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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HoK.W.HoK.W.HoK.W.Ho    終極奪星課程終極奪星課程終極奪星課程終極奪星課程    

    

六大課題六大課題六大課題六大課題，，，，缺一不可缺一不可缺一不可缺一不可    

DBQ會考核的六個必修課題 

(兩次大戰、冷戰、國際合作、日本、中國、香港)， 

缺一不可，然後再從六個必修課題中揀選課題攻讀 Essay。 

要拎好成績，六大課題核爆都唔割﹗ 

 

掌握技巧掌握技巧掌握技巧掌握技巧，，，，刻不容緩刻不容緩刻不容緩刻不容緩    

仲背？成科成績俾你搞軭晒啦﹗ 

歷史科出咗名係考答題技巧， 

連點答題目都唔識，仲點去考試？ 

 

學業革命學業革命學業革命學業革命，，，，創造傳奇創造傳奇創造傳奇創造傳奇    

有能力，將來才會更多的選擇空間。 

DSE一定要贏，創造自己的傳奇﹗ 

別成為自己所討厭的人﹗  

八堂奪星八堂奪星八堂奪星八堂奪星 

迅速升級迅速升級迅速升級迅速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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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對象 �  所有新舊學生必報

課程安排 

� Plan A 第第第第 1-4堂堂堂堂：：：：論述題論述題論述題論述題 

� Plan B 第第第第 1-4堂堂堂堂：：：：資料題資料題資料題資料題 

(技巧為主，進階的題目訓練，絕不重覆基礎的課文內容) 

課程特色 � 收窄範圍收窄範圍收窄範圍收窄範圍，，，，重點貼題重點貼題重點貼題重點貼題 

歷史科課文內容繁多，Capstar 將會收窄範圍，正式貼題，重點溫習，新舊

學生必報﹗ 

� 技巧為主技巧為主技巧為主技巧為主，，，，課文為輔課文為輔課文為輔課文為輔 

一旦錯答題目的要求，內容就算天花龍鳳、精彩絕倫都只會成為廢話。K.W.Ho 

針對答題技巧以作教授，掌握題目要求，助你短時間內贏在技巧上﹗ 

� 貼合考試貼合考試貼合考試貼合考試，，，，實戰首選實戰首選實戰首選實戰首選 

貼題題目貼合近年公開考試題目，質素極高，同學在最後操練階段的不二

之選！ 

� 資論兼備資論兼備資論兼備資論兼備，，，，全面應戰全面應戰全面應戰全面應戰 

Capstar課程一半時間教授 2022年熱門的論述題題目，另一半時間攻克資料

題，助同學全面掌握 2022年論述題及資料題重點﹗缺一不可﹗ 

� 冷熱範圍冷熱範圍冷熱範圍冷熱範圍，，，，全面剖析全面剖析全面剖析全面剖析 

每年考試的試題均會有熱門內容及爆冷內容，若只針對熱門內容，便很容

易在爆冷的題目中損手爛腳。K.W.Ho 在重點教授來年熱門題目的同時，亦

會兼顧小部分有機會出的冷門內容，助同學全面備戰 DSE！ 

� 考前考前考前考前秘笈秘笈秘笈秘笈，，，，試前必備試前必備試前必備試前必備 

報讀 Capstar課程會贈送《史前必備》書仔，精要概括課文內容、答題技巧、

常犯錯誤，試前必備﹗ 

教材 
� 終極溫習秘笈 [分為論述題及資料題兩本] 

(內容絕不與常規課程的教材重覆，是同學必須掌握的 2022年考試內容﹗) 

� 《史前必備》書仔 [第一堂派發] 

 

# 筆記只設實體本筆記，不設電子版筆記 

# 筆記分別為中文版 / 英文版 

# 本課程不包括改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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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HISTKHA} 第第第第 1-4 堂堂堂堂：：：：論述題論述題論述題論述題  

上課地點上課地點上課地點上課地點 班別班別班別班別 模式模式模式模式 上課時間上課時間上課時間上課時間 上上上上課日期課日期課日期課日期 學費學費學費學費(每每每每 4堂堂堂堂) 

旺角校 MK1A Live* 
Sun 1:55-3:10 pm 

Sun 3:20-4:35 pm 

13/3 & 

20/3 
$800 

 

{A6HISTKHB} 第第第第 1-4 堂堂堂堂：：：：資料題資料題資料題資料題  

上課地點上課地點上課地點上課地點 班別班別班別班別 模式模式模式模式 上課時間上課時間上課時間上課時間 上上上上課日期課日期課日期課日期 學費學費學費學費(每每每每 4堂堂堂堂) 

旺角校 MK1A Live* 
Sun 1:55-3:10 pm 

Sun 3:20-4:35 pm 

27/3 & 

3/4 
$800 

* Live指 K.W.HO 全現場任教 (真人授課)。 

 備注：# 本課程不包括改文服務。 

 

 

 
 

A6HIS9KHA/B 詳情 *學費(每 4堂) 

#Online VIP 

4堂課堂教材會於 MK1A 完堂後 2日上載， 

同學購買課程後，可於分校一次過領取筆記， 

再登入本校網頁收看教材，一經開始收看， 

必須於二個月內完成整個課程。 

$800 符號 ONL = #全 Online課堂(Online Video Learning Platform)並由 K.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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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注：# 本課程不包括改文服務。 

 註：筆記分中英文版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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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ve Mode 上課時間表上課時間表上課時間表上課時間表    

Video Mode 上課時間表上課時間表上課時間表上課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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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節省交通時間， 

於「戰時」提高學習效率， 

所有 Capstar課堂均會於錄製完成後 

2-3日內 upload到 KGE Online Lesson。 

 

不論同學是原本上 Live班， 

但因各種原因而缺席課堂， 

抑或是報讀 VIP Video課程， 

均可以在 2022 DSE前不限時間、地點， 

隨時隨地上堂， 

仲可以無限次數任 Loop， 

等同學可以最方便地學習 

今年必溫必讀必熟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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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in One Super Course 

 

 

 

 

 

 

 

課題課題課題課題 堂數堂數堂數堂數 價錢價錢價錢價錢 課程編號課程編號課程編號課程編號 上課模式上課模式上課模式上課模式 

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 4 堂堂堂堂 $300 FZHISVKHA Online Lesson 

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 6 堂堂堂堂 $450 FZHISVKHB Online Lesson 

冷戰冷戰冷戰冷戰 6 堂堂堂堂 $450 FZHISVKHC Online Lesson 

國際合作國際合作國際合作國際合作 4 堂堂堂堂 $300 FZHISVKHD Online Lesson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6 堂堂堂堂 $450 FZHISVKHE Online Lesson 

中國中國中國中國 6 堂堂堂堂 $450 FZHISVKHF Online Lesson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4 堂堂堂堂 $300 FZHISVKHG Online Lesson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 筆記使用筆記使用筆記使用筆記使用 Unbeatable Notes (電子版電子版電子版電子版)，，，，不會派發實體不會派發實體不會派發實體不會派發實體本本本本筆記筆記筆記筆記。。。。如需實體如需實體如需實體如需實體本本本本筆記筆記筆記筆記，，，，可可可可

以每期加以每期加以每期加以每期加$150(4堂課題堂課題堂課題堂課題) 或或或或 $180(6堂課題堂課題堂課題堂課題)換購換購換購換購。。。。 

- 筆記設有中文版筆記設有中文版筆記設有中文版筆記設有中文版 / 英文版英文版英文版英文版 

- 同學可以自選課題報讀同學可以自選課題報讀同學可以自選課題報讀同學可以自選課題報讀，，，，但一般而言建議順以上教序報讀但一般而言建議順以上教序報讀但一般而言建議順以上教序報讀但一般而言建議順以上教序報讀。。。。 

- 舊生帶新生或新生孖住報舊生帶新生或新生孖住報舊生帶新生或新生孖住報舊生帶新生或新生孖住報，，，，兩人均可以獲該期半價優惠兩人均可以獲該期半價優惠兩人均可以獲該期半價優惠兩人均可以獲該期半價優惠。。。。期期帶新生期期帶新生期期帶新生期期帶新生報讀報讀報讀報讀，，，，期期可期期可期期可期期可

享半價享半價享半價享半價。。。。優惠名額有限優惠名額有限優惠名額有限優惠名額有限，，，，額滿即止額滿即止額滿即止額滿即止。。。。 

- 報讀報讀報讀報讀 All in One Super Course 及及及及 Super Advanced Course 合共合共合共合共 8期或以上期或以上期或以上期或以上，，，，並考獲並考獲並考獲並考獲

5**者者者者，，，，可獲已報讀課程之總金額的一半作獎學金可獲已報讀課程之總金額的一半作獎學金可獲已報讀課程之總金額的一半作獎學金可獲已報讀課程之總金額的一半作獎學金 

- 同學可選擇加購作文服務同學可選擇加購作文服務同學可選擇加購作文服務同學可選擇加購作文服務，，，，詳情可詳情可詳情可詳情可 whatsapp 聯絡聯絡聯絡聯絡 K.W.Ho (61424699) 

- 課程不設退款課程不設退款課程不設退款課程不設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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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 Advanced Course 

Thematic Course 

 

 

 

 
 

 

課題課題課題課題 堂數堂數堂數堂數 價錢價錢價錢價錢 課程編號課程編號課程編號課程編號 上課模式上課模式上課模式上課模式 

答題技巧急救課程答題技巧急救課程答題技巧急救課程答題技巧急救課程：：：：論述論述論述論述題題題題((((上上上上))))    ((((針對針對針對針對論述論述論述論述題直述類及一果多因類題種教授題直述類及一果多因類題種教授題直述類及一果多因類題種教授題直述類及一果多因類題種教授)))) 4 堂堂堂堂 $800 
GZHISVKHU 

第第第第 1-4 堂堂堂堂 
Online Lesson 

答題技巧急救課程答題技巧急救課程答題技巧急救課程答題技巧急救課程：：：：論述論述論述論述題題題題((((下下下下))))    ((((針對針對針對針對論述論述論述論述題兩極化類及比較類題種教授題兩極化類及比較類題種教授題兩極化類及比較類題種教授題兩極化類及比較類題種教授)))) 4 堂堂堂堂 $800 
GZHISVKHU 

第第第第 5-8 堂堂堂堂 
Online Lesson 

答題技巧急救課程答題技巧急救課程答題技巧急救課程答題技巧急救課程：：：：資料題資料題資料題資料題 4 堂堂堂堂 $800 
GZHISVKHU 

第第第第 9-12 堂堂堂堂 
Online Lesson 

 

 

 

 

 

課題課題課題課題 堂數堂數堂數堂數 價錢價錢價錢價錢 課程編號課程編號課程編號課程編號 上課模式上課模式上課模式上課模式 

2021年考評局試題分析年考評局試題分析年考評局試題分析年考評局試題分析 4 堂堂堂堂 $800 G6HIS9KHU Online Lesson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 筆記筆記筆記筆記於報讀課程後派發於報讀課程後派發於報讀課程後派發於報讀課程後派發，，，，只只只只會派發實體會派發實體會派發實體會派發實體本本本本筆記筆記筆記筆記，，，，不會有電子版不會有電子版不會有電子版不會有電子版筆記筆記筆記筆記提供提供提供提供。。。。 

- 筆記設有中文版筆記設有中文版筆記設有中文版筆記設有中文版 / 英文版英文版英文版英文版 

- 舊生帶新生或新生孖住報舊生帶新生或新生孖住報舊生帶新生或新生孖住報舊生帶新生或新生孖住報，，，，兩人均可以獲該期半價優惠兩人均可以獲該期半價優惠兩人均可以獲該期半價優惠兩人均可以獲該期半價優惠。。。。期期帶新生期期帶新生期期帶新生期期帶新生報讀報讀報讀報讀，，，，期期可期期可期期可期期可

享半價享半價享半價享半價。。。。優惠名額有限優惠名額有限優惠名額有限優惠名額有限，，，，額滿即止額滿即止額滿即止額滿即止。。。。 

- 報讀報讀報讀報讀 All in One Super Course 及及及及 Super Advanced Course 合共合共合共合共 8期或以上期或以上期或以上期或以上，，，，並考獲並考獲並考獲並考獲

5**者者者者，，，，可獲已報讀課程之總金額的一半作獎學金可獲已報讀課程之總金額的一半作獎學金可獲已報讀課程之總金額的一半作獎學金可獲已報讀課程之總金額的一半作獎學金 

- 同學可選擇加購作文服務同學可選擇加購作文服務同學可選擇加購作文服務同學可選擇加購作文服務，，，，詳情可詳情可詳情可詳情可 whatsapp 聯絡聯絡聯絡聯絡 K.W.Ho (61424699) 

- 課程不設退款課程不設退款課程不設退款課程不設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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