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師實力 

 連續 5 年英皇教育最高 5 星星比率名師，團隊

亦包括港大碩士､中大中文系學士！ 
 

課堂筆記緊貼文憑試，多年命中作文試題！ 

 

  

為甚麼要選擇 

洪偉權專業中文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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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學習庫附加筆記 

 無限量作文批改 

 網上教學短片 

皇牌課程均採用厚裝書刊筆記 

大量應試天書及 mock 卷系列將在課堂發放 

最強支援大量附加筆記及網上教學,包括: 

 

  



 

KU 精讀 2020_V1                      3/12                         印刷日期:1/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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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偉權專業中文團隊 - 2020 精讀課程 

 
中六課程 

G6CHINKUU 
中六全方位精讀課程 

12 堂 P.5-6 

 

指定文章應試班(1/2/3) 

 

NZCHI9KU1 

指定文章班【1】: 

《論仁、論孝、論君子》、《孟子‧告子上》、 

《逍遙遊》(節錄) 、《勸學》(節錄) 

4 堂 

P.7-10 

 NZCHI9KU2 

指定文章班【2】: 

《廉頗藺相如列傳》(節錄) 、《出師表》、《師說》、 

《始得西山宴遊記》 

4 堂 

NZCHI9KU3 
指定文章班【3】: 

《詩三首》、《詞三首》、《岳陽樓記》、《六國論》 
4 堂 

 

文學課程 

IZCLITKUU 自選學習 VIP 課程 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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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次序或有調整,視乎上堂公佈為準  

課堂 課 程 內 容 附加配套 

1-4 

 閱讀理解(5a): 高難度論說文答題技巧(磨練滿分技巧) 

 閱讀理解(5b) : 高難度文言文答題技巧(磨練滿分技巧) 

 綜合能力(5) ：自創重點 mock 卷-投稿篇 

 寫作訓練(5) ：抒情文 S 級技巧-創意聯想及情感表達! 

 寫作 mock 

paper(5) 連批改 

 寫作 online 

lesson 

 全新天書一本 

5-8 

 閱讀理解(6):  高難度長問答題攻略(加強版 1) 

 口語訓練(3):  5**口語思維 

 綜合能力(6):  自創重點 mock 卷-(加強版 1) 

 寫作訓練(6):  自由類題目(必殺!分階聯想法) 

 寫作 mock 

paper(6) 連批改 

 寫作 online 

lesson 

 全新天書一本 

9-12 

 閱讀理解(7):  5**特訓: 閱讀理解高分攻略   

 聆聽訓練(2):  重點 mock：危機意識高階練習 

 綜合能力(7):  自創重點 mock 卷-(加強版 1) 

 寫作能力(6):  描寫文人景重點訓練 

 寫作 mock 

paper(7) 連批改 

 寫作 online 

lesson 

中六 皇牌精讀班 (必報之選) 全期 12堂 
♦ 凡報讀精讀課程G6CHI[N/9]KUU兩期，即可以免費報讀NZCHI9KU[1/2/3]文章應試班一個 ♦ 

 

本課程節奏緊湊，適合對自己有要求的學生報讀。洪 sir為同學設計一系列的課程，以提升學生 

的中文水平： 

 每期送你大量應試資料:包括《文言文語譯集》、《必讀閱讀理解》、《作文範文》 

 每期均有大量閱讀理解訓練。 

 每期均教授熱門考試重點。 

 每期均可提交作文，洪 Sir 為你點評。 

 課後可向洪 Sir發問，為你立竿見影。 

 

最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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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 中國語文科 INTENSIVE TUTORIAL COURSE (HKDSE) 

G6CHINKUU 上課時間表    By 洪偉權專業中文團隊 
1. 適合中六學生 

2. 凡報讀精讀課程 G6CHI[N/9]KUU 兩期，即可以免費報讀 NZCHI9KU[1/2/3]文章應試班一個 

 

上課地點 班別 模式 上課時間 開課日期 *學費(每 4 堂) 

九龍灣校 KB1A L Sun 3:20-4:35 pm 27/12 

$730 

旺角校 MK1A L Thu 8:00-9:15 pm 31/12 

沙田校 ST1A L Tue 8:00-9:15 pm 29/12 $760 

荃灣校 TW01 о Fri 8:00-9:15 pm 1/1 $710 

上水校 SS1A L Sat 6:10-7:25 pm 2/1 $730 

銅鑼灣校 CB01 о Sat 11:05-12:20 pm 9/1 $710 

Online Video Learning 

Platform 
ONL 

  首堂視像教材將 31/12開始上載， 

其後課堂於每週四更新。 

同學可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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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 

符號 L = 洪偉權全現場任教 (Live) 

符號 о = 全視像課堂 (Video Learning Platform) 並由洪偉權提供視像教材 

符號 ONL =全 Online 課堂(Online Video Learning Platform) 並由洪偉權 提供視像教材，筆記可在每期第一堂上課日於報名

分校領取該期筆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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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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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 12 堂 

Zoom 課堂時間：27/12 開始 逢Sun 3:20-4:35 pm 

 (時間如有更改會於堂上通知) 

此時段導師會以 Zoom 形式同步直播課堂，供同學安坐家中收看，Zoom 時段適用於所有班別缺席之同學收看 

http://www.kge.hk/tu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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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重點課文好處： 

1 預早準備，可以全取滿分（較即場分析陌生文章容易） 

2 文章有熱門內容，而問題問法可以捕捉 

3 佔分 30%，實為閱讀理解 5**關鍵 

4 對沒有修讀中國文學科的同學不利,更要及早彌補不足 

 

 

１.強攻閱讀能力的 30%，多勞多得，以滿分為目標！ 

２.高中中文科引入 12 篇文言範文， 2018 年起的文憑試中文卷一閱讀能力甲部， 

設有與範文相關題目，佔全卷分數 30%；乙部會有文言和白話篇章，佔全卷分 

數 70%。 

 

 

 

 

 

 

  

指定文章應試班 

必學 

指定文章班 [1/2/3] (強攻閱讀必報) 

凡報讀精讀課程 2 期，即可以免費報讀文章應試班一個 

【每 2 期換 1 個】 

(優惠詳情可向分校同事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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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 中國語文科 INTENSIVE TUTORIAL COURSE (HKDSE) 

NZCHI9KU1 上課時間表              By 洪偉權專業中文團隊 

符號 ONL =全 Online 課堂(Online Video Learning Platform) 並由洪偉權 提供視像教材，筆記可在報名分校領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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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堂 課程內容 

1 

文章：論仁、論孝、論君子 

 學習必考字詞及價值觀 

 學習文章延伸，當中與社會的關係 

 學習仁﹑孝﹑君子三者的異同 

2 

《孟子‧告子上》 

 學習必考字詞及價值觀 

 學習文章延伸，當中與社會的關係 

 學習儒家仁義取捨 

3 

逍遙遊 (節錄) 

 學習必考字詞及價值觀 

 學習文章延伸，當中與社會的關係 

 學習道家逍遙境界 

4 

勸學 (節錄) 

 學習必考字詞及價值觀 

 學習文章延伸，當中與社會的關係 

 學習荀子求學價值及目的 

上課地點 班別 模式 上課時間 上課日期 *學費(共 4 堂) 

Online Video Learning 

Platform 
ONL 

  視像教材已上載，同學報名後可登入本校網頁收看。 

該堂一經開始收看，必須於 14天內完成。 
$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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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文章應試班 (1) 

http://www.kge.hk/tu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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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 中國語文科 INTENSIVE TUTORIAL COURSE (HKDSE) 

NZCHI9KU2 上課時間表             By 洪偉權專業中文團隊 

上課地點 班別 模式 上課時間 上課日期 *學費(共 4 堂) 

Online Video Learning 

Platform 
ONL 

  視像教材已上載，同學報名後可登入本校網頁收看。 

該堂一經開始收看，必須於 14天內完成。 
$730 

符號 ONL =全 Online 課堂(Online Video Learning Platform) 並由洪偉權 提供視像教材，筆記可在報名分校領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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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堂 課程內容 

1 

文章：廉頗藺相如列傳 (節錄) 

 學習必考字詞及價值觀 

 學習文章延伸，當中與社會的關係 

 學習人物描寫及傳記特色 

2 
出師表 

 學習必考字詞及價值觀 

 學習文章延伸，當中與社會的關係 

 學習用人之道及管理策略 

3 

師說 

 學習必考字詞及價值觀 

 學習文章延伸，當中與社會的關係 

 學習為師之道 

4 

始得西山宴遊記 

 學習必考字詞及價值觀 

 學習文章延伸，當中與社會的關係 

 學習文人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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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文章應試班 (2) 
 

http://www.kge.hk/tu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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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 中國語文科 INTENSIVE TUTORIAL COURSE  (HKDSE) 

NZCHI9KU3 上課時間表             By 洪偉權專業中文團隊 

上課地點 班別 模式 上課時間 上課日期 *學費(共 4 堂) 

Online Video Learning 

Platform 
ONL 

  視像教材已上載，同學報名後可登入本校網頁收看。 

該堂一經開始收看，必須於 14天內完成。 
$730 

符號 ONL =全 Online 課堂(Online Video Learning Platform) 並由洪偉權 提供視像教材，筆記可在報名分校領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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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堂 課程內容 

1 

文章：唐詩三首 

 學習唐詩體制 

 學習文章延伸，當中與社會的關係 

 大熱門題目 

2 
文章：宋詞三首 

 學習宋詞體制 

 學習文章延伸，當中與社會的關係 

 大熱門題目 

3 

文章：岳陽樓記 

 學習必考字詞及價值觀 

 學習文章延伸，當中與社會的關係 

 學習古仁人情懷 

4 

文章：六國論 

 學習必考字詞及價值觀 

 學習文章延伸，當中與社會的關係 

 學習論說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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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文章應試班 (3) 

http://www.kge.hk/tu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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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P 課編號：IZCLITKUU 

同學可因應個人需要，選擇購買獨立之課題堂數 

 

 

 

 

 

 

 

 

 

 

 

 

 

 

 

 

 

 

 

  

堂數 課程 學費 

L1 《我的四個假想敵》 

$193/1 堂 

L2 《藥》 

L3 《碗》 

L4 《書》、《日出》 

L5 《詩經．秦風．蒹葭》 

L6 《楚辭．九章．涉江》 

L7 《齊桓晉文之事章》 

L8 《庖丁解牛》 

L9 《戰國策 蘇秦約縱》、《漢樂府 戰城南》 

L10 《史記 鴻門會》節錄 

L11 《短歌行》、《贈白馬王彪》 

L12 《歸去來辭》 

L13 《將進酒》、《唐詩專題》 

L14 《登高》 

L15 《進學解》 

L16 《醉翁亭記》 

L17 《齊天樂．秋思》 

L18 《南鄉子》 

L19 《前赤壁賦》 

L20 《雙調．夜行船．秋思》 

L21 《法場竇娥寃》 

L22 《西湖七月半》 

L23 《紅樓夢》 

L24 《桃花扇．卻奩》 

洪偉權  中國文學 

自選學習課程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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