, -OH, -CHO, >C=O and –COOH 

 

(B) Separation and purification methods 分離和提純的方法 

(V) Crystallization 結晶法 

(VI) Distillation and fractional distillation 簡單蒸餾法和分餾法 

(VII) Liquid-liquid extraction 液液萃取法 

(VIII) Paper, column or thin layer chromatography 紙色層法、柱色層法和薄層色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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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 
(=F6A #11-20) 

Analytical Chemistry (Part II)分析化學分析化學分析化學分析化學(第二部份第二部份第二部份第二部份) 

(C) Quantitative methods of analysis 定量分析 

(III) Gravimetric analysis 重量分析方法 

(IV) Volumetric analysis 容量分析方法 

(D) Instrumental analytical methods 儀器分析方法 

(IV) Basic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of colorimetry 比色法的原理和應用 

(V) Identification of functional groups of carbon compounds using IR spectroscopy 

使用紅外光譜法鑑定碳化物中的官能基 

(VI) Basic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of mass spectrometry, including simple fragmentation pattern   

質譜法的原理和應用，包括碎裂模式 

(E) Contribution of analytical chemistry to our society 分析化學對社會的貢獻 

(V) Analysis of food and drugs 食物和藥物的分析 

(VI)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環境保護 

(VII) Chemistry aspects of forensic science 科學鑑證中化學扮演的角色 

(VIII) Clinical diagnoses 臨床診斷 

17-20 
(=F6A #21-24) 

極速全方位攻略極速全方位攻略極速全方位攻略極速全方位攻略 Revision  

推出 NEW 複習筆記 

●●●●最短時間掌握所有考試重點及技巧 

●●●●涵蓋中四至中六所有課題 

●●●●極速提升同學於考試前的溫習效率 

●●●●全面提升分析和答題能力 

21-24 
(=F6A #25-28) 

Mock Paper Tackling    破解模擬試題破解模擬試題破解模擬試題破解模擬試題    

●●●●於最短時間，極速強化臨場實戰經驗 

●●●●緊貼最新試題走勢，為同學度身訂做 Mock Paper  

●●●●將中四至中六所有熱門題目詳細剖析 
內容及次序可能因應教學進度而改變 

 
 
 
 
 
 
 
 
 

 
 

度身訂製，完善問書服務 
 

凡同一間學校，4 位或以上同學一同報讀莊 Sir 課
程，將可獲得獨家 Whatsapp group 問書服務，隨

時問，隨時答！ 
成續極速提升！ 

(詳情堂上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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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工業化學由工業化學由工業化學由工業化學 IIIIIIII 開始開始開始開始    

S.6 化學科化學科化學科化學科 Regular Tutorial Course (HKDSE)         

F6CHEMSCA 上課時間表上課時間表上課時間表上課時間表              By Dr. Samuel Chong 
1. 筆記中英對照, 另附中英文版筆記及習作  

2. 第第第第 5 堂會由工業化學堂會由工業化學堂會由工業化學堂會由工業化學(II)開始開始開始開始 

3. 未曾完成工業化學 I 的同學請由第 1 堂開始報讀 (時間表留意 p.19-21) 

 
 
 
 

課程 模式 

視像教材會於每週更新，可向報名處查詢進度。 

同學可依照更新日期登入本校網頁收看。 

該堂一經開始收看，必須於 14天內完成。 

*學費(每 4 堂) 

Online Video Learning 

Platform 
ONL $710 

 
 

符號 ONL =全 Online 課堂(Online Video Learning Platform)並由 Dr. Samuel Chong 提供視像教材。整期整期整期整期 4 堂堂堂堂筆記可筆記可筆記可筆記可

在報名分校領取在報名分校領取在報名分校領取在報名分校領取。由於筆記數量有限，如分校筆記已派完，同學可由報名日起約 5 日到報名分校取筆記，或申請順豐

到付服務。詳情請向報名處查詢。 
 
 

 
 

 
 

 
 

 
 

 
 
 
 
 
 
 
 
 
 
 
 
 
 
 
 
 
 

註: 筆記中英對照, 試題分中英文版本  

*此為參考學費，課程學費以教育局所發之收費証明書上的註冊學費為準，有關差額由英皇教育基金會及該科導師資助。  *不足一期將按比例計算。 

- 詳細課程內容可瀏覽：http://www.kge.hk/tutors -同學必須保留收據按所示的時間地點上課，報名後相關資料如有改動，本校將會按報名人所填寫的聯絡電話作個別通知或於課堂上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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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6F6F6F6 同學獨享，同學獨享，同學獨享，同學獨享，VIPVIPVIPVIP 專題優惠專題優惠專題優惠專題優惠，課題齊備，短時間起死回生，課題齊備，短時間起死回生，課題齊備，短時間起死回生，課題齊備，短時間起死回生！！！！    

同時報讀同時報讀同時報讀同時報讀 2個個個個 S4/S5課題課題課題課題 VIP，，，，即享即享即享即享 85折優惠折優惠折優惠折優惠 

同時報讀同時報讀同時報讀同時報讀 3個或以上個或以上個或以上個或以上 S4/S5課題課題課題課題 VIP，，，，即享即享即享即享 75折優惠折優惠折優惠折優惠 

詳情請向報名處查詢！ 
 
 
 

選讀時間 課題 堂數 VIP 編號(1920 年度) 費用 

S4 
上學期 

微觀世界 1 

Microscopic World 1 
4 IPCHEMSC4 $730 

金屬 1 – 金屬活潑性 
Metals 1 – Reactivity of Metals 

3 IPCHEMSC3 $547.5 

金屬 2 – 腐蝕，反應質量 
Metals 2 – Corrosion, Reacting masses 

5 IPCHEMSC5 $912.5 

S4 
下學期 

酸和鹼 1 (化學反應) 

Acid & Alkalis 1 - Chemical reaction 
6 IPCHEMSC6 $1095 

酸和鹼 2 (滴定，容量分析) 

Acid & Alkalis 2 – Titration, Volumetric Analysis 
6 IPCHEMSC6 $1095 

化石燃料和碳化合物 1 – 反應 

Fossil Fuels & Carbon Compounds 1 – Reaction 
2 IPCHEMSC2 $365 

化石燃料和碳化合物 2 – 命名 

Fossil Fuels & Carbon Compounds 2 – Naming 
4 IPCHEMSC4 $730 

化石燃料和碳化合物 3 – 聚合物 

Fossil Fuels & Carbon Compounds 3 – Polymers 
2 IPCHEMSC2 $365 

S5 
上學期 

微觀世界 2 

Microscopic World 2 
4 IPCHEMSC4 $730 

電池和氧化還原反應 

Chemical cells & Redox reactions 
6 IPCHEMSC6 $1095 

電解 

Electrolysis 
2 IPCHEMSC2 $365 

化學反應和能量 

Chemical reactions & energy 
4 IPCHEMSC4 $730 

反應速率 

Rate of reaction 
4 IPCHEMSC4 $730 

S5 
下學期 

化學平衡 

Chemical equilibrium 
4 IPCHEMSC4 $730 

碳化合物的化學 1 – 命名, 物理特性和同分異構 

Chemistry of carbon compounds 1 - Naming, Physical 
properties & Isomerism 

4 IPCHEMSC4 $730 

碳化合物的化學 2 – 典型反應 
Chemistry of carbon compounds 2 - Typical reactions 

4 IPCHEMSC4 $730 

碳化合物的化學 3 – 重要的有機物質 
Chemistry of carbon compounds 3 - Important organic 
compounds 

4 IPCHEMSC4 $730 

化學世界中的規律 
Patterns in the Chemical Worlds 

3 IPCHEMSC3 $547.5 

同學可以選擇到分校同學可以選擇到分校同學可以選擇到分校同學可以選擇到分校使用電腦使用電腦使用電腦使用電腦，，，，或回家以線上課堂或回家以線上課堂或回家以線上課堂或回家以線上課堂(Online)形式進行形式進行形式進行形式進行 VIP，，，，詳情請向報名處查詢詳情請向報名處查詢詳情請向報名處查詢詳情請向報名處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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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讀時間 課題 堂數 VIP 編號(1920 年度) 費用 

S6 
上學期 

工業化學 1 - 速率方程、活化能和催化反應 

Industrial Chemistry 1 –  
Rate Equation, Activation Energy and Catalysis 

4 I6CHEMSCA $750 

工業化學 2 - 哈柏法、氯鹼工業、生產甲醇和綠色化學 

Industrial Chemistry 2 – Haber Process, Chloroalkali Industry, 
Production of Methanol & Green Chemistry 

6 I6CHEMSCB $1125 

S6 
下學期 

分析化學 1 - 化學測試、分離混合物和測驗純度 

Analytical Chemistry 1 - Chemical Tests, Separation of 
Mixture and Test for Purity 

5 I6CHEMSCC $937.5 

分析化學 2 - 摩爾計算 

Analytical Chemistry 2 - Mole Calculation 
2 I6CHEMSCD $375 

分析化學 3 - 比色法、紅外光譜和質譜 

Analytical Chemistry 3 - Colorimetry, IR Spectrometry & Mass 
Spectrometry 

3 I6CHEMSCE $562.5 

 

 

 

 

 

 

 

 

 

 

 

 

 

 
 

同學可以選擇到分校同學可以選擇到分校同學可以選擇到分校同學可以選擇到分校使使使使用電腦用電腦用電腦用電腦，，，，或回家以線上課堂或回家以線上課堂或回家以線上課堂或回家以線上課堂(Online)形式進行形式進行形式進行形式進行 VIP，，，，詳情請向報名處查詢詳情請向報名處查詢詳情請向報名處查詢詳情請向報名處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