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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 but Better 

 
 

你專注⼒有限，我時間都有限 

 

可以⼀堂教完嘅嘢我唔想教兩堂 

公式定理可唔背我都教你唔背，只記真正有⽤嘅，甚⾄連有⽤嘅都唔記⼀樣計到數 

考試技巧在夠⽤的前提下越少越好，Skill 全部⼀招多⽤，⼀個取代出⾯四五個 

清 concept 要簡潔，通常都係⼀個 7 字⼝訣 sum up 哂成課 

計數機 Prog 更應少⽽精，⾃ 2016 起我已將所有功能塞晒⼊⼀部機 680 個位⼊邊。 

練習要做，但只做最⾼質、最中 point、最學到野的題⽬。寧願同⼀題講耐啲都唔

同你狂抄狂⾶書 

卷⼀答題教你寫最少字拎最多分；卷⼆ MC 教你直情計都唔使計⼀樣圈啱答案 

我追求嘅境界只有⼀個：Less but Better. 

如果你鍾意筆記聖經咁厚、Program 要買四部 Cal 機⼊、技巧多到學完都唔記得學

過、 堂堂抄野抄野冇時間消化就落堂、多到冇⼼機的練習做嘅話，我唔啱你 

但如果到你都鍾意 Bauhaus 式學習體驗， 如果你都鍾意 讀少勝讀多 ，我哋應該會好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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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港⼤數學榮譽 ⼀ take 奪 5** 

u 6 本暢銷數學練習作者 

u 去年 58.8%⾨⽣獲 5+佳績 

由 lv.1 跳升到 lv.5 的 “xon”蹟 

 
FYI 佢數學 5 左。Lv5 唔算⾮常⾼，但佢好開⼼，令佢咁開⼼嘅我都好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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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真學生・真正評 
 
 

 

 

FYI 佢都係 5 左。Lv5 唔算⾮

常⾼，但佢開⼼，我都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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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港⼤數學榮譽 ⼀ take 奪 5** 

u 6 本暢銷數學練習作者 

u 去年 58.8%⾨⽣獲 5+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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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港⼤數學榮譽 ⼀ take 奪 5** 

u 6 本暢銷數學練習作者 

u 去年 58.8%⾨⽣獲 5+佳績 

繼續貼以往幾屆舊⽣正評，想話你知 

1. 我都真係教過好多學⽣ 

2. 佢哋考完試出嚟都好滿意 

3. 能夠幫到佢哋我好開⼼ 

4. 希望我都有機會幫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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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港⼤數學榮譽 ⼀ take 奪 5** 

u 6 本暢銷數學練習作者 

u 去年 58.8%⾨⽣獲 5+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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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港⼤數學榮譽 ⼀ take 奪 5** 

u 6 本暢銷數學練習作者 

u 去年 58.8%⾨⽣獲 5+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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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5*-5** 

OPTIONAL, RECOMMENDED 

 

⽬標 4-5  OPTIONAL, RECOMME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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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港⼤數學榮譽 ⼀ take 奪 5** 

u 6 本暢銷數學練習作者 

u 去年 58.8%⾨⽣獲 5+佳績 

（全部/部分） 

 

上⾜我堂你可以全年返學唔聽書做⾃⼰嘢 

但 UT 測驗考試仍然好似你上年師兄師姐⼀樣全部識做 

or 

 

上年受疫情影響學漏、或者我喺 Plan A 冇 cover 到嘅課題，可以追哂/部分

Plan B 補返 

OPTIONAL適合有⾾⼼想及早為 DSE準備好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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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我堂你可以全年返學唔聽書做⾃⼰嘢 

但 UT 測驗考試仍然好似你上年師兄師姐⼀樣全部識做 

 

現時中四的同學除⾮你已⾃修或其他途徑完成中四課程否則不建議今年修讀我

的 班，很多課題學校還沒有教我都未教你⽬前未能吸收並明⽩我的

skills 的威⼒。放⼼，在 我都會傳授你屬於該課題的 MC 神技，你不

會學漏。 

However, 當中的 班 適合正式升上了中四的同學，

因為你中四上學期跟半個下學期的課題 Quadratics Equations ⼆次⽅程 Quadratics 

Functions ⼆次函數 Polynomials 多項式 Rational Functions 有理函數 Equations of 

Straight Lines 直線⽅程 都能⽤我⼀條王道 Program 就直接出答案唔使⾃⼰做。 

OPTIONAL, RECOMME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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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港⼤數學榮譽 ⼀ take 奪 5** 

u 6 本暢銷數學練習作者 

u 去年 58.8%⾨⽣獲 5+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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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s Topics Nixon says 

9-11 ⽉ 

Lesson  

01-12 

Algebra 

代數 

 

Junior Algebras 初中代數 

Quadratics Equations ⼆次⽅程 

Quadratics Functions ⼆次函數 

Polynomials 多項式 

Rational Functions 有理函數 

Inequalities 不等式 

Linear Programming 線性規劃 

Graph of Functions 函數圖像 

Variations 變分 

Trigonometric Functions 三⻆函數 

⼀條 多功能 Prog、3 個 MC ⼤神技

貫穿 10 ⼤ DSE 必考課題，實現真正

「讀少勝讀多」 

另外有每課⼀個 ⼝訣 助你秒清礦

Concept 及做數百發百中 

例如： 

- 同 Or 唔同夾 

- A B C 之後 D 

- 上下左右⾼矮瘦肥 等 

唔過多、唔會少，啱啱好夠秒 MC 

12-2 ⽉ 

Lesson  

13-24 

Geometry 

幾何 

Junior Geometry 初中幾何 

Properties of Circles 圓的特性 

Solving Triangles 解三⻆ 

Equations of Straight Lines  

直線⽅程 

Locus 軌跡 

Equation of Circles 圓的⽅程 

幾何題⽬最⼤問題係「有時連第⼀步

應該搵啲咩先都唔知」 

如果你都有呢個煩惱，放⼼我絕對幫

到你。每課⼀句 7 字⼝訣 (要記) 照住

來⾏，睇落千變萬化嘅題⽬通通變晒

罐頭：原來全部⼀樣。 

p.s. 所有座標問題都⽤ Prog 01 出答

案唔使你計，係所有。 

3 ⽉ 

Lesson  

25-28 

Data 數據 

Probabilities 

概率 

Measures of Dispersion 

離差的量度 

 

Probi 好多⼈都覺得好難，知竅⾨其

實好易。統計學其實係 DSE 最易執

分 嘅題⽬你知唔知？堂上我教你執，

就連考試報告話得三四成⼈答啱嘅

MC 題其實⽤我嘅 ⼝訣 ⼀樣都秒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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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港⼤數學榮譽 ⼀ take 奪 5** 

u 6 本暢銷數學練習作者 

u 去年 58.8%⾨⽣獲 5+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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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s Topics Nixon says 

9-11 ⽉ 

Lesson  

01-12 

Algebra 

代數 

Arithmetic & geometric Sequences 

等差及等⽐數列 

Exponential & Logarithmic 

Functions 

指數與對數函數 

More about Equation 續⽅程 

Linear Programming 線性規劃 

Cross Topic Section B Long Q 

如果 Form5 同暑假補課都未教晒

書的話學校⽼師中六會教的離不

開 ASGS,⽴體三⻆,linear 

program 等。MC 就神技班教，

中六王牌主攻⻑題⽬，aim 星的

你必須克服。放⼼，數字答案我

的 Prog02 可以⽐哂你，你只需

要專⼼學扮⾃⼰做 同埋撳機 

12-2 ⽉ 

Lesson  

13-24 

Geometry 

幾何 

Centres of Triangles 三⻆形的⼼ 

Properties of Circles 圓的特性 

Locus 軌跡 

Graph of Functions 函數圖像 

Equation of Circles 圓的⽅程 

Cross Topic Section B Long Q 

三⻆四⼼ X 圓⽅程 X Comp. Sq. 

考過好幾次應該唔陌⽣啦？ 

次次⾒親都⾶？我教你代⼊評卷

員思維，寫最少字但拎最⾼分！

扮⾃⼰計 然後 Program 出答案 

呢啲先⾄係考試技巧  

3 ⽉ 

Lesson  

25-28 

DSE 

Polynomials 多項式 

Advanced Areas & Volumes 

進階⾯積與體積 

Rate & Ratio 率與⽐ 

Cross Topic Section A2 Long Q 

唔係所有嘢都有 Prog，譬如計

Frustum 體積⾯積就冇啦，放⼼

我另外有⽅法幫你 KO them 。

有啲嘢係所有補習⽼師都會教，

⽽有啲嘢就淨係 Nixon 呢位補習

⽼先識教，唔劇透到時你就知 

  



 
 

 

獨家程式 原創神技 概念技巧 以少勝多  18 

u 港⼤數學榮譽 ⼀ take 奪 5** 

u 6 本暢銷數學練習作者 

u 去年 58.8%⾨⽣獲 5+佳績 

 

主要是普遍中學的中五課程。強調「主要」、「普遍」因為全港四百多間

中學的教學進度、速度因⽼師⽽異。中五普遍第⼀課應該是 More about 

Equations 續⽅程，但亦有⽼師⾸先教 Tangents of Circles 圓切線, M1 M2 班

可能先教上年未教完的 Calculus … 所以，真的沒有⼀個跟你學校進度 100% 

match 的課程，但可以 100%肯定的是就算次序有別，我的⾼中常規 Plan A 依

然能囊括你中五⼀個學年學校教授的各個課題。 

跟⾜ nixon ⼀年 regular ⾜以助你制霸這⼀年的數學科⼤⼤⼩⼩功課 UT

測驗考試，有餘。 

特別值得留意的是 Properties of Cirlces 圓特性約 60%學校在中四教，我

都⼀樣。如你學校在 Form5 教，或中四教⼀半中五教另⼀半，可以選報我 

Plan B 相關⽉份的 Live，或去年的 video 課程，我⾃⼰錄製的，⾼質的。 

Permutations & Combinations 排列組合是 Form 5 其中⼀⼤ Boss,所以我

直接在今年 Summer 完完整整地由零開始到最深程度考法都教哂了，請⾃⾏

追 video。Live 班同學我會經常在上堂前落堂後問你學校教學進度， 希望你到

時唔好嫌我煩同⻑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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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s Topics Nixon says 

9-11 ⽉ 

Lesson  

01-12 

Algebra 

代數 

 

More about Equation  

續⽅程 

Inequalities 不等式 

Linear Programming 

線性規劃 

Graph of Functions 

函數圖像 

Variations 變分 

中 5 上學期頭的課題普遍較容易，亦算是⾼中

數學蜜⽉期的終點站因為之後只有越嚟越難。

容易的課題我們 極速完成，不兜圈不吹⽔不

⽤教科書低能慢⽅法，配合我的⼝訣，兩堂甚

⾄⼀堂就可以清成課返學唔聽書⾃⼰做數然後

測驗考試攞滿分之後多謝我。 

係，Linear Prog 同 Graph of Functions 對

nixonians 黎講係容易課題，因為有⼝訣。  

12-2 ⽉ 

Lesson  

13-24 

Geometry 

幾何 

Solving Triangles 

解三⻆ 

Locus 

軌跡 

Equation of Circles 

圓的⽅程 

對出邊⼈來講算係好難嘅課題，對我哋來講全

部都可以⽤計數機 program01 同 03 直出答案

根本唔係⾃⼰做，你只需要學撳機。 

教埋你⻑題⽬寫⼀定有分嘅步驟 扮⾃⼰計，

所謂最難課題就俾我哋輕鬆完成，認真。跟我

學完你會唔明你隔離位點解唔明，你可能會同

學渣同學溝通唔到，報讀前請注意。 

3-4 ⽉ 

Lesson  

25-32 

Data 數據 

Probabilities 

概率 

Measures of Dispersion 

離差的量度 

Form 5 最令⼈頭痛嘅課題 排列組合 我暑假就

教晒，所以可以直接落 Probi，上完我堂你會

鄙視出邊啲⼈「點解呢題都會有⼈錯」「吓啲

⼈唔係話呢課好難咩」以上全部都唔係我作，

係你啲師兄嘅真實反應。 

5-6 ⽉ 

Lesson 

33-40 

Pre-DSE 

Arithmetic & 

geometric Sequences 

等差及等⽐數列  

多數學校中六教的課題，但我哋進度快，可以

預早教定你，⽤我俾你嘅 program02 就計晒

所有數，你只需要學扮做同埋學撳機。 

咁你升中六暑假補課⼜係唔使聽書，早啲開始

操 paper，⼤把時間準備 D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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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港⼤數學榮譽 ⼀ take 奪 5** 

u 6 本暢銷數學練習作者 

u 去年 58.8%⾨⽣獲 5+佳績 

 

主要是普遍中學的中四課程。強調「主要」、「普遍」因為全港四百多間

中學的教學進度、速度因⽼師⽽異。中四普遍第⼀課是 Number Systems 數的

系統 和 Quadratics ⼆次⽅程，但有部分學校選擇先教 Equation of Straight 

Lines 直線⽅程。我選擇了令學⽣最容易學習並吸收的順序教授中四各個課

題。我的⾼中常規 Plan 囊括你中四⼀個學年學校教授的各個課題。 

跟⾜ nixon ⼀年 regular ⾜以助你制霸這⼀年的數學科⼤⼤⼩⼩功課 UT

測驗考試，有餘。 

特別值得留意的是 Properties of Cirlces 圓特性約 60%學校在中四教， 

仍有部份⽼師會中四教⼀半中五教另⼀半， 我對這課有獨特的⾒解能夠以⾼速

度令所有同學由零開始完全掌握整個課程，所以在⾼中 B 就會教晒 Circles 的

基本和進階部份。 

另外根據我多年教學經驗，知道有部份學校⽼師選擇在中四 下學期率先教

授 Variations 變分和 Solving Triangles 解三⻆。 同學可按⾃⼰需要選報 ⾼中 

A 的相關⽉份課程。 放⼼到上學期尾我會提你，Live 班同學我會經常在上堂前

落堂後問你學校教學進度， 希望你到時唔好嫌我煩同⻑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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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s Topics Nixon says 

9-11 ⽉ 

Lesson  

01-12 

Algebra 

代數 

Number Systems 

數的系統 

Quadratics Equations 

⼆次⽅程 

Quadratics Functions 

⼆次函數 

Polynomials 

多項式 

Rational Functions 

有理函數 

中四涉及最多運算的課題。唔算難，但好煩好

多野計。Nixon 親⾃編寫的計數機 Program04

助你秒殺所有題⽬，⼜快⼜準⼜舒服！ 

你只需要學點樣 扮⾃⼰做 然後就⽤計數機撳

出答案。五個課題所有問題都可以⽤ Prog

（⼀定係我寫嘅 Prog 其他唔得）加⽤少少技

巧直接撳出答案。學校⽼師或者其他同學同你

講「冇得撳機㗎」 嘅題⽬其實都可以撳，只係

佢哋唔識。我識，我教你。 

12-2 ⽉ 

Lesson  

13-24 

Geometry 

幾何 

Equations of Straight 

Lines 

直線⽅程 

Properties of Circles 

圓的特性 

Tangents of Circles 

圓的切線 

幾何部份就冇得只靠 Cal 機真係要識做啦，通

常中四學⽣都是在圓形開始「聽唔明⽼師講

乜」 

Nixon 獨⾨七字⼝訣令你做數如履平地。睇落

千變萬化嘅圖形題，⽤我嘅⻆度去拆原來全部

做法都⼀樣，你會快到側邊啲⼈懷疑你係咪開

咗外掛 

3-6 ⽉ 

Lesson  

25-40 

Functions 

函數 

Trigonometric Functions  

三⻆函數 

Exponential Functions  

指數函數 

Logarithmic Functions 

對數函數 

中四圓形以外最難的三⼤課。Suppose 好多野

要背要記要畫。就算我教都有野要背，但只需

背極少，同埋會有好⽣動好洗腦嘅⻝字 gag 令

你想忘記都忘記唔到。 

另外，好多題⽬都可以⽤快⽅法 KO，傻嘅先

會跟書咁慢慢計 

補習都係想求快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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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港⼤數學榮譽 ⼀ take 奪 5** 

u 6 本暢銷數學練習作者 

u 去年 58.8%⾨⽣獲 5+佳績 

 

即是 2021-22 的 Nixon 四⼤暑期課程。暑假上 live 的 nixonians 不必再上

並可在家中免費 online 重溫。 在暑假錯過了的同學現在可以報名。四⼤專題

強化課程包括： 

u 計數機技巧及王道程式 TM 速成班  

u DSE超級備戰班 

u 3D Trigonometry立體三⾓學 

u Combinatorics 組合學 
 

每班六堂共 24 堂全部有錄影可在分校或家中上課。 

計數機技巧及王道程式 TM 班將在 9-10 ⽉重新加開最後⼀次現場課程。 

PROG班及 DSE班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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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港⼤數學榮譽 ⼀ take 奪 5** 

u 6 本暢銷數學練習作者 

u 去年 58.8%⾨⽣獲 5+佳績 

 
(Nixon 研發 program 時的枱面。你坐享其成不需要咁多 Cal 機） 

 
當然功能係  超 級 誇 張 地 齊 全 ，常見嘅一定有，不常見而有用嘅都有！ 
版面有限，講少少啦： 

 

以下是我編寫的其中一條程式所做到的功能 
 

1. , find求  α3 + β3  

2. Solve 解  

3.  and 及  

4. Express the coordinates of vertex of  in terms of k. 

以 k表 的頂點坐標。  

5. Find the -coordinate of the mid-point of intersection of  & 

求 與 PQ的相交的中點的 y坐標。 

6. Find the range of values of k such that the circle x2 + y2 +2x–4y–13=0 and the straight line 3x –

4y + k = 0 intersect at two distinct points. 

求 k 值的範圍使得圓 x2 + y2 +2x–4y–13 = 0 與直線 3x–4y+k = 0 相交於兩相異點。 

7. Suppose  x  partly varies directly as  y2 and inversely as  z . Express x in terms of y and z. 

設 x部分隨 y2 而正變且部分隨 z而反變。試以 y、z 表 x。 

When 當 y = 1 and 及  z = 1 , x = 3 . When 當 y = 2 and 及  z = 2 , x = 5 .  

 

2 4 13 0x x+ + =

22 5 3 0x x+ - £

7 26 2(3 1)
4
x x+

£ -
45 5 0x- ³

( )2( )
1 (6 2) (9 25)
1

f x x k x k
k

= + - + +
+

( )2( )
1 (6 2) (9 25)
1

f x x k x k
k

= + - + +
+

y 2 6 0x y- - =

2 2 8 14 0x y y+ - - = 2 6 0x y- - =
2 2 8 14 0x y y+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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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

 = 7, then x : y = ? 

9. Express 3×29–5×26+32×2 in Binary 

以二進制表示 3×29–5×26+32×2 

10. Express 4F5DA216  in Decimal 

以十進制表示 4F5DA216   

11. Find the quotient and the remainder when  is divided by . 

求  除以  的商式和餘式。 

12. Expand展開 f(x) = (x + 1) (2x + k –3)(x2 – 4) 

 

如此厲害的 Program 我有四條，令你⼀部計數機就⼊得晒。 

當然會教埋你點⽤啦，Live 班最⼤好處/壞處： 

我會教到你喺我⾯前撳得到答案先放你⾛ 

我的 Cal 機 Prog 班，不⽌於此。 除咗計數機程式我仲會教你三⼤你唔識甚⾄諗都冇諗

過嘅 計數機神奇⽤法，說明書冇，出邊都唔識咁教有都係抄我嘅⼭寨版，我保證。 

你錯過了不是我損失是你損失 

⼀講到 Cal 機我就係咁⼤⼝氣，唔好意思 

 

只設 Live 班，只開旺角一班 

  

23 643 xxx +-+ 13 2 +x
23 643 xxx +-+ 13 2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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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港⼤數學榮譽 ⼀ take 奪 5** 

u 6 本暢銷數學練習作者 

u 去年 58.8%⾨⽣獲 5+佳績 

 

⼀步⼀步成為 
 

 

u 教你「做卷」😇 

個個都以為 F.1-3 數很容易，殊不知歷屆公開試中「隱藏殺⼿」就匿藏其

中！初中數概念普遍簡單，但問法卻可以極度刁鑽！不少考試題種，你學校

內、教科書中可能⾒都未⾒過！點會識做？ 

現場課堂中，Nixon 將⽤問答形式啟發你拆解怪獸試題，令你「⼀理通百理

明，明⽩了計算可變簡單」！想在極短時間提升⼀甚⾄兩個 Levels，暑期班

你絕不能錯過！ 

u 教你「改卷」😈 

有冇試過考試時寫到密密麻麻成版紙，但最後 10 分滿分只得 3 分，甚⾄ 0

分？🤯 

有望過 DSE past paper 的同學，有冇試過望完題⽬，睇埋答案，再望返題

⽬，都唔知條數想你做乜？🙄 

經歷過以上情況的同學，你可能認為⾃⼰書讀得唔熟、數操得唔夠，但其實你真正⽋缺的是 

M a r k e r s h i p 評 卷 員 思 維 ！ 

數學當然要計數，但數學絕不⽌於計數！ 

不明⽩ Marking Mechanism，你未來注定碰上樽頸，停滯不前； 

學識改卷，進⼊ markers 思考領域，你將能夠「寫最少字．拎最多分」！懶⼈必修！ 

甚⾄更過分的 「 計錯數．⼀樣有分」！合 法 出 ⽭ 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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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教你「睇」答案😳 

“The key to solve a Problem is to solve the problem” 

解決問題從來不只⼀個⽅法。數 可 以「 計 」，更 可 以「 睇 」！ 

課堂上 Nixon 將親⾃傳授「可能會令你 懷 疑 ⼈ ⽣ 」的絕密超技術，無須背公式，不需要

Program， ⼀ 堂 就 學 識 ， 兩 堂 就 熟 練 ！ 

只需中⼀甚⾄更低數學程度，配合 Nixon 的獨⾨「天眼」，⼀樣可以秒殺 DSEkiller 試題！ 

絕 對 卑 鄙，卻 萬 試 萬 靈！ 

多年試題全部適⽤，從未出現，亦不可能被封殺！學成之後你就可以 

「 唔 識 計 ，但 知 道 答 案 」以及「 唔⼀定啱，但冇可能錯」！ 

 

u 教你「撞」答案🤪 

選擇題唔識做就四揀⼀、碰運氣？太 Low 了！ 

認識 DSE 出卷潛規則，令你就算有 5 條數完全唔識計，仍可 

智 取 4 5 / 4 5 滿 分💯！ 

更可以令你由「注定不合格」變成「肯定合格再多幾分」, 當

然，在你學識更多技巧和概念之後你的⽬標將不再這麼低 

註：此秘技對數學考試⻑期 低 分 症 患者尤其⾒效！ 

 

要考試的你絕對不想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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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港⼤數學榮譽 ⼀ take 奪 5** 

u 6 本暢銷數學練習作者 

u 去年 58.8%⾨⽣獲 5+佳績 

1. Review on 2D Trigonometry 重溫：平⾯三⻆學  

a. Formulas 公式 

b. When to Use 何時⽤哪⼀條 

2. 傳授 3D Concepts ⽴體概念： 

a. Angle between a line and a plane 

線與⾯之間的夾⻆ 

b. Angle between a plane and a plane 

⾯與⾯之間的夾⻆ 

c. Distance between a point and a line 

點與線之間的距離 

d. Distance between a point and a plane 

點與⾯之間的距離 

3. 教授所有必考題型： 

a. “Explain Your Answer”解釋題 

b. Computation 計算題 

c. Describe Change 描述改變 

4. Applications 應⽤題 

a. Compass Bearing , True Bearing 

羅盤⽅位、真⽅位 

b. Angle of Elevation , Angle of Depressions 

仰⻆、俯⻆ 

1. 傳授多式 ： 

a. ⽴體拆題三式 

b. ⼤畢⽒定理 

c. 三知定理 

d. ⼗字定理 

e. 影射定理 

f. 近⼤遠⼩定理 

g. ⼆維等積法、三維等積法 

 

2. 派發  

 
授課時會使⽤電腦動畫配合教學 

令同學更容易明⽩ 

3D TRIGO班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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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中 5 同學：你現暑假上完我的 nCr 課程，下學期學校教呢課時，你可以直接⾃已做數！⽽且會識

哂！要考 DSE 的同學更加不能讓這⼀課成為你的弱點！給我 6 堂時間，我幫你將這課變成你強項！ 

5. 傳授 Combinatorics 組合學概念 

a. “+”vs“×” 

b. n! 

c. nPr  vs  nCr 

6. 教授所有相關題型 

a. 排隊、影合照 

b. 委員會 

c. 公司部⾨ 

d. 抽顏⾊ 

e. 密碼鎖、n 位數字 

f. 攤位遊戲 

g. 配對、⼩組討論 

h. 幾何形狀 

3. 傳授 ： 

a. 排列組合三式 

b. 萬能分組⼤法 

c. 「是但啦」⼤法 

呢個 topic 我⽐較屈機，淨係教三招，⾜以令

你完全制霸整個課題所有問法，⽤我教你的⽅

法學這⼀課你將會覺得前所未有咁輕鬆 

👨🏫     

🧑🦰🧑🦰🧑🦰👱👱 
授課時會使⽤電腦動畫配合教學 

令同學更容易明⽩ 

排列組合班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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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港⼤數學榮譽 ⼀ take 奪 5** 

u 6 本暢銷數學練習作者 

u 去年 58.8%⾨⽣獲 5+佳績 

價格、課時、授課點、資助 
 每 4 堂 每堂 Live 分校 

MC 神技 $800 

1.25 ⼩時＋ 

＋有時 overrun 少少 

MK TW KB ST 

中六王牌 $800 MK TW KB 

⾼中 A $770 MK TW KB ST 

⾼中 B $770 MK ST 

王道程式 $770 MK 

超級備戰 $770 n/a 

3DTrigo $770 n/a 

排列組合 $770 n/a 

$1600 →	$1099 !"#$%&'(!

$1570 →	$1069 !"#$%&'( 

高中 ＋  $1540 → $999 !"#$%&)(

 $3140 →	$17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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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 
 

1. 報 Live 班學⽣均獲贈 6 ⾊螢光筆套裝 及 便利貼間尺組合⼀套上堂⽤，

Video 及 Online 學⽣請與 Nixon/分校職員 聯絡安排交收 

 

2. 介紹四位新⽣報讀 Nixon 暑期課程，頒贈你⼀部 

 【Nixon 親⼿⼊好王道四程式 TM計數機】（簡稱 王道 Cal 機） 

連 DSE 准⽤之機身貼紙，身份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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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港⼤數學榮譽 ⼀ take 奪 5** 

u 6 本暢銷數學練習作者 

u 去年 58.8%⾨⽣獲 5+佳績 

額外配套：全港首創互動式數學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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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並非⾃說⾃話，我曾憑這套練習獲獎及多次受訪。 

   !"#$

%&' 

 

 



                        列印日期:28/9/2021 

 
 
 
 
 

S.5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科科科科 Regular Tutorial Course (HKDSE)              全期共全期共全期共全期共 40 堂堂堂堂 

F5MATCNXU 上課時間表上課時間表上課時間表上課時間表                                 By Nixon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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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t 12:35-1:50 pm 25/9 

$770 

旺角校 MK1A L 
Thu 6:05-7:20 pm 23/9 

14/10 提早上課，時間為 Thu 1:55-3:10 pm 

荃灣校 TW1A L 
Fri 4:40-5:55 pm 24/9 

1/10 提早上課，時間為 Fri 12:30-1:45 pm 

沙田校 ST1A L Mon 6:05-7:20 pm 27/9 

Online Video Learning 

Platform 
O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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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號 L = Nixon Chan 全現場任教 (Live) 

符號 ONL =全 Online 課堂(Online Video Learning Platform)並由 Nixon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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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項多項多項多項 PACKAGEPACKAGEPACKAGEPACKAGE 優惠請參閱傳單優惠請參閱傳單優惠請參閱傳單優惠請參閱傳單 P.30P.30P.30P.30    

(優惠詳情請向報名處查詢)    
 

 
 

 
 

 

 

 

註: 筆記及試題中英對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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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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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科科科科 Regular Tutorial Course (HKDSE)              全期共全期共全期共全期共 40 堂堂堂堂 

F4MATCNXU 上課時間表上課時間表上課時間表上課時間表                                 By Nixon Chan 
 

 

上課地點 班別 模式 上課時間 開課日期 *學費(每 4 堂) 

旺角校 MK1A L 
Thu 4:40-5:55 pm 23/9 

$770 

14/10 提早上課，時間為 Thu 12:30-1:45 pm 

沙田校 ST1A L Mon 4:40-5:55 pm 27/9 

Online Video Learning 

Platform 
O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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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號 L = Nixon Chan 全現場任教 (Live) 

符號 ONL =全 Online 課堂(Online Video Learning Platform)並由 Nixon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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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項多項多項多項 PACKAGEPACKAGEPACKAGEPACKAGE 優惠請參閱傳單優惠請參閱傳單優惠請參閱傳單優惠請參閱傳單 P.30P.30P.30P.30    

(優惠詳情請向報名處查詢)    
 

 
 
 

 
 
 

註: 筆記及試題中英對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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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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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科科科科 Regular Tutorial Course (HKDSE)              全期共全期共全期共全期共 28 堂堂堂堂 

F6MATCNXU 上課時間表上課時間表上課時間表上課時間表                                 By Nixon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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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t 3:15-4:30 pm 18/9 

$800 

旺角校 MK1A L Sat 6:00-7:15 pm 18/9 

荃灣校 TW1A L 
Fri 7:30-8:45 pm 17/9 

1/10 提早上課，時間為 Fri 3:20-4:35 pm 

Online Video Learning 

Platform 
O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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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號 L = Nixon Chan 全現場任教 (Live) 

符號 ONL =全 Online 課堂(Online Video Learning Platform)並由 Nixon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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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項多項多項多項 PACKAGEPACKAGEPACKAGEPACKAGE 優惠請參閱傳單優惠請參閱傳單優惠請參閱傳單優惠請參閱傳單 P.30P.30P.30P.30    

(優惠詳情請向報名處查詢)    
 

 

 
 

 

 

 

 

 

 

註: 筆記及試題中英對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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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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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S.6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科科科科 Regular Tutorial Course (HKDSE)          全期共全期共全期共全期共 28 堂堂堂堂 

FYMATCNXU 上課時間表上課時間表上課時間表上課時間表                                 By Nixon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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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t 1:55-3:10 pm 18/9 

$800 

旺角校 MK1A L 
Thu 7:30-8:45 pm 16/9 

14/10 提早上課，時間為 Thu 3:20-4:35 pm 

荃灣校 TW1A L 
Fri 6:05-7:20 pm 17/9 

1/10 提早上課，時間為 Fri 1:55-3:10 pm 

沙田校 ST1A L Mon 7:30-8:45 pm 20/9 

Online Video Learning 

Platform 
O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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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號 L = Nixon Chan 全現場任教 (Live) 

符號 ONL =全 Online 課堂(Online Video Learning Platform)並由 Nixon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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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項多項多項多項 PACKAGEPACKAGEPACKAGEPACKAGE 優惠請參閱傳單優惠請參閱傳單優惠請參閱傳單優惠請參閱傳單 P.30P.30P.30P.30    

(優惠詳情請向報名處查詢)    
 

 
 

 

 

註: 筆記及試題中英對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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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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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S.5/S.6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科科科科 Intensive Tutorial Course (HKDSE)      全期共全期共全期共全期共 6 堂堂堂堂 

NZMATCNXA 上課時間表上課時間表上課時間表上課時間表                                 By Nixon Chan 
 

上課地點 班別 模式 上課時間 開課日期 *學費(每 4 堂) 

旺角校 MK1A L Sat 7:25-8:40 pm 23/10 

$770 
VPS 

(須到分校預約以電腦形式上堂須到分校預約以電腦形式上堂須到分校預約以電腦形式上堂須到分校預約以電腦形式上堂) 

同學購買課程後，可跟 MK1A 之上堂進度， 

最快可預約完堂後 3 個工作日到校上堂。 
 

視像教材會於每週更新，可向報名處查詢進度。 

 
符號 L = Nixon Chan 全現場任教 (Live) 

符號 VPS = 全 Video 課堂並由 Nixon Chan 提供視像教材，同學購買課堂後，須到分校預約以電腦形式上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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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課課課程程程程優惠優惠優惠優惠 
1. Nixon常常常常規規規規課課課課程程程程同同同同學學學學，，，，兼兼兼兼報報報報本本本本課課課課程程程程只只只只需需需需$499/4堂堂堂堂。。。。 

 

2. 暑期暑期暑期暑期已已已已經經經經報報報報過過過過計計計計數數數數機機機機技巧技巧技巧技巧及及及及王王王王道道道道程程程程式式式式班班班班(Cal機機機機 Prog班班班班)的的的的同同同同學學學學，，，，再再再再次次次次重重重重溫溫溫溫本本本本

課課課課程程程程只只只只需需需需$100/4堂堂堂堂！！！！(舊生請報舊生請報舊生請報舊生請報 NZMATCNXB) 

(優惠詳情請向報名處查詢)    
 

註: 筆記及試題中英對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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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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