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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家長及同學： 

DSE 中學課程 

2015-16 秋季 DSE 數學加強指導小組(第一、二期) 
 

本校將特別推出「DSE數學加強指導小組」，希望透過小組形式聯繫及溝通，協助學

生解決在學校數學課程中面對的難題。導師將針對個人學習需要加強指導，提升學生的

數學能力，令學習事半功倍！ 
 

教學特色： 

着重基礎知識、互動教學，提供不同深淺程度的例題與即時練習，共同研習考試題

目及應試技巧。課程提供英文筆記，但亦歡迎以中文應考的學生上課，導師會作翻譯。 
 

課程編排: 
內容包含 DSE必修部分課題(M0)超過二十個。歡迎學生於首堂與導師商討決定教授

之課題及其次序。每期課程共 12.25小時，學生完成一期課程後可選擇繼續修讀，詳情

請留意奧校通告。 

學生如有興趣報讀選修課題(M1,M2)，可選擇加長修讀課節時段，詳情請見背頁。  
Topics 課題 

Revisions on selected junior topics, quadratic equations 
in one unknown, functions and graphs, exponential and 
logarithmic functions, more about polynomials, more 
about equation, variations, arithmetic and geometric 
sequences and their summations, inequalities and linear 
programming, more about graphs of functions, basic 
properties of circles… 

初中部分課題重溫、一元二次方程  

函數及其圖像、指數函數與對數函

數、續多項式、續方程、變分、等

差數列與等比數列及其求和法、不

等式與線性規劃、續函數圖像、圓

的基本性質… 

 
 

2015-16 DSE 數學模擬試班(I) 
 
本校將會推出「DSE數學模擬試班」以協助中學生備戰 DSE數學考試。模擬試卷按照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聯合頒佈之《數學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

編寫，一天課程包括考試和解卷，詳情請參考背頁。 

 

有興趣的同學，請填妥背頁之報名表，郵寄或親身交回本校。如就各班內容及安排

有查詢，請致電 2577-1148 與本校聯絡。   
謹祝 

身體健康！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學校 

 
 
 
 
 
 
 

梁瑞萍校長 謹啟 
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香 港 數 學 學 校  
Hong Kong School of Mathematics 

 

考核+解卷  



 

時間表: 
2015-16 秋 季 DSE 數學加強指導小組 (第一 、二期 )  
課程年級 內容      課程編號 逢星期 時間 日期 (每期 7 堂) 

    上課 下課  

第一期 19/9 26/9 3/10 10/10 17/10 24/10 31/10 
必修課題  YDSE-M0  4:00pm  5:45pm 

第二期 7/11 14/11 21/11 28/11 5/12 12/12 19/12 
所有中學生  
(高中優先) 

選修課題 YDSE-M1/M2 
   六 

 5:45pm  6:30pm 日期同上 
  費  用：YDSE-M0:        每期 7 堂 $1400；  
           YDSE-M1/M2:      每期 7 堂  $700； 
           YDSE-M0 + M1/M2: 每期 7 堂 $2100。 
 

2015-16 DSE 數學模擬試班 (I) 
    課程年級 課程編號 課程日期及時數 內容 

 高中學生優先 
(亦歡迎有興趣的 
 初中學生參加) 

YDSE-E 1 月 1 日(五) 
 

       共 5.25 小時 

9:30am-11:45am  DSE 模擬試(卷一) 
11:45am-12:45pm 卷一題目重點講解，分析試題及考核重點 
1:45pm-3:00pm   DSE 模擬試(卷二) 
3:00pm-3:45pm   卷二題目重點講解，分析試題及考核重點 

費  用： YDSE-E -  $ 300 , 報讀 2015-16 DSE 數學加強指導小組的學生免費。 
 

地 區 上 課 地 點 地 址 交 通 上課 
地點： Y 油麻地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學校 九龍油麻地彌敦道 518-520 號彌敦行 3 樓 A /B/F 室 油麻地港鐵站 D 出口 
截止日期： 額滿即止。 
報名辦法： 1. 郵寄報名 ----請填妥下列<報名表格>，連同支票 或 銀行存款收據 (勿寄現金) 寄「九龍油麻地彌敦道 518-520 號彌敦行 
                           3 樓 E 室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學校」收，信封面請註明「DSE 中學課程」。 
               支票：      (支票抬頭請寫「香港數學學校」)：支票背面請寫上「學生姓名」及「班別」。 

             (如支票有任何錯誤而遭銀行退票，銀行將向簽發支票人收取退票手續費)。 
  銀行存款： 帳戶號碼：「015-518-40-06213-5」(東亞銀行)，帳戶名稱為「香港數學學校」。 
                             存款收據正面請寫上學生姓名及班別。 

              2. 親身報名 ----請填妥下列<報名表格>，連同支票或銀行存款收據親臨油麻地本校報名。 
 

備  註： 1. 本校收到<報名表格>後，將寄回 <收條 / 編班紀錄> 確認學位，<收條 / 編班紀錄> 右上角編號為「班別」及「學號」。如

在所報讀班別開課之一星期前仍未收到 <收條 / 編班紀錄>，可致電本校查詢（查詢電話：2577-1148），恕不另行通知。 
 2. 本校恕不接受現金繳交學費，除所選擇班別額滿或取消外，已繳學費，恕不退還。 
 3. 本校保留更改本章程所載資料的權利。 
"------------------------------------------------------------------------------------------------------------- 

      報名表格  (2015-16 DSE中學課程) 
   學生姓名：                           

就讀學校：                                                   

年級：___________ 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住宅) ____________(公司) ___________ (手提/傳呼)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報讀班別： c YDSE-M0  c M1  cM2 
                   c第一期  

 c第二期 

            c YDSE-E    
學費: 共 $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日期 :_________ 
供本校統計用(請在方格內 √ )： 

上述學生  -- (a) c  有  c  沒有  參加 15 夏季課程 

此欄由本校填寫： 
YDSE-M0; M1/M2 
第一期  學費: ___________  
c 銀行存款收據  
c 支票(銀行：_________號碼：_____________） 

第二期  學費: ___________  
c 銀行存款收據  
c 支票(銀行：_________號碼：______________） 

第三期  學費: ___________  
c 銀行存款收據  
c 支票(銀行：_________號碼：______________） 

第四期  學費: ___________ 
c 銀行存款收據  
c 支票(銀行：_________號碼：______________） 

第五期  學費: ___________  
c 銀行存款收據  
c 支票(銀行：_________號碼：______________） 

第六期  學費: ___________  
c 銀行存款收據  
c 支票(銀行：_________號碼：______________） 

YDSE-E 
日期：___________   學費: ___________ 
c 銀行存款收據  
c 支票(銀行：_________號碼：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   學費: ___________ 
c 銀行存款收據  
c 支票(銀行：_________號碼：__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