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教學經驗數學博士編寫教材親自任教。
上門導師介紹 - 個别教授
我們的上門支援導師有什麼好處?
(1) 除跟進個別同學的學習進度外亦可以本中心
提供的温習卷為學生作出適當温習之用。
(2) 家長亦可隨時要求更換導師或
終止聘用。
(3) 本中心有固定地址及聯絡方法，家長亦可隨
時申請改為在中心內上課。

校長: Dr. B.C.Hui 許炳祥博士
BSc ApplMaths& Stats, Univ of Swansea,U .K.1991
PhD Maths, Univ of Southampton,U.K. 1998
將軍澳地址
地址: 寶琳毓雅里 9 號慧安園商場 B124 號
(港鐵寶琳站附近) Address: B124, Well On Garden,
Tseung Kwan O

(Near Po Lam MTR)

Whatsapp/電話：90895476 / 27028006
Email: postmaster@diamond-edu.com
網頁 http://www.diamond-edu.com 上有講解怎樣來到

鑽石教室
Diamond Education Centre
全年-小、中學 HKDSE 文憑試小組專科
EngLang 英文 / Maths 數學 (核心 /M1/M2) /
Physics 物理 / Chemistry 化學 / Biology 生物

全年-小學、初中功課小組輔導、
個别上門 / 補習社內 / 跨區組班 輔導
我們的動態在 Facebook 群組上不定期更新

本中心。

跨區組班 - 與其他中心合作
除將軍澳本區外、我們亦與其他各區的中心合
作，把我們的專科答卷課堂模式帶到別區為有
需要的同學服務。
開班要求: 每班最少三人。
各級學費: 參照將軍澳本區收費，按各區環境再作調整

歡迎家長、同學或有意合作的
各中心向我們查詢
(Whatsapp: 90895476)

補習社內 - 導師個别教授
不受其他同學干擾，令同學能更專心接受導師指
導。不受課程限制，針對個別同學疑難解答問
題。補習社有適合試卷練習，可即時幫同學溫
習。不受年齡限制，成人、自學亦可上課。
查詢電話: 27028006/ Whatsapp: 90895476
Facebook 留言: Diamond Education Centre
電郵查詢:diamond‐edu@mail.com

全年課程，最新安排
全年-小學、初中功課輔導班
上課模式: (1) 指導學生完成功課。
(2) 課後溫習，為測驗、考試等作充份準備
(3) 額外工作紙幫助同學溫習。
導師安排: 1 至 2 名導師: 3 至 5 名學生
各級學費: 小一至小六 (預留 5 分鐘清場)
HK$80 2 小時每堂交費 / HK$1500 每月開課前交費
(預設假期為法定公眾假期及 12 月 24 日、年 30 至年初 4)
時間安排: 星期一至五下午 4:00-6:00 / 6:00-8:00

Whatsapp 電話：90895476/27028006
電郵：

postmaster@diamond-edu.com

「如你不欲收取通函郵件，請在信箱貼上『不收取通函』
標貼。標貼可於全線郵政局、各區民政事務處的公眾諮詢
服務中心、公共屋邨辦事處和個別私人屋苑的管理處免費
索取。請注意，『不收取通函』標貼機制並不涵蓋由政府
及相關機構、立法會議員、區議會議員、選舉候選人和根
據《稅務條例》第 88 條合資格獲豁免繳稅的慈善機構所
投寄的通函郵件。」

查詢電話：27028006
全年-(小學、初中)數學專科
(1a) 小學組(P1-P6)的基本練習(溫習卷)
每份綜合溫習卷由多個部份組成。每份總分 100 分，貼近
本港學校的考試、測驗卷模式。
(1b) 中學組(S1-S3)的基本練習(溫習卷)
有(1)多項選擇題(MC) 練習、短答題(SQ)及綜合卷
(Mix)等。全部根據教育局公佈的本港課程，参照本港主
流教科書而制作。
(2) 教材內容:不同學校的課次不同，學校老師的教學進度
亦不相同，我們的综合溫習卷(Mix)的設計是同一份卷內包
含各式各樣的題目以適及不同能力的同學。額外練習(MC
及 SQ)則方便同學按課題(圓形、三角學等)溫習。
(3) 導師安排
由教材作者數學博士或助理導師任教。
(4) 上課模式:學生需首先完成練習卷上的一個部份，完成
後有面前電腦或導師講解答案，為同學計分。總分將
在完成後記錄在溫習卷上。
(6) 編班安排:為程度相近的同學分組(如 P6-S1 等)上。
(7) 開班要求:每組班三至五人。
(8) 各級學費:
P1-P4
HK$80 每堂 50 分 - 1 小時
P5-P6
HK$160 每堂 1 時 50 分 -2 小時
S1-S3
HK$160 每堂 1 時 50 分 -2 小時

除語文科目外同一份筆記及練習中、英文對照。
各科均有大量溫習卷，不斷製作更新

http://www.diamond-edu.com

本中心制作的教材版權歸本中心所有，部份製作
正安排出版，未經本中心同意，請勿擅自複印。

英文好
學兒歌
早唱詠
樂趣多
入門組 (Grade 1-2) 除答卷外均有英文兒歌唱咏
及英文故事等環節，朗朗上口，強化同學讀音及
英文字彙記憶能力。

postmaster@diamond-edu.com

全年-中學 DSE 文憑試專科

全年-(小、中學、成人)英文專科
(a)
Reading Comprehension 文章閱讀理解
(b)
Cloze Passage、Proof Reading 生字填充、改錯
(c)
Sentence Making 句式寫作
(d)
Grammar Practice 語法溫習
(e)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聆聽鍛練
(f)
Composition 文章寫作
Grade 1-4 的課文主要由寓言故事等重新改寫。
Grade 5-9 的課文主要改寫自經典小說內的編章或新聞
稿件。每份緊貼時事及課文內容，使同學熟習課文中的
新聞英語中的字彙表達以方便寫作及應付日後公開試及
Liberal Studies(通識科)中來自新聞英語的文章內容。
(2) 導師安排: 由教材作者數學博士或由助理導師任教。
(3) 上課模式: 學生需首先完成練習卷上的一個部份，完
成後由導師講解答案(或可查看電腦答案)，為同學計分。
總分將在完成後記錄在溫習卷上。
(4) 編班安排: 為程度相近的同學按學習水平及能力分
組。每組用同一套教材上課，統一學習流程。
(5) 開班要求: 每班三至五人。
(6) 各級學費:
Grade 1–2(小 1 至 3)
HK$160 每堂 1 時 50 分-2 小時
Grade 3–4(小 4-中 1)
HK$160 每堂 1 時 50 分-2 小時
Grade 5–6(中 1-中 3)
HK$160 每堂 1 時 50 分-2 小時
Grade 7–8(中 4 以上)
HK$160 每堂 1 時 50 分-2 小時

電郵:

Mathematics (Core / M1 / M2),
Physics / Chemistry / Biology
數學 (核心 /M1/M2) / EngLang
物理 / 化學 / 生物 / 英文
(1)
(2)

(3)
(4)
(5)
(6)
(7)

課題講解
以本中心自製精簡筆記並配合主流教科書內容講解
試卷鍛練
提供本中心自製的各式溫習卷，包括 MC (多項選擇
題) 及綜合卷 (貼近測驗考試及公開試模式)
試卷計分學員完成溫習卷後每一單完後，導師為學
員計分及講解
筆記及練習中、英文對照
方便來自中、英文學校的同學亦可一同上課。
導師為教材编寫作者，數學博士
時間安排:每堂 1 小時 50 分(2 小時預留前 5 後分鐘
清場)
收費方法: 每堂(約 2 小時) 收費 HK$160
每月每 4 堂計收費 HK$600

本中心制作的教材中、英文對照，版權歸本中
心所有，方便中、英文學校的同學同時上課。

全年-小學中文專科
(1)
(2)
(3)
(4)
(5)
(6)
(7)

以本中心自製温習卷作教材。貼近測驗考試及公開
試模式
閱讀理解、句式鍛練、修辭技巧、詞語運用
寫作技巧，指導同學寫作方法。
導師為大專生或以上程度
試卷計分學員完成溫習卷後每一單完後，導師為學
員計分及講解
時間安排: 每堂 1 小時 50 分(2 小時預留前 5 後分鐘
清場)
收費方法: 每堂(約 2 小時) 收費 HK$1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