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2/4 12:23 PM ver.4

Alvin Tsoi @ Dr. Koopa Koo's dream team
所有時間和開課日期均有機會改動，請以報名時學費收據上列印的上課日期時間地點為準。
同學必須保留單據按列印的時間地點上堂。報名後如以上資料有改動，校方會以報名人所填
寫的聯絡電話作個別通知。
個別課程每區班數有限，如同學未能於原區上課，需安排調堂，有機會要調往較遠分校。
校方不能保證可以安排補上，更不能確保可原區補上，亦不會因同學的個人理由缺課而退回有關學費。
如果因天氣、社會環境、衛生或疫情等情況而無法在原定地點上堂，校方保留權利會將有關課程放上遵理學校網上「學生
服務平台」繼續進行教學，所繳學費將不會退還。

Alvin Tsoi
Instagram:

@ Dr. Koopa Koo’s Dream Team

alvintsoi

頂級學府 劍橋精英
◆ 英國劍橋大學數學系碩士榮譽畢業
◆ 就讀期間因優異成績獲英國劍橋大學格頓學院頒發 M T Meyer 獎學
金及 Gertrude Mather Jackson 獎
◆ 香港中文大學統計系碩士榮譽畢業
◆ 就讀期間因優異畢業成績獲香港中文大學統計系頒發學術卓越獎學金
◆ 香港中文大學數學系學士榮譽畢業
◆ 就讀期間因優異入學成績獲香港中文大學數學系頒發優異表現獎學金
◆ 中學畢業於沙田區名校沙田官立中學
◆ 於中學時代已越級修讀四個由香港中文大學數學系開辦的大學程度課
程並獲得全 A 成績

兩度摘金 揚威全球
◆ 曾為香港代表隊成員，在全球最頂尖的中學生數學競賽 - 國際數學奧
林匹克（IMO）＊中擊敗各國精英，分別於第 46 及 47 屆 IMO 奪得
第 23 及 27 名，連續兩年奪得金牌，為香港首位兩度奪金的人。
◆ 曾於兩年一度的中學生數學專題研究比賽「恆隆數學獎」獲頒港幣十二
萬元的獎學金

* 所有收費以收費証明書所列為準，差額(如有）由遵理學校助學基金及有關講師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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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分戰績 考試專家
◆ 香港中學文憑試 HKDSE 數學科必修部份（Core）183/183 滿分
◆ 香港中學文憑試 HKDSE 數學科必修部份（Core）一 take 過奪 5**
◆ 香港中學文憑試 HKDSE 數學科延伸部份（M1、M2）一 take 過奪 5**
◆ 香港高級程度會考 HKALE 純數學（Pure Math）一 take 過奪 A
◆ 香港中學會考 HKCEE 數學（Math）一 take 過奪 A
◆ 香港中學會考 HKCEE 附加數學（A. Math）一 take 過奪 A

豐富經驗 教學多元
◆ 有多年教授數學經驗，無論是舊學制的數學（Math）
、附加數學（A. Math）、
純數學（Pure Math）、數學與統計（Math and Stat），還是新學制的
數學必修部分（Core）
、延伸部分（M1 及 M2）
，以至國際考試 IB、IGCSE、
GCE、SAT 的數學科都一一教過，對每科考試的要求及評分準則或同學們
在學習數學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和弱點均瞭如指掌。
◆ 過去多年曾到超過二十間香港中學教授各個數學拔尖及補底課程。
◆ 曾任香港資優教育學院國際數學奧林匹克課程講師，協助訓練香港的數學資
優生。
＊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為最頂尖及最大規模的世界性中學生數學競賽，自 1959 年起每年於不同國家舉行，
每個參賽國家均會派出 6 名代表同場競技，旨在令全球年青數學精英有機會互相交流及切磋。歷年來，
賽事的影響力不斷擴大，參賽國家數目亦持續增加，近年已達過百個。不少國際數學奧林匹克選手後來均
成為頂級數學家。

* 所有收費以收費証明書所列為準，差額(如有）由遵理學校助學基金及有關講師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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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評價
姓名

Alfred Lau（九龍灣分校）

評價

蔡 SIR，你好啊，我係 KB 神補底班既同學，好多謝你在這大半年對我循循善
誘。記得上一年考 DSE 數學，我到左試埸，但我無勇氣行入去，我完全唔敢
去面對呢一科，大概是成個高中課程差不多完全無上過堂，甚至連恆等式、主
項轉換這些好簡單既數學公式都唔識做，對於我來說，今年數學科合格根本是
天方夜譚。但經過你呢一年既悉心教導、一本精簡既筆記、上堂時用心而詳盡
的講解，令我由簡單既指數法則一步一步學到圖形、概率，到今日考試前，到
今日考試前，我都無十足信心去應付呢次考試，但今次我至少可以鼓起勇氣去
面對數學科，可以完成大部分甲部題目，甚至可以挑戰乙部，這一切都應該歸
功於你，是你令我由一個數學白痴變到可以處理到唔同既題目，是你令我對數
學科重拾信心，是你使我戰勝了自己，如果學生是一枝蠟燭、你便是一根火柴，
是你燃燒了自己，點亮了我們，使我們一往無前!再一次感謝你的悉心教導!
謝謝你!蔡 SIR 祝 工作順利

姓名

彭詩然（屯門分校）

評價

Alvin 多謝你！我由中六 regular 一開始補你補到依家，仲報左
intensive。我初頭個底得 level1、level2，但補完你後，學校個 mock
話我有 level3 隨時上到 level4！你教 D skill 令到我做題目既時間快左，
令到我知道除左普通要寫好長既 step，都可以好簡單幾個 step 就做到：）
多謝呀 sir 教返我以前 D 數學底：）仲要不厭其煩咁係咁答我問題。

姓名

Geamea（未知分校）

評價

前日考份 maths 卷，可能係中四以黎做得最好既，我自己計過好似有五十幾
分，之前學校估我 maths level 1，到學校 mock 都未溫好，得四十幾分，
最後一個月係甘做你 D notes，希望有好成績啦。真心覺得你係幾有 heart
既老師黎！Thx!：）

姓名

Samuel Sze（沙田分校）

評價

蔡 sir，仲認唔認得我！以前補過你架！XDDD MC 42/45，LQ 其他應該
full，除非 careless。多謝晒！好彩由細你幫我補下底姐！祝工作順利，
加油！！！
* 所有收費以收費証明書所列為準，差額(如有）由遵理學校助學基金及有關講師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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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David Koo（九龍灣分校）

評價

啊 sir，終於考完試啦！多謝你一直以黎一直教我做數，教左好多好有用既公
式同埋 program，系考試到都用到出黎，特別系最尾果一題既 area！原本
lv 4-5 底既我比你教完之後起碼有能力去考到 5*-5**既成績：）

姓名

Lee Yanwah（屯門分校）

評價

你已經幫左我好多，如果冇你我冇可能 A1 會 full！好多低 form topic 都
係靠你重溫！介紹左超多人補你，希望你下年繼續開呢個補底班幫人！開多 d
呀 XD 你教得好詳細，雖然 koopa 好神但佢始終教太快我跟唔到 XD 你就由
底教起，數學勁既人真係好叻！XD

姓名

Oscar Hung（九龍灣分校）

評價

Paper1 甲一甲二真係好易，應該無咩大問題 XDD 除左最尾個條我 b part
諗錯左個商式，let 錯做 qx。。。求積法多得你教比例計法，如無意外應該
full marks！有專心跟你練一定掂 XD 求積法好在琴日溫左好多，你又有教
我今日見到計得好順：）

姓名

Ching Ching Mustang（沙田分校）

評價

其實我都係求個 2（雖然咁講唔好意思），因為我補你之前真係 u 咁滯，數學
一定要升到 2 先入到大學，P1 做左 56 分.....唔知岩幾多，mc 岩左 16 題
only...慘啦。。。雖然我數學好差 最後都可能考得唔太好，不過 anyway
都多謝 alvin，冇跟你既話連呢個分都冇。

姓名

Lily Hung（九龍灣分校）

評價

阿 Sir，我今日考數學 MC 好多題都係你教過既，我都識 sub 數計啦好開
心！：D 多謝你阿！

姓名

Ruby（未知分校）

評價

Tsoi sir，我係你神補底學既生，由尋日開始已經好驚呢份卷，但今朝睇完
你個 post 有番小小信心，終於盡左自己既努力做好份卷，雖然當中有不少唔
識既地方，但我已盡力，謝謝你的教導。

* 所有收費以收費証明書所列為準，差額(如有）由遵理學校助學基金及有關講師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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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Ying Lam Chan（元朗分校）

評價

Hi 蔡 sir，我 maths 由上年 4 升到今年 5*！：）好多謝你 d program，
令到我計快左好多，可以有多 d 時間黎 check 卷同諗 d 難既題目。同埋你真
係教得好好，清 concept 清得好好，尤其係 prob！自問我本身 prob 唔勁，
以前好多都係亂做同亂撞，但上完你既堂之後，我終於識做：）Thx u so
much!：）：）

姓名

Laiyuhin（尖沙咀分校）

評價

想係到抽少少時間多謝阿 sir 你既：）：）：）唔知你仲記唔記得我，我上
年尖沙咀上 live。畢竟今年個 course 既性質唔同，所以我就唔能夠報讀，
但我好想講句話。係上年你教數先至教得咁清楚，令我唔鍾意數學到鍾意返。
岩岩 check 完答案 paper1 D check figures 都岩，但係 paper2 就錯左
五條，應該無愧對你既。anyway 我覺得老師呢個工作不嬲都唔易。我上堂
真係感受到你個份熱誠。所以加油 keep it up：）：）：）共勉之。

姓名

David Koo（九龍灣分校）

評價

啊 sir 我數學有 5*XD 雖然之前都估過但系無唸過真系得！多謝你幫左我咁
多：）

姓名

Alex Kwan（九龍灣分校）

評價

今年真係多得你，3 升 5 好辛苦好難，你教得好我條路就易行左！希望你都愈
黎愈多學生！

姓名

Yeung Fung Ming（元朗分校）

評價

Halo！好耐冇見！我考左 lv3 啊！今日既數學成績雖然唔係好高，但係好開
心！我 dse 考出黎既成績好過平時係學校考好多！XD 多謝你教左我甘多
skills 令我做卷做得快而準啊！：）

姓名

Joan Wong（元朗分校）

評價

Ar sir, still remember me? It's my DSE result.真心多謝過去一年
你係 maths 上既指導，雖然最後得 2，但如果冇你可能合格唔到。thanks a
lot for your teaching!：）
* 所有收費以收費証明書所列為準，差額(如有）由遵理學校助學基金及有關講師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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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Michelle（九龍灣分校）

評價

Hello：）我係 Michelle，係你九龍灣 intensive 既學生。我數學拿左 5，
失手：( 雖然只係上左個幾兩個月既時間，但點都好，好想多謝你。：)

姓名

未知（九龍灣分校）

評價

Alvin 我數學 5*啊！多謝你啊！：D 不過中文衰左：(

姓名

Wong Chunyy（尖沙咀分校）

評價

多謝呀 sir！本來以為自己 1 都冇，補左你唔係好耐，最後好彩 2 到！XD

姓名

Joan（元朗分校）

評價

Really thanks for your teaching in the previous year so that
I can enter university successfully：）And I miss your lessons
very much as well! Finally, hope all your students can
achieve great results in 2017 DSE!!

姓名

Tiffany（元朗分校）

評價

話咁快就到左最後一堂，真係有 D 唔捨得。仲記得未上你堂之前，我數學真
係超差得 3X 分，但到左考 mock 既時候，我竟然有 7X 分，超感動，超感激
你成日放學都願意留低教我地數，又唔會嫌我蠢，係咁解釋比我聽，係課堂又
會比好多機會我地練習，令到我可以係短時間內進步咁多，衷心感謝你：）雖
然你平日上堂成日都好 cool，但有時都幾搞笑既，最搞笑既係每次你問問
題，全班都會即刻靜晒。。。不過點都好，你仍然好用心教我地，又不厭其煩
咁叫我地小心運算，放心啦，我會錯少 D 低 B 野：D 無盡感激，考完試一定
要請你吃飯，報答你 XD 你係全遵理最好既導師 XD

姓名

ChiIan（九龍灣分校）

評價

話咁快到最後一堂，好唔捨得啊：（一開始補你係因為 one day course，
個堂真係超正，到後來跟上 summer 到 regular，每一堂都學到好多野，
要個個星期係 TKO 黎上堂都係值得既！放心啦，你教過既野，陰過我地既位
我都會記住同帶入考場架！依家努力緊清你的 notes 加操 paper！我會盡
力拎好成績比你睇！Thanks for teaching us！
* 所有收費以收費証明書所列為準，差額(如有）由遵理學校助學基金及有關講師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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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時間和開課日期均有機會改動，請以報名時學費收據上列印的上課日期時間地點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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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Kelvin Poon（元朗分校）

評價

Alvin，很久不見。今日睇到上年 d 舊生搵你食飯，自己都諗返上堂既日子。
自放榜後，我真係無面見你，雖然我從來知道你不在乎學生考成點，但我知道
你係位真心為學生既老師。所以我知你好緊張學生，希望你明白我咁耐冇
contact 你，吾係嬲左你，或自己迷失方向。今年我會淨係考個數學拿個 5**
返黎，我知你會話當然考得好吾係為左你，係為自己。但係我想同自己講，吾
想自己下一世面對吾倒既陰影同埋証明返你教個我既野冇白費到，正如你打拳
一樣，鍾意吾可以放棄。最後，我真心多謝上一年有機會跟你學習。

姓名

Heiley（沙田分校）

評價

多謝你教左我數學，原本我既分數係 0 分至十幾分，但補左你之後，雖然有
時學校測驗都係唔合格，但比以前進步左好多！真係好多謝你！我讀左咁多年
數學，從來都唔夠膽去問數，我好驚 D 阿 sir 會鬧我。。。但補左你之後，
令到我有勇氣去問數：）唔在抗拒數學呢一科。。。真係好多謝！！希望你會
鍾意我自製既感謝卡啦！

姓名

連國穎（未知分校）

評價

Hello！我係由中五 Summer Course（Probability）開始跟你的學生。
你給我的印象是一位很和藹可親的老師，上課時完全感受到你對數學的用心和
熱誠，課後亦很耐心解答同學的問題，很喜歡上你的課：）你的教學令我更掌
握每一個課題，以更快的速度解決不同題型，亦令我重拾對學習數學的信心。
好開心可以成為你的學生。我會繼續努力，考好數學。多謝你！

姓名

黃俊鈞（元朗分校）

評價

Mr. Tsoi，好多謝你對學生耐心既教導，你係我中六第一次補遵理，第一個
跟既導師。未入遵理之前，我仲係一個唔認真，唔讀書既學生。但上你堂之後，
我除左對數學既興趣同能力提昇左，最重要既係從你身上學習到專注，令我可
以有返個應有的學習態度，似返個學生。最近我成日留低問數，又問到好夜，
又問 D 好低 B 既野，其中一個原因係可能我太笨，底子太差，所以想搞返清
楚 D 基本概念既野。第二個原因係我想放多 D 努力係數學上面，因為我覺得
數學其實好好玩，做到一條 long question 會好有成功感，教到人又好型！
所以希望 Alvin 唔會覺得我成日落堂同係 FB 問咁多數係好煩啦 XD 再次感
謝 Alvin 耐心既教導，我一定繼續努力！
* 所有收費以收費証明書所列為準，差額(如有）由遵理學校助學基金及有關講師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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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Anastasia & Fatima（沙田分校）

評價

F5 五月開始補你，不知不覺迎來了最後一堂，下年 F6 就無機會見到你了，
唉。多謝你教左咁多有用既野，有左你，考期考無以前咁心虛。我想你係我地
見過最得意既老師，你教數好有 heart XD 多謝你教我地咁多野，落左堂有
肯解答我地 D 問題，考完 DSE 再返黎搵你！我地會努力架啦！

姓名

Kar. L（元朗分校）

評價

Hi Alvin！我係元朗區上你既班架：）多謝你。我本身數學真係好差，試過
25/110 添 XD 不過你 D skills 真係好有用同真係好方便，好多以前一望就
驚既題目、會 skip 知道自己唔識既題目係你教完之後變到易左好多。多謝你
呢一年辛苦既教導啊：）我會做多 D 數，用多 D 你既 skills，練熟佢：）係
黎緊既 DSE 拿個理想既成績返黎：）之後請你食飯 XD 多謝你：）P.S.你講
解得好好：）幫左我好多，繼續加油教 maths 啊！！！

姓名

Tiffany（元朗分校）

評價

自從上左呢幾期之後，發現圖形同個 D bearing 並唔係難到 1 分都拿唔到：）
因為我真系好怕見到圖形，哈，我之前見到係直頭 skip 左佢，但自從你教左
個 D bearing、similar triangles、congruent triangles、… 我終
於領略到 XD 係你身上學到好多野，落堂又會耐心解答問題，好過超多老師，
btw thanks a lot!!! 我會努力考好數學，錯少 D 低能野：）其實你有時都
幾搞笑，會成日突然唔記得自己講到邊，然後就會話「啊，我記得喇」，每次
上你堂都學到好多野，好充實：）保持幽默：）

姓名

Mary（新都城學生）

評價

由 summer 跟你到依家，見到你每一堂都教得好用心，講解亦都好詳盡好清
晰，而且好易明。加上上你堂一 D 都唔悶，成日覺得時間過得好快，哈哈。
多謝你令我對數學重拾信心，雖然依家的 Level 2-3，但比起之前已經進步
左好多。多謝你成日鼓勵我地，我會比心機做數，考好個試，盡力拎到更加好
的成績！大家一齊加油！希望越來越多人補你。其實我都覺得你和藹可親，一
D 都唔惡，哈哈。。。有機會希望可以食餐飯報答你。Thank you very much！

* 所有收費以收費証明書所列為準，差額(如有）由遵理學校助學基金及有關講師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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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Dicky（新都城分校）

評價

自從補左你之後我數學真係好似好左！係學校做卷個陣 Section A1 A2 的成
績好似都好左，可能係你 D skills 有用，又或者你講解的方法我比較易明。
不過我數學成績真係好左，雖然係由唔合格到合格 XD 不過真係要多謝你：）
DSE 我會加油！

姓名

Olivia（新都城分校）

評價

Hello，我係 Olivia 啊！首先好多謝你暑假開始就教我 maths！我雖然本
身 maths 都 okay，但補左你之後好似真係再進步左！Thanks so much！
另外呢，我有個 F4 師妹暑假果陣都有補你，不過因為 D 區太遠所以 regular
無補。佢話你一講佢就明！所以希望九龍灣會開班 wor！

姓名

Sandy（九龍灣分校）

評價

多謝你一直咁用心教我地，我第一次小測唔合格：（但你都係份卷上不斷鼓勵
我。我本來好憎數學亦唔想晒時間去計，補左你之後慢慢發現數學原來都唔係
幾複雜：）我會繼續上你既堂，希望考完試可以帶 D 好消息比你知：）Thank
you！

姓名

Kerry（九龍灣分校）

評價

你係一個好用心的老師！即使我地有甚麼唔識，你都會盡力一個一個去答，我
無後悔補過你，令我 maths 勁有進步，雖然係你 D quiz 只有 4、5 分：（，
但係學校已經進步左好多！Thank you！

姓名

Mon Yeung（荃灣分校）

評價

其實認真覺得你係教得幾好，尤其係數底比較弱既人即係我好容易就聽得明，
甚少上堂齋抄！不過自己做個時都係會有 d 唔識。。。我會幫你宣傳下架！
XD

姓名

Matthew Tsui（尖沙咀分校）

評價

Btw 你琴日教得好好：）學到好多野又溫番之前既野，落堂教我 P&C 真係超
神，一分鐘唔洗就諗到教到我！好想補你 plan C，想問如果中途插入 planC
會唔會 miss 左好多野架？
* 所有收費以收費証明書所列為準，差額(如有）由遵理學校助學基金及有關講師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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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Eunice Lam（九龍灣分校）

評價

其實你真係教得好好！雖然我係 f6，但我既數學唔係一般差 XD 應該得
level3/level4，但係上完 trigonometry 既 summe plan 同 one-day
course 我都會識做唔少，上之前係好肯定一題都唔識。雖然番屋企溫你教過
既野再練習既時候有 D 題目都會唔識做，但起碼無之前咁無助咁徬徨：）可
能我唔能夠幫你擦靚個招牌拿 level5 or above，但都好多謝你令我會願意
做 maths 同岩得多左：D 當然我希望有 level5 le。。下星期三 f6 regular
見：）見到 one day 咁多人支持你我都好感動：D

姓名

Tszmang Cheung（屯門分校）

評價

Ar sir！雖然我數學一直都好差好差，但係我 feel 到你係好有 heart 既老
師，冇放棄到 anyone！btw 教學加油！！！

姓名

Tiffany Mak（沙田分校）

評價

Btw 你繼續加油呀！上你堂 D 野好易明，解釋得好清楚，好正呀！：）你令
我有番信心可以穩到個 4：）

姓名

ChiIan Chan（九龍灣分校）

評價

今日岩岩上左 plan D，今日學既野都好有用！錯既全部都係你講既野，下次
一定會記得唔再錯架！XD

姓名

黃毅深（沙田分校）

評價

蔡 sir 你教得好好，我上完你 AS 後，真係獲益良多。

姓名

Siu Li Wah（元朗分校）

評價

Thankyou！：D 你教得好好呀!好鍾意平時果種模式上堂：）：）thx a lot！

姓名

Summer Ng（九龍灣分校）

評價

好多謝你教我，我覺得你係一個好好既老師呀！

姓名

Cheung Tsz Yan（新都城分校）

評價

Thanks ar sir！你係我補過最好 maths 呀 sir！
* 所有收費以收費証明書所列為準，差額(如有）由遵理學校助學基金及有關講師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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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梁敏耀（新都城分校）

評價

蔡 sir！感謝你由暑假至今教曉我不同的數學！DSE 我一定會努力的！老師
加油！

姓名

Jason Law（九龍灣分校）

評價

多謝老師一年的教導，因為時間不行，所以中六就無補了，但在中五受到你的
教導，都進步左好多，謝謝你的教導。

姓名

Kasin Ho（元朗分校）

評價

啊 sir, me 岩岩上完左你既 YL live lesson：）本身想第一堂就上，可惜
個日太累就⋯哈哈我不得不承認你所說：上小一堂會錯過左一部分既野，仲要
係同下一 part 有關 so bad，我經已後悔莫及，我唔會再 miss 堂（99.8%
可能性）。1. 清晰課題：啊 sir 先會講左呢個課題係咩東東，當然齋 up 就
唔係好明。所以會用 D 淺既例子去示範（畫圖，線，2，5，8，11）2. 由淺
入深：咁樣就唔使一開始就淆左，啊 sir 用例子代入題目，詳細解題，之後
會有幾題差 5 多既試做，一路解一路做加深認識，之後深小小咁慢慢泥。3. Ah
sir 講野語速恰當：唔會好似機關槍咁，有停頓去思考一下。如果唔係我諗我
未 load 到第一題，已經到左第 4 題鳥！以上 3 點必須 keep 住。上左一堂
暫時 Ok， 至於 miss 左既我會盡快問翻，聽你話齋，積埋積埋就會變成更
多更多唔識。老實說，本身沒諗住報你，因為「而我不知道 alvin tsoi 是誰」
但上完我又角得 ok wor，希望可以 keep 住落去！自私咁講句，希望唔會有
更多人加入哈哈哈哈 P.S.各位巴打絲打，本人絕不是高登打手 P.S.今日有人
倒瀉野飲，啊 sir 沒理距，明明有見到，好黑心，哈哈，仲有本 notes 封面
影到 koopa 好有氣勢，相比，啊 sir 好似第三世界國家既人咁哈哈哈哈一定
係本野既錯搞到 ah sir 走樣，其實我已經打左幾次，成日都禁錯 del 左，我
發誓我不要再打鳥。

姓名

未知（未知分校）

評價

Tsoi sir 你的影響力好大：）令我依個平時唔會自己掂數學，考試之前一日
先做數的人對數學有興趣，哈哈：）Thanks for teaching！：D

* 所有收費以收費証明書所列為準，差額(如有）由遵理學校助學基金及有關講師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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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Ivan Lam（元朗分校）

評價

Tsoi sir 我一直數學班上一般般，但補左你之後測驗 45/49 全班第一<3 雖
然學校教得快過補習，但上你堂時做左好多重溫加上高難度既題目，上星期你
教完證明共圓學校第二日測驗立即出左，果題全對 XD thx a lot！
Mr. Tsoi 我數學今次考試 70/100 第一次全班第一 XD（雖然唔係好高分）
多謝你上堂成日比好多練習我地操數：）。
阿 sir, 多謝你 form5 幫我打左個底，我而家 form6 補 koopa based on
中五學既 concepts 學 skills, mock mc 38/45！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I'll strive for a satisfactory result in the DSE。

姓名

Olivia Yim（新都城分校）

評價

Hello ah sir，唔知你記唔記得我呢？我之前係係新都城分校上中五既（我
因為學校未教你教 D topic 所以過去兩期暫時冇補）我想多謝你因為我今次
考試比上次進步了 16 點幾分，係全班進步得最多個個！雖然唔係全班最高分
但係已經由第十幾名去到第 5 名！thanks so much!!!話說我應該下期會返
黎！

姓名

Sandy Ying（九龍灣分校）

評價

啊 sir！雖然今次你出個份 Quiz 我唔合格，但我學校既小測終於冇唔合格~
仲幾高分 tim！但佢以為係自己教得好 XD 仲讚我有進步。事實上係你教得好
haha XD Thank you very much ：）

姓名

Wongpakwang Sunny（沙田分校）

評價

今次數學 UT 有 8 成！：）沒試過數學有 8 成！XD 其實系好彩你教 log 先，
所以我先識。

姓名

Chan Cheuk Wing（九龍灣分校）

評價

Hello！今日上完你 one day 真係極大進步！雖然平時係數學唔差個 d 人，
但係呢種數絕對係我既大敵！每次睇完答案識做之後，第 2 次做番又唔識做
sad，又唔知加線加係邊好。你今日個句：「加線加係邊都得。」令我極有信
心去做呢類數：D 而家真係可以 20s 內做一題呢隻數！多謝哂你！唔知你新
都城會唔會再開班呢，因為我識幾個 fd 住 tko 都想補，新都城會方便小小。
多謝你今日 one day 咁用心既教導！
* 所有收費以收費証明書所列為準，差額(如有）由遵理學校助學基金及有關講師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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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Chiara Cheung Yiman（九龍灣分校）

評價

今日請 2 堂補習上你 one day，結果係比我想像更加值！除左 Area ratio =
(length/length)^2 之外，你今日講既其他野我係吾知吾識，以後都吾會吾
識做呢 d 題目 lu！仲有 Summer 呢，Plan D 除左學左 mc 點計快 d 之外，
以前吾識既野都 ko 埋，例如果 d trigonometric function graph eqt
log graph 既題目，Plan B 又學埋學校未教既 eq of circle 同 locus 未
學既我都聽明哂 XD 你真係教得好好：）自問仲未夠班拎星，我會努力，繼續
操數，拎粒星返黎見你 XD anyway 多謝你。btw 我都有 d 想好似你咁入 U
讀 math，不過遲下再諗。XD

姓名

Tin Ka Ming（沙田分校）

評價

Alvin sir,我係琴日沙田 one day 學生，本身雖然唔係你同 koopa 學生，
不過我覺得你教得好好，講得好易明同簡單，雖然唔可以完全好快計到，但之
後都即刻計到，已經報左你尖沙咀 Plan D，感覺你係一個好細心同有耐性老
師，期待你的課堂，希望你學生人數繼續上升，加油！

姓名

Patrick Wai（九龍灣分校）

評價

Hi 我本身數底差，今日聽完你教真係茅塞頓開 XDXD 我想問個 plan d 係咪
都係會用類似形式 cover 曬唔同 topic 架? 我覺講得好 detail，解完一次
我覺得已經好清晰！

姓名

Ng Ka Hei（元朗分校）

評價

HI~ Alvin Sir！今日在沙田上完你 ONE DAY，教得好好!!我立刻報左 3 個
PLANS(A+B+D) ...但 PLAN C 我想報果班冇開，我想問下 PLAN C 會開邊
到@@等我 PLAN 下時間表明天再報~~

姓名

Chilan Chan（九龍灣分校）

評價

你好呀：）我今日岩岩上完你 one day，今日教既野真係好有用。完本自己
做練習個陣真係唔識做，但今日聽完你講真係好快就做到一題。不過呢我想問
你遲係新都城會唔會開班？因為我係住將軍澳呢邊，所以希望可以係新都城呢
邊上。

* 所有收費以收費証明書所列為準，差額(如有）由遵理學校助學基金及有關講師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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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S K Ying Emily（未知分校）

評價

Tsoi sir，禽日上完你個 one day free course 覺得你 D skill 好有用！
特別梯形個個(之前無聽過)，跟住今日就即刻報左你 6 堂既 summer course
了！到時見啦：）

姓名

ChunYip Matthew（沙田分校）

評價

阿 sir 岩岩今日沙田上完你 1 day, 你教既 skills 真係好有用，可以好快做
到題目，多謝你。

姓名

Ken Leung（九龍灣分校）

評價

今日你既 free course 真係好正，好岩中意 logic 同諗數既人 ! Present
得超 clear ! 想問下你遲 d 會唔會開 m2 班 ? Thanks：D

姓名

C.M. Pook（元朗分校）

評價

Tsoi sir，今天你的技巧真係有用，前晚我看了一條難題，始終不明！今天
上完 one day，總算可以處理到！

姓名

Kailob Lo（沙田分校）

評價

Alvin Sir！今日終於上左你既堂，我終於明左呢類型題目應該要點做！！！
One day 果 D 數都做完啦真係好好用！希望我之後係你既 regular 都可以
咁進步：）

姓名

Meko Meko（尖沙咀分校）

評價

Hi, Alvin！我是今天尖沙咀 one day 的學生。你今天教的很有用，這課本
來是我最不熟悉的課，現在我開始會做了！Thanks a lot! ：）

姓名

Mankeung Chan（元朗分校）

評價

Tsoi sir 岩岩上完你既 one day！好有用，又易明！唔該 alvin：D：D

姓名

Tsui Sung Kwan（元朗分校）

評價

我覺得你教 d skills 好易上手，即學即用，好期待上你 summer
course！：）
* 所有收費以收費証明書所列為準，差額(如有）由遵理學校助學基金及有關講師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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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David Koo（九龍灣分校）

評價

啊 sir：）我系你今日 one day 既學生，你真系教得好清楚！原本對個 topic
唔熟，但系你講完之後立刻識做哂：）

姓名

Long Au（九龍灣分校）

評價

今堂學到好多野！獲益良多！多謝你！

姓名

Jacky Leung（荃灣分校）

評價

Halo...之前上個你個 1 day course，你 d note 同 d presentation
skills 都令我非常 impressive, You are a gd teacher：）You have
changed my attitude towards maths ：D

姓名

Siu Wai（尖沙咀分校）

評價

Hi, Alvin, I was extremely impressed by your skills about trapezium properties in the
one day course. that helps a lot in mensuration questions. Really Thank you
Sooooooo Much. allow me to show my gratitude to a dedicated
tutor like you. ：）

姓名

未知（未知分校）

評價

Hi！蔡 sir 岩岩上完你的 one day course，學到好多的野！想報你的
summer course！

* 所有收費以收費証明書所列為準，差額(如有）由遵理學校助學基金及有關講師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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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vin Tsoi 課程特色
 S.4 班及 S.5 班針對校內試，S.6 班針對公開試，主力教授考試內容
及技巧，協助同學以最少精力達至目標成績。

 100% 跟足考評指引，教授同學如何避免失分之餘又能以最簡短步驟取
得每題分數。

 每一課題皆由最基礎內容教起，由淺入深，尤其適合底差的同學報讀。

 課堂筆記參考過去四十年香港公開試試題編定，內容詳盡，所有考試
題型盡在其中。

 所有題目均按公開試難度詳細分類並附設答案，底差的同學回家後仍
可自行複習。

 所有教材題目中英對照，以中文或英文應考的同學皆可輕鬆掌握內容
重點。

 設有 Instagram 專頁予同學課後問書，為同學提供最完善支援。

* 所有收費以收費証明書所列為準，差額(如有）由遵理學校助學基金及有關講師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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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 Mathematics Section B Intensive
 S.6 班由常規課程開始會分班準備 DSE。Section A 班會溫習卷一及
卷二的甲部內容，而 Section B 班會溫習卷一及卷二的乙部內容。
建議能力較弱的同學報讀 Section A 班，而能力較強的同學報讀
Section B 班。兩班的內容並不重疊，故同學可同時報讀兩班，亦可
依據兩班的課程進度表選擇合適的課堂報讀。

 課程進度表：
課程

第1個
獨立課程

第2個
獨立課程

內容
1

Logarithmic Functions (1)
對數函數（一）

2

Logarithmic Functions (2)
對數函數（二）

3

Advaneced Equations of Circles (1)
進階圓形方程（一）

4

Advaneced Equations of Circles (2)
進階圓形方程（二）

1

Linear Programming (1)
線性規劃（一）

2

Linear Programming (2)
線性規劃（二）

3

2D Trigonometry (1)
平面三角學（一）

4

2D Trigonometry (2)
平面三角學（二）

* 所有收費以收費証明書所列為準，差額(如有）由遵理學校助學基金及有關講師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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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 Mathematics
Section B Intensive
包含 6 個獨立課程 合共 24 堂
（課程系列參考碼：216MSBAT）

課程

第3個
獨立課程

第4個
獨立課程

第5個
獨立課程

內容
1

3D Trigonometry (1)
立體三角學（一）

2

3D Trigonometry (2)
立體三角學（二）

3

3D Trigonometry (3)
立體三角學（三）

4

3D Trigonometry (4)
立體三角學（四）

1

Permutation and Combination (1)
排列與組合（一）

2

Permutation and Combination (2)
排列與組合（二）

3

Advanced Probability (1)
進階概率（一）

4

Advanced Probability (2)
進階概率（二）

1

Transformations of Graphs (1)
圖像變換（一）

2

Transformations of Graphs (2)
圖像變換（二）

3

Arithmetic Sequences (1)
等差數列（一）

4

Arithmetic Sequences (2)
等差數列（二）

* 所有收費以收費証明書所列為準，差額(如有）由遵理學校助學基金及有關講師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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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 Mathematics
Section B Intensive
包含 6 個獨立課程 合共 24 堂
（課程系列參考碼：216MSBAT）

課程

第6個
獨立課程

內容
1

Geometric Sequences (1)
等比數列（一）

2

Geometric Sequences (2)
等比數列（二）

3

Geometric Sequences (3)
等比數列（三）

4

Geometric Sequences (4)
等比數列（四）

**課程內容相等於 S.6 Mathematics Section B 常規課程 第 3 個獨立課程至第 8 個獨立課程**

中六

數學 [補習課程]

Beacon College

上課地點

參考編號

時間

開課日期

荃灣分校
(愉景新城)

D216MSB04-L

L

Thu

7:15pm

18/11

旺角分校

K216MSB05-L

L

Sat

7:15pm

27/11

九龍灣分校
(Eastmark)

E216MSB06-L

L

Sun

2:45pm

21/11

*學費(每 4 堂)

$760

符號 L = Live (現場班)﹕代表 Mr. Alvin Tsoi 每 4 堂於該分校現場教授 3 至 4 堂，課程由導師親自進行，倘課程修讀人次的數目超過
一間課室容納量，學生將被分配至其他課室('其他課室')。其他課室的課堂通常透過視像進行。
有關以上上課形式之詳情，可瀏覽本校網頁「關於我們」之「教育產品說明」
。
以上課程每堂為 1 小時 15 分鐘。以上課程備有中英文講義。

* 所有收費以收費証明書所列為準，差額(如有）由遵理學校助學基金及有關講師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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