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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概覽 

Intensive Course 共分為 ESSAY 及 DBQ 兩部分，針對性教授所有應試及答題所需技巧，保證上堂

後完全掌握考試技巧! 適合中五及中六同學! 

 

B. 課程簡介 

論述題 (ESSAY) 

 教授基本論述題技巧，獨創立論四步曲，有系統地表達論點﹑論據及例子詮釋，扣緊題目主旨 

 教授不同題形的獨特駁論及反證技巧，增加論點說服力 

 重點教授 DSE 必出題形，完美掌握正確答題格式 

 相對重要性 

(Relative 

importance) (總共

三種) 

 追溯並解釋 

(Trace and 

explain) 

 持續趨勢

題 

(Increasing 

trend) 

 比較題目 

(Compare) 

 開放題目 

(Open question) 

 程度問題 (To 

what extent) (共有

兩種) 

 轉捩點 

(Turning 

point) 

 成效題 

(Successful/ 

effective?) 

 兩極化比較

題 (Two-sided 

comparison) 

 直述題目 & 雙

問題 (Direct & 

Double question) 

 

 提供 DSE past paper 及部分 CE / AL past paper 範文作參考 

 提供 level5 / 5* / 5** 學生真實答卷，全面掌握不同 level 的要求 

 提供經考評局評分的 ESSAY 試題作參考，分析不同試題的優點及缺點 

 

資料題 (DBQ) 

 教授資料題三步曲作答非最後一題，有系統及清晰地解釋答案，奪取全部分數 

 獨創二分法拆解資料題最後一題，掌握正確答題格式及奪取 marking scheme 隱藏分數 

 重點教授 DSE 必出關鍵字及題形，完美掌握正確答題格式 

相對重要性 

(Relative 

importance) (總共

三種) 

態度 & 看法 

(Attitude & view) 

推斷題 (目的, 出版

年份, 標題) 

(Infer purpose, 

year, caption) 

趨勢 (Trend) 

程度問題 (To what 

extent) (共有兩種) 

用語及論據 

(Language & 

argument) 

特徵及本質 

(Characteristic & 

nature) 

承上題 (Refer to 

previous source) 

兩極化比較題 (Two-

sided comparison) 

偏見及公允 (Fair & 

Bias) 

角色 (Role) 回應批評題 (Response 

to accusation) 

 

 提供所有 DSE past paper 及部分 CE past paper 範文作參考 

 提供 level5/5*/5** 學生真實答卷及經考評局評分的 DBQ 試題，全面掌握不同 level 的要求 

 提供超過三十題不同課題的自製 DBQ 試題作練習及參考之用，貼近 past paper 走勢，絕無

O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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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優秀團隊及戰績 

 Johnny Sir 在末代高考歷史科奪 A，2017 年獲 5**門生加入團隊協助解答同學問題 

  
 曾受香港學術及文化推廣協會 (Hong Kong Academic and Cultural Association) 邀請編寫

模擬試題 

 創立 DSE 資源 Blog，累積瀏覽人次超過二十四萬 

 2017年戰績: 100%學生奪 4 約 70%學生奪 5或以上 

 87% 5** 「歷屆分王」御用之師 

 

B. 良好學習環境 

 補習班設施齊全，上課模式與大型補習社相同 

 補習班實行小班教學，可作即時跟進 

  
 

C. 完善配套 

 設有中文及英文筆記，照顧所有考生需要 

 課後 24小時 whatsapp 問書及無限改卷服務 

 設有課後 video 免費重溫及免費補堂服務 

 雖然補習以小組形式進行，但同學可另外自組 study group 預約時間對個別課題或學習困難作

單對單跟進及指導,提供私補的貼心服務 

 每堂完結後給予功課或練習跟進學習進度 

 

 

 

大型補習的教學質素 小型補習的專屬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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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大量學生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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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無限改卷及超詳細 whatsapp 課後問書服務 

 

 

 

 

 

 

 

A)只購買精讀筆記 (共十一本 五本 ESSAY 六本 DBQ 約 1000 頁) 

*若只購買 ESSAY / DBQ: $500 
$950 

B)報讀補習班  Live 班 歡迎  

查詢價錢及課程時間 

68219136 

 Premium Video Class 
(*適合未能報讀 Live 班的同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