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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C Math  

學歷

  
 

⾹港⼤學數學系榮譽畢業，現正攻讀教育碩⼠ 

HKDSE 數學 5** 

經驗 

 
超過⼗年正式教學經驗，累積過三千⾨⽣ 

畢業前已在多間中⼩學任教數學補底及拔尖課程及擔任奧林匹克數學教練，

深得當時校⻑、⽼師及家⻑信賴。畢業後任職中學數學⽼師 

獲⼀連鎖教育中⼼聘為數學導師後晉升為⾸席，並兼任其⽇校部數學科主任 

曾為英國巴福特⼤學(University of Bradford) 數學⼊學試⾹港區唯⼀講師 

2018 年任職⼀國際教育中⼼之數學部主管及資深導師 

教授 

 
⾹港數學：HKDSE（Core, M1 M2） 

英美數學：GCE(AL) 、IBDP(AA & AI)、SAT、ACT、TMUA 所有數學卷⽬ 

⼤專數學：Linear Algebra、Calculus、Statistics、Decision Analysis 等 

理念/ 

特⾊ 
 

「Less but Better」： 

授予⾨⽣之原創考試技巧及計數機程式必定是「⼀式多⽤，以少為多」，教導

學⽣「背最少式、計最少數、拎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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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技巧・決⼀不可」： 

透過「⼀題多解」不同詮釋，同時釐清概念及傳授快速做題技巧，兼顧不同程

度及⽬標的同學的學習需要。 

「數學其實好好玩」： 

利⽤⾃製電腦動畫教學令課堂更清晰易懂，並分享概念在⽇常⽣活的應⽤ 

著作 

 
昇華出版《專業應試指導系列》⼀套三本 DSE 數學練習，⼤型書局有售 

星島⽇報《S-File》數學科專欄，分享考試以外的有趣數學知識 

最新：CASIO 計數機官⽅程式及功能集《fx-50FH 計數機編程實⽤指南》 

成績 

 
連續 7 年超過 50% DSE ⾨⽣考獲 5/5*/5**，遠超全港⽔平（14-15%） 

教出多名 5**學⽣之餘亦曾助具特殊學習需要(SEN)學⽣重考數學由 1 升⾄ 4、

亦有⾃修⽣由 4 跳升⾄ 5**，更有 Nixonian 如今現已成為數學⽼師 

全港⾸位於⾹港會議展覽中⼼舉辦過千⼈全港數學模擬試 

創辦的出版社獲頒《中⼩企創新獎》，其數學練習獲近三⼗間中學採⽤ 

媒體 

  
以⾹港補習名師身份先後受《亞洲財經》及《路透社》訪問 

獲邀擔任⾹港電台節⽬《奮發時刻 DSE》數學科主講 

於九⿓灣國際展貿中⼼舉⾏千⼈模擬考試時被《蘋果⽇報》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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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部分） 

由 lv.1 跳升到 lv.5 的 “神”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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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 5 左 

最後 5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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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未能盡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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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暑期班」，亦不是⼀般常規課程，⽽是「超．⾼效訓練」的第⼀期！ 
 
 

ian Geometry 

幾何      技班 Chapter 0 

- 簡介 - 

Geometry 幾何學，從來都是 DSE 數學科普遍考⽣失分最多的地⽅。包括 Rectilinear figures

直線圖形、Congruence & Similarity 全等與相似、Area & Volume ⾯積與體積、Properties of 

Circles 圓特性、Application of Trigonometry 三⻆學應⽤、 Centre of Triangles 三⻆形的⼼ 

等課題，很多公式很多定理要記，但記公式都未算難，更難是「諗」如何下筆，⽐如這道題： 

 

 

AB = BC = CA , ∠CDE = 60°,  
AD = 5cm, BE = 4cm. CE = ? 
 
 
 
 
 
 
（同學可試做一下，限時 01:30） 

 
如果你閱畢此題，第⼀個反應是「唔知點落筆、唔知要計咩先」，you are not alone. 

這是普遍⾹港中學⽼師甚⾄很多⽼派補習⽼師的教法： 

1. 教公式  2. 做例題  3. 重覆上述直到落堂 

會間中講個笑話或者分享⾃⼰⽣活瑣碎事的，或給公式定理改加個有趣易記的別名，就⾜以被稱

為「幽默⾵趣好⽼師」… 堂上的例題、課後的功課，有留⼼聽書的話還是能應付，然後到真正

考試，boom！就像上⾯的題⽬⼀樣，「集體炒⾞」。此題其實是簡化改編⾃ 2017-DSE-CP2-

17，只屬初中程度，只需 

1. 發現 ∆ACD~∆BDE  2. ⽤ corr. sides, ~∆ 相似三⻆形的對應邊 

識的話⼀⾏就寫完： 

 

所以這題很「難」嗎？當年答中率為 37%，不⾼，但答中率⽐它更低的題⽬當年還有好幾條，

⽽且絕⼤多數都是各種 Geometry幾何 題⽬。為何會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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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你學過「如何做」，卻從未學過「如何諗」。 
- 內容 - 

在 Nixonian Geometry 系列的課堂，我會去蕪存菁，教你最有⽤的公式和定理，亦會帶領你

操練相關同時是真正在 DSE 會碰上的題型，當然都會傳授多個我發明的有趣易記的⼝訣 

但最重要： 

我會教你思考。 

Mathematical Thinking 和 Problem solving mindset 等 so-called soft-skills 是有得學的。因

為要「教你如何思考」，我的 Live Lessons 現場授課⽐⼀般坊間補習課堂有較多互動，情況容

許的話我會盡量每位同學都進⾏對答，務求杜絕傳統補習班「填鴨、跟唔上都冇⼈理」種種弊端。

所以上我堂，除了⼀定要帶⽂具、計數機、記得⼀定要「帶腦🧠」。 

 
 
 
 
 
 
 
 
 
 
 
 
 
 
 
 
 
 
 
 

《幾何神技班》系列筆記預覽 

- 對象 - 

2023-25 DSE 考⽣，不論⾃問是【求合格的弱者】抑或【望摘星的⾼⼿】⼀樣適合 

只要你的⽬標是：以最短時間克服所有 Geometry 幾何，我為 2023-25DSE 考⽣最新編

排的 幾何神技班 保證刷新你對「數學」的固有印象，重新定義「神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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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culator Program 
計數機    道程式班  

- 簡介 - 

未必所有學⽣都需要補習數學，但每⼀個學⽣做數都要⽤計數機。 

你⼿上看似平平無奇的計數機其實有⾮常強⼤的功能以及我發明的隱藏⽤法，只要學識運⽤就能

⼤⼤減輕你考試運算負擔。舉個例： 

 

Expand 展開 f(x) = (6x + 1)(2x + k – 3)(4 – x2) – 7＋kx  

 

這題不難，就中⼆程度，但很費時。⽽且⼀不留神抄錯數字或＋/-答案就會錯，⽽在公開考試中

普通運算並沒有所謂步驟分，即此題只有正確或錯誤, All-or-Nothing。我可以教你⼀個你意想

不到卻簡單的⽅法，利⽤計數機的某個特性直接「撳」出上式答案！很多學校⽼師甚⾄其他補習

名師告訴你「冇得撳機㗎」的題⽬其實都可以撳，只係佢哋唔識。 

我識，我教你。 

另外，眾所周知 CASIO fx 系列計數機有四個程式空間給⽤家⾃⾏載⼊程式(通稱 Prog)。 ⼤部

分學校⽼師及補習名師都會為學⽣搜羅甚⾄⾃⼰編寫程式。可是網上資源良莠不⿑，身為學⽣⼀

般都沒有⾜夠能⼒去判斷好壞，這本應是學校或補習社⽼師的⼯作，可是他們都犯了兩個錯誤： 

1. 誤認「Computation 運算」作「Mathematics 數學」 

 很多同業叫同學少⽤ Prog 多⽤⼿計，理由是「訓練學⽣數學能⼒」。「數學能⼒」是講求

對抽象概念的理解及闡述、嚴謹的邏輯推論、以及空間思維。公式和運算只是利⽤以上元素達⾄

答案的過程、⼯具，⽽並⾮數學本身。因此我⼀直強調：學⽣要訓練的是思維，⽽⾮運算。低層

次的⼯作交給 “Computer 計算機”就好。 

計數是計數機的⼯作不是你的⼯作。 

2. 給學⽣不⾜或過多的 Programs 

這是兩個極端。普遍⽼師沒有⼼機或沒有能⼒為學⽣選擇合適的程式，畢竟編寫程式

（Programming）並⾮數學⽼師的專業。結果他們⼀是只給學⽣⼀些很基本的 Prog，在殘酷⽽

分秒必爭的公開考試中根本不夠⽤；⼆是藥⽯亂投把⼤量 Prog 強塞到學⽣⼿中。Prog 的確是越

多功能越好，可是⼀部計數機只得 680bytes 最多四條不同 Prog，想⼊⼗條 Prog 就要買三部機。

買機還只是有限錢，但三部外型⼀樣的計數機，平時上學還是考試時⽤都相當不便，既要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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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機，甚⾄可能太多 Prog 記不了每條程式到底怎麼⽤到，最後弄巧成拙。恰巧，Nixon 是計數

機編程的專家，在求學時期⾃學編寫計數機程式，發表程式⾄今已超過 100 條。 

 
(Nixon 研發 prog 時的桌⾯。你不需要那麼多 Cal 機） 

更重要，我是 CASIO 官⽅計數機程式集《fx-50FH 計數機編程實⽤指南》的作者，內裡所有 Prog

都是我的出品。 

 

 

 

 

 

 

 

 

很多學⽣、⽼師甚⾄補習名師都認為「冇 Program㗎」的題⽬其實都有，只係佢哋唔識。舉個例： 

 

1. α and β are roots(根) of x2 + 4x + 13k = 0 , find 求 α3 + β3  

2. Express the coordinates of vertex(頂點坐標)of y = 2x2 + 6kx – 5k2 in terms of k. 

3. Find the range of values of k (求 k 值的範圍) such that circle C: x2 + y2 +2x–4y–13 = 0 and straight 

line L: 3x –4y + k = 0 intersect at two distinct points(相交於兩相異點). 

4. Express 3×29–5×26+32×2 in Binary(⼆進制) 

5. Find the quotient(商式)and remainder(餘式)when . 

6.  

 

上述各種完全不同課題的題⽬不單⽌都可以⽤我編的 Prog 直出答案，⽽且同⼀條 Prog。

不⽌答案，即使題⽬在卷⼀（傳統題）出現，我的程式甚⾄連運算步驟都能提供，你完全不⽤擔

⼼，只需要學「扮⾃⼰做」配合我的 Prog，⻑題⽬都⽴即滿分。如何做到？上堂教你。 

Live 班最⼤好處/壞處：我會教到學⽣在我⾯前撳得到答案為⽌。 

 

今年我開辦 Live/ Live+Video 的時數不多，請把握機會，別讓⾃⼰後悔。 



上課地點 班別 模式 上課時間 開課日期 學費(6堂) 

 
Online Video Learning 

Platform 

 
 

ONL 

首堂視像教材將2/8開始上載，其後課堂於

每週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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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 

S.4-S.6 數學科 Summer Tutorial Course (HKDSE) 

SZMATCNXA 計數機王道程式班上課時間表                         By Nixon Chan 

符號 L = Nixon Chan 全現場任教 

符號LV =Nixon Chan現場任教 2堂 (Live) + 視像課堂 4堂 (Video Learning Platform)並由Nixon Chan 提供視像教材 

符號 ONL = 全Online課堂 (Online Video Learning Platform) 並由 Nixon Chan 提供視像教材，筆記可於報名分校領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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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及習作均為中英對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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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時報讀計數機王道程式班 及 幾何神技班， 
即可獲得《專業應試指導系列》其中一本！ 

 
*詳請請向分校職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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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地點 班別 模式 上課時間 開課日期 學費(6堂) 

 
Online Video Learning 

Platform 

 
 

ONL 

首堂視像教材將2/8開始上載，其後課堂於

每週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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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 

S.4-S.6 數學科 Summer Tutorial Course (HKDSE) 

SZMATCNXB 幾何神技班上課時間表                                     By Nixon Chan 

符號 L = Nixon Chan 全現場任教 

符號LV =Nixon Chan現場任教 2堂 (Live) + 視像課堂 4堂 (Video Learning Platform)並由Nixon Chan 提供視像教材 

符號 ONL = 全Online課堂 (Online Video Learning Platform) 並由 Nixon Chan 提供視像教材，筆記可於報名分校領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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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及習作均為中英對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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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時報讀計數機王道程式班 及 幾何神技班， 
即可獲得《專業應試指導系列》其中一本！ 

 
*詳請請向分校職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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