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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位同學留意：
▪ 

▪ 
▪

▪ 同學報名或交費前應仔細考慮個人時間表。

章程上所有課程的開課日期和時間均有機會改動，請以報名時收據上列印的資
料為準；報名後如上課安排有所改動，本校會以學生所填寫的聯絡電話作個別
通知。
同學必須保留收據，並按收據上的日期、時間、地點上課。
每區的班數有限，如同學需要調堂，雖可依照相關守則提出申請，惟本校不保
證一定能夠成功申請，更不確保可原區補上，亦不會因為學生缺課而退回部分
或全部學費。

Dr. Sally Wong

*此為參考學費,一切以報名時收據上列印的學費為準。

符號L：代表Live班,導師每期會現場授課3至4堂,職員會根據學生人數及登記情況安排入座次序及班房。
符號SL：代表Semi-Live班,導師每期會現場授課1至2堂,其餘堂數會以播放Video的形式授課。
符號V：代表Video班,導師會預先錄製教學影片,並於凝皓分校播放。
符號OT：代表線上課程,導師會預先錄製教學影片,學生須登入凝皓網站觀看。影片設觀看期限、次數及權限。
符號LO/VO：代表Live或Video班與線上課程的混合模式,導師每期會現場授課2至4堂,其餘堂數會以線上課程授課,導師
會預先錄製教學影片,學生須登入凝皓網站觀看。影片設觀看期限、次數及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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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地點 課程編號 開課日 時間 課堂形式
*學費

(每個獨立課程4堂)

太子 PB22SWP601-L 25/7 (MON) 6:35pm – 7:50pm
L $980

銅鑼灣 CB22SWP602-L 27/7 (WED) 6:35pm – 7:50pm

九龍灣 KB22SWP603 30/7 (SAT) 2:15pm – 3:30pm V
$960

ONLINE^ OB22SWP600-1 5/8 (FRI) N/A OT

*所有收費以收費 所列為準, 如有 凝皓教 學 及有關 師資 。
同學可於Online班影片上 後,或報 課程日 以日期 後 為準 60 觀看2次。



 
 
 

 
 
 
 
 
 
 
 
 
 
  升S6 Summer 課程       

5** 卷一操卷班 
 
日期: 2022年 7月 -  8月 
課堂數目：4堂（共 1期）   
上課模式：每堂 1小時 15分鐘  
 
Phase 1  
(4L) 
 

I. Planet earth 
II. Microscopic world I 
III. Metals 
IV. Acids and bases 
V. Fossil fuels and carbon compounds 
VI. Microscopic world II  
VII. Redox reactions, chemical cells 
and electrolysis 
VIII. Chemical reactions and energy 
IX. Rate of reaction  
X. Chemical equilibrium  
XI. Chemistry of carbon compounds  
XII. Patterns in the chemical world  

一. 地球  
二. 微觀世界 I 
三. 金屬 
四. 酸和鹽基 
五. 化石燃料和碳化合物 
六. 微觀世界 II  
七. 氧化還原反應、化學電池
和電解  
八. 化學反應和能量 
九. 反應速率  
十. 化學平衡  
十一. 碳化合物的化學  
十二. 化學世界中的規律  

  

 
 

考試內容囊括上述卷一 12 個課題，課堂上會教授試前準備、考
試時間管理、答題技巧、考生常犯錯誤等等。 
 

免費加送 1. 考試課堂 2小時 30分鐘，讓你首次感受 mock exam現場感，
獲取豐富經驗。(考試時間會在課堂上容後公布。) 
2. 模擬試卷 Mock Exam Paper I，內含最 update 最緊貼 2022年
DSE試卷之試題。 
 

  

dr sally  
chemistry 

 
報讀指引: 適合所有升 S6選修

化學的同學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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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位同學留意：
▪ 

▪ 
▪

▪ 同學報名或交費前應仔細考慮個人時間表。

章程上所有課程的開課日期和時間均有機會改動，請以報名時收據上列印的資
料為準；報名後如上課安排有所改動，本校會以學生所填寫的聯絡電話作個別
通知。
同學必須保留收據，並按收據上的日期、時間、地點上課。
每區的班數有限，如同學需要調堂，雖可依照相關守則提出申請，惟本校不保
證一定能夠成功申請，更不確保可原區補上，亦不會因為學生缺課而退回部分
或全部學費。

Dr. Sally Wong

*此為參考學費,一切以報名時收據上列印的學費為準。

符號L：代表Live班,導師每期會現場授課3至4堂,職員會根據學生人數及登記情況安排入座次序及班房。
符號SL：代表Semi-Live班,導師每期會現場授課1至2堂,其餘堂數會以播放Video的形式授課。
符號V：代表Video班,導師會預先錄製教學影片,並於凝皓分校播放。
符號OT：代表線上課程,導師會預先錄製教學影片,學生須登入凝皓網站觀看。影片設觀看期限、次數及權限。
符號LO/VO：代表Live或Video班與線上課程的混合模式,導師每期會現場授課2至4堂,其餘堂數會以線上課程授課,導師
會預先錄製教學影片,學生須登入凝皓網站觀看。影片設觀看期限、次數及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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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地點 課程編號 開課日 時間 課堂形式
*學費

(每個獨立課程3堂)

太子 PB22SW601-L 30/7 (SAT) : am – : pm

L $7九龍灣 KB22SW602-L 28/7 (THUR) 7: pm – 8: pm

銅鑼灣 CB22SW603-L 30/7 (SAT) : pm – : pm

ONLINE^ OB22SW600-1 8 (FRI) N/A OT $720

*所有收費以收費 所列為準, 如有 凝皓教 學 及有關 師資 。
同學可於Online班影片上 後,或報 課程日 以日期 後 為準 60 觀看2次。



 
 
 

 
 
 
 
 
 
 
 
 
 
 
 
 
  升 S6 Summer 課程       

Industrial Chemistry  
工業化學 

 
 
日期: 2022年 7月 -  8月 
課堂數目：6堂（共 2期）   
上課模式：每堂 1小時 15分鐘 
升 S6 Summer 課程 中，此課題針對 Paper II選修部份內含大量令學生難以理解的圖表以及
計數課題，課堂上會教授課題重點內容、學生常犯錯誤、考試答題技巧等。另外，此課程還會

派發最貼近 2022年最新 DSE試題之練習題目，為九月 Regular 作最充足的準備！   

 
Phase 1  
(3L) 
 

Industrial chemistry(I) 

❑ Importance of industrial 
processes  

❑ Rate equation  
❑ Activation energy  

工業化學 (I) 
❑ 工業過程的重要性 
❑ 速率方程 
❑ 活化能 

  

Phase 2  
(3L) 

Industrial chemistry(II) 

❑ Catalysis and industrial 
processes  

❑ Industrial processes  
❑ Green chemistry  

 

工業化學 (II) 
❑ 催化作用和工業過程 
❑ 工業過程 
❑ 綠色化學 

  
 
 
 
 

dr sally  
chemistry 

 
報讀指引: 適合所有升 S6 
選修化學的同學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