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第十期  2015年9月 

　　不經不覺間，「好學」已經
陪伴大家走過了一年多，出版到
第十期了。在繁忙的學期中，差
不多每兩個月出版一期「好學」
，的而且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由訂立每期的方向、蒐集資料、
訪問、拍攝、寫稿、排版、美工
設計、校對、宣傳到派發，每一
個程序都付出了辛勞，而書中的
每字都可以說是我們的心血。雖
然過程艱難，但在校長、各位老
師和同學的齊心支持下，我們做
到了！在此再次多謝譚李麗芬大
家庭的每一位成員！在新的學年
，為了讓內容更加豐富，「好學
」會加入新的欄目「走出校園」
及「課外活動逐個捉」，同時更
會為大家帶來更多精彩的專題文
章。

　　暑假雖然暫別了，但似乎它在同學們身上留下的餘溫猶在。但同學們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我們需要暑假呢？為了休息？為了玩樂？
　　其實只要善用時間，就算是上課天都可以有足夠的休息及玩樂。我認為暑假本身
有更重要的「任務」，就是讓我們停下腳步，細思慢想，為未來做好準備，還有珍惜
因平日營營役役而錯過了的人和事。因此有人說，看一個人如何度過他的假期，同時
亦看出了這個人有沒有步向成功的潛質。
　　同學們，你有善用暑假為自己做好準備嗎？怎樣才算是善用暑假呢？讓我們看看
方順源校長、陳灝恩老師，還有一班到外地交流的同學，如何度過他們的暑假吧！

方順源校長

　　7月底至8月中，我和太太到了加拿大探望父母
及家人。
　　有人問︰「好玩嗎？」我回答︰「不好玩，卻
值得！」
　　為甚麼不好玩？因為︰
(1)成本高，二人來回機票要近三萬元。
(2)坐14小時飛機不好受，常坐立不安。
(3)多倫多和香港時差12小時，日夜顛倒。剛適應
   時差又要回港，到香港後又要重新適應時差。
(4)加拿大生活簡單，不是飲茶便是逛商場或超市
   購物。節奏慢而變化不多，香港人不易適應。

　　為甚麼值得呢？父母年紀已老，今年雙雙步入90大壽。父親早幾年健步如飛，可和他晨運1小時，第二年只能半小時，現
在因大腿骨發痛而不晨運了。父親因長期吃血壓丸，又好吃煎炸高鹽食物，腎功能每況愈下，已到了危險邊緣。母親早幾年
已耳聾，又不愛戴耳聾機，雙腳乏力，上汽車時，要自己用手抬一腳先上車，然後坐下後，再用雙手拉著扶手把另一腳提上
車。早前不小心在家跘跌在地，父親一人無法扶起，要電召大姊及小弟到家，合三人之力才能扶起肥胖的母親。
　　在父母人生的末段路上，能夠陪伴一會，拖著母親粗糙的手慢步，玩玩紙牌；與父親喝喝茶，聊聊天，對於分隔兩地的
我們，是十分珍惜的事。
　　我不知明年暑假，父母是否仍健在，但我知道能夠繼續每年陪伴父母一會，是我的福氣。

p.2-3   暑假各自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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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touching down at the JFC airport on 8 July, 2015. Prof. Kowack directly drove us to the City 
Collage of New York. As Prof. Kowack looks so young, I thought this 14-day nano-tech class shouldn’t be 
too hard, but what happened next was completely different. 

At first sight, CCNY (C.U.N.Y) was like a gigantic Artwork , old churches and a lot of other historical 
buildings, but as we entered the technology building, my first impression of Prof. Kowack and CCNY 
simply faded away. With over 15 floors the entire building is actually just a huge lab with expensive 
equipment and professors who know what they are doing and I knew what was coming. As we returned 
to our room after our tour, we were given huge amount of literature to read and to memorize, but for 
each word I looked up in a dictionary, there would be 10 more that I didn’t have time to search for. At 
the end of the day, I only understood part of the theory but not the equations, so when professor asked 
me what topic I want to learn, I could only choose spattering as the topic does not require calculations.

As I spent the night reading about my topic, I found that sputtering isn’t as hard as I once thought and I 
gave myself one goal, finish building my own sputtering machine (濺鍍機) before January. On the next 
day, Prof. Kowack showed us a few machine we were going to use. The first machine he showed us was 
the sputtering machine with purple plasma glow, the second machine was the UV-vis machine (紫外可見
分光光度測試機) which was still collecting data and the 3rd machine called XRD (射線衍射測試機) which 
can kill you just by waving your hands in front of the machine when it is working.

As the program went on, I learnt theories that I had never heard of, calculating what I never even knew 
existed. I was learning.

When we (including the Professor) returned to Hong Kong, he said, ’’The next time I see you, you should 
be able to recall everything you have learnt, something new plus a finished project idea with some work 
already completed.” When will I see him again? The most likely time is January, so all readers please 
wish me luck.

Martin Man 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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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偉4A、吳卓妍4A
陳銘心4B、林巧敏4A

　　我們在加拿大參加的課後活動十分精彩！第一天玩水戰，水槍、水彈、海綿……各式各
樣的「水戰工具」，我們每個人也成了「落湯雞」。有一天我們去遊覽甘露市，親手製作「
捕夢網」、攀石。而最特別是騎馬，沒有人牽着馬，完全由自己控制，我們總是擔心會從馬
匹上掉下來。還有在水上樂園玩耍，那個水上樂園位於山上，從山上俯瞰下去，景色一覽無
遺，十分漂亮！園內有多達5條大滑梯，任君選擇，每位同學都玩得樂而忘返！但可能我們玩
得太興奮了，有人遺失了眼鏡，有人跌倒……「樂極生悲」也是一堂課，以後我們玩樂時會
更小心。
　　這次暑期夏令營既能練習英語、體驗文化，又能寓學習於娛樂，用英語參與精彩的戶外
活動，如來年再有同類活動，希望同學不要錯過機會。

　　從加拿大人的飲食習慣中，你不難發現他們懂珍惜又獨立的良好特質。香港人通常早、午、晚三
餐都吃很多，相反加拿大人只在晚餐的時候才會吃很多，在早餐和午餐只吃穀物或三文治，份量通常
很少，不會吃很飽。寄宿家庭會要求我們把所有食物吃光，因為加拿大人不喜歡浪費食物。他們很好
奇香港人會一家人一起吃晚餐，她說加拿大人不經常這樣，通常會獨自一人吃飯，不和家人一起。不
能與家人同桌吃飯固然失落，但有時學會自己煮飯、洗碗，也是訓練自己獨立的好方法。

 暑假期間，我們一行人前往加拿大的甘露市參與15天的英語夏令營。加拿大與香港有15小時的時差，雖
然我們需要時間適應，但幸好天氣舒適，活動精彩充實，我們很快便投入其中了。

陳灝恩老師

　　剛過去的暑假我被高等法院抽中當陪審員，正正是同學們在電視劇
中常見到的，一班坐在法庭旁邊，聆聽及裁斷案件的人員。
　　工作看似容易，但很重要。陪審員在聆訊前必須要宣誓，在保密及
公正的大前提下對案件作出裁斷。陪審團通常由7人組成，大家互不相
識，卻每日相見討論案情，退庭商議期間更不可被打擾，而在案件完結
後亦不能再聯絡或談論案情。為了維護司法公正，這些繁複及嚴謹的程
序都是必須的。
　　我亦時刻提醒自己，陪審團作出任何裁斷，都可能會為涉案者帶來
很大的困擾，因此在審訊期間，我要「打醒十二分精神」，確保司法公
正，依事實作出裁斷。
　　我需要裁決的案件全用英文審訊，所以那幾天就如英文聆聽測驗般
，不停地做速記，那刻終於深深感受到「書到用時方恨少」的道理。
　　看似刻板沈悶的工作，其實也能找到趣聞。其中一位陪審員因有午
睡習慣，所以每天帶備睡袋，休息時於陪審團等候室午睡。
　　可惜，就在案件快要審結之時，其中一位陪審員因為私自搜集資料
，違反守則，法官因此解散陪審團，案件重審。眼見快要完成的任務落
空，難免失望。不過，為了維護司法公正，重審雖然費時，但一切都是
必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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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姓名：潘樂宜 (6A)
書名：再給我一天
作者：Mitch Albom
出版社：大塊文化

這本書是講述查爾斯的故事。他原本是一名
職業棒球選手，但不幸地因受傷不能再在運動場上
比賽。在逼於無奈下，他選擇了一份沉悶的推銷工
作，他的生活開始變得乏味，個性亦變得怪僻。最
終，天天酗酒的他被妻女拋棄，甚至女兒的婚禮亦
不獲邀請，令他的心狠狠地被打碎。在親情、工作
、愛情都失敗下，他決定輕生。

奇怪地，他兩次自殺都不成功，其後更與死
去的母親重逢，回到老家，與母親渡過一整天。從
與母親的談話中，他才知母親為這家庭所作的犧牲
，那些不為人知的秘密赤裸裸地呈現出來。就是那
一天，查爾斯努力地將他破碎的一生一一撿回，他
要重新拼湊他的一生，把他的故事描述出來的人就
是他的女兒─────瑪麗亞。

作為女兒，作者記述了父親的故事，一方面
保存了故事的真實性，另一方面表達了對父親的抱
歉之情。這書描述查爾斯靈魂出竅時，場面溫馨，
帶出了珍惜家人，愛得及時的主題。

作者一開始稱這為「鬼故事」，但並非令人
毛骨悚然，反之這是一本讓人感到溫暖的故事。作
者父親的小時候、成長時期，是以父親第一人稱敘
述，父親與其母親重逢期間會梅花間竹地加插「我
沒有站出來支持母親的時候」及「母親站出來支持
我的時候」的章節，引人入勝之餘亦能巧妙地帶出
書中主題，而非單調地直說與母親重逢。

從上文提到的兩個特別加插的章節，可見作
者是故意凸顯查爾斯視母愛為理所當然，他死後才
懂珍惜。作者提醒我們，不要令自己的人生有遺憾
之情。正如母親為他悉心預備萬聖節服裝，讓他穿
上，但他卻被同學嘲笑，於是向母親大叫，說：「
你毀了我一生。」現今社會，子女大多希望從父母

上獲得更多，對於現時擁有的不在乎，往往在父母
離開的一天才懂得珍惜，留下後悔與遺憾。查爾斯
有幸與摯愛重遇，但並非人人都像他那般幸運。作
者描述這溫馨場面正正是要說明愛得及時的重要。

另外，作者要讓我們明白，無論生活壓力如
何沉重，家永遠是我們的避風港。男主角因重重打
擊下自殺，與死去母親再相見，母親向兒子說的第
一句話是「你待在這裏幹甚麼？這裏很冷。」一句
溫暖的問候流湧入查爾斯的心頭，這般溫柔窩心的
說話他已很久沒有聽過了。人每當失意時，家人的
鼓勵是不可缺少的；你錯了，家人會善意糾正你；
你累了，家人會安慰你；你高興，他們也替你開心
。家人永遠願意聆聽你的內心，協助你排除萬難，
有時也為你挺身而出，毫無怨言，這就是家，一個
溫暖而安全的蝸居。

本書的另一重點是帶出人們不應輕視生命。
查爾斯因生活問題被壓力打敗，甚至乎自殺兩次，
幸運地兩次也不成功。究竟生命的存在價值應如何
定位？縱然生活不如意，但正所謂「人生不如事十
常八九」，既然如此，毅然放棄生命並非明智選擇
。人們往往「鑽牛角尖」，一時間想不開，放棄珍
貴的生命。放棄生命的原因可能是工作壓力大、同
儕的欺凌、受情困擾……中國人有一句說話我非常
認同「身體髮膚，受諸父母」，子女自殺，最傷心
欲絕、心碎的人是父母。查爾斯終於明白到生命的
存在意義，他說：「我人生裡有許多事，我希望能
收回；我人生裡的許多時刻，我希望能重新安排。
」這不就是生命意義嗎？

作者從女兒的角度描繪父親經歷，是要告訴
我們：作為子女應對父母的過去認識更多才能愛護
他們。查爾斯經歷父母離異，經歷事業失敗，經歷
身體上的缺陷，但亦盡力成為好爸爸。瑪麗從父親
的私人短箋和幾頁日記，得知父親過去，明白父親
的痛苦，願意與父親和好如初，敍述父親的故事。
我們作為子女的，未必知道父母如何努力給予我們
一個完整的家，更可能父母的一些缺陷引致家的不
完整，但重要的是他們都愛護自己的子女，子女亦
應愛護、珍惜自己的父母。

作者以女兒的角度及其父親角度描述故事，
呈現出家庭支持和鼓勵是不可缺少，就如路旁的加
油站，為車子提供源源不絕的能量。可悲的是我們
為何往往擁有時不懂珍惜，失去時才後悔莫及呢？

回顧過去，對父母愛護不足，與其他孩子一
樣，把得到的愛視為理所當然。付出，也並非想像
中困難，困難的只是自己不願付出。

這本書溫馨場面頗多，寫作方法獨特，文筆
動人，令人回味無窮，反覆深思，值得一看再看。

好書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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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年終，城中大事總少不了「十大傑出青
年」、「十大XX金曲頒獎禮」、「十大新聞選
舉」，但不要忘記學界的「中學生十大好書龍虎
榜」。

「中學生好書龍虎榜」由香港教育專業人員
協會及香港公共圖書館聯合主辦，目的是希望推
廣閱讀風氣及提高中學生的閱讀興趣。

 作家、校長、老師、出版社、家長會推薦他
們的「心頭好」，大會把這些推介輯成60本候選
書目，全港的中學生都可透過投票的方式選出10
本中學生至愛的書籍及最喜愛的作家，你有沒有
投票呢？如果錯過了，每年三至四月時要多多留
意學校的宣傳和海報了。

60本候選書目會於每年開學前向學界、出版
社、作家及外界公布。由於這些書都是同學們投
票選出來的，反映了同學們的喜好，所以老師們
都會參考這個書目為同學購書。本校的圖書館及
班房中的中文書櫃有不少好書都是老師們精心「
入貨」，你發現了它們嗎？

上學年的「中學生好書龍虎榜」頒獎禮已於
2015年5月1 日舉行了。大家猜猜總投票數目有多
少吧！就是43,677票。

大家今年不妨分配好時間，把十本好書消化
掉！

2015
十大好   龍

虎榜

《秦始皇最恐怖的遺言》
作者：天航
出版社： 天航

《街貓》
作者：葉漢華
出版社： 三聯

《我是馬拉拉》
作者：馬拉拉．優薩福扎伊、
克莉絲汀娜．拉姆
出版社： 愛米粒

《97歲的好奇心女孩》
作者：本恒子 著 陳惠莉 譯
出版社：大田

《假如女兒沒有跳下去
──自殺者爸爸活下來的
勇氣之書》
作者：李光興
出版社： 一丁文化

《給自己一個Like》
作者：蔣慧瑜
出版社：青源

《我所痛愛的香港》
作者： 林夕
出版社：亮光文化

《一路追隨去拉薩一隻流
浪狗 ×一個單車手的故事》
作者：騎吉
出版社：香港中和

《「無窮」的盼望──
香港貧窮問題探析》
作者：黃洪
出版社：中華書局

《第七天》
作者： 余華
出版社：麥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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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謝增發老師
蘇梅島Samui

最近，看了電視播放的旅遊節目，主持人介紹泰國的一個大島嶼
－蘇梅島(Samui)，畫面上的一幕幕情境，勾起了我遊歷蘇梅島的深刻
回憶。

令人著迷的機場
那天，我乘搭約一小時的內陸機便由泰國首都曼谷到達蘇梅島。

到達後，離開機倉，走進機場，環顧四周，便發現蘇梅島機場每一處
的建築物屋頂都有泰國特色，而且四周種植許多綠色植物，椰林樹影
。機場內的地勤人員無一不是穿着充滿熱帶風情的服裝。若不是親眼
看見，還以為自己去了世外桃源，此情此景已令人著迷。

到酒店安頓後，便走進附近的大街，看見街道上有許多不同特色
的小型旅行社，看了資料，便報名參加了其中一間旅行社的活動。

緊張刺激的表演
翌日，行程的第一個活動就是騎著大象表演踢足球及現場觀眾與

大象拔河，活動生動有趣，令人捧腹大笑；接著觀看猴子表演舞火把
，牠的純熟技巧簡直與真人無異，令人又緊張又興奮；接著便是到鱷
魚潭看表演人員在潭的中央處表演親吻大鱷和伸手在大鱷口取錢，一
幕幕的情景觸目驚心，有驚無險，表演者的成功演出，令現場觀眾的
緊張指數無不提升，患心臟病和高血壓的人士少看為妙，卻又大開眼
界。

無拘無束的飛馳
第三天，參與了三小時的四驅車活動，這可是非常動感的一個活

動，你需要先掌握簡單的駕駛技巧︰首先在起點選一輛適合自己的四
驅車，車場負責人為車輛注汽油，然後在車場試車，車場負責人也坐
上四驅車上，一起由車場往外出發。駕着四驅車遊走的感覺很舒服，
遊歷了很多地方。首先經過河流，接着走進泥濘地帶，然後走進叢林
，跟着經過村莊，途中看見當地人生活簡樸，以畜牧為生，屋子多是
木製，路旁種植了香蕉樹。鄉村生活簡樸，令人悠然自得。接着車隊
走到馬路上，馬路筆直，大家都可自由奔放、無拘無束飛馳。

總結旅程
蘇梅島是著名的旅遊渡假聖地，很適合忙碌的香港人到此遊玩，

鬆弛一下。如有假期，我會重遊此地，投入鄉村生活，洗滌塵囂。

放眼世界 動感蘇梅島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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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學編委

甄靄齡副校長
林崢老師
何國輝老師
吳巧嬋老師
謝增發老師
胡卓欣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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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校園
香港書展一日遊
陳淑芳� �(�6�A�)

今年我升中六了，要為DSE作準備，不可怠慢。因此在暑
假期間我到了香港書展，打算購買補充練習。

翻開Cambridge English攤位架上的英語練習，才知道什麼
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教材裡的練習非常深奧，讓我無
法駕馭。當我正想放棄時，看見身邊有一位小女孩，流利地把
練習裡的英語文章讀了一遍，最後還說很簡單。小女孩給我很
大激勵，我看着手上的英語練習，我下定決心在暑假期間要學
好英語。

書展的新書發佈會非常值得一看，作者們會各出奇招，甚
至把自己打扮成書中人物，吸引讀者。其中塵沙沙的攤位最搶
眼，為了配合婚嫁為主題的新書，她身穿大紅旗袍，頭戴大紅
花，為書迷簽名，出位的打扮吸引了不少人駐足觀看。

中華書局的攤位富有昔日香港的特色

Cambridge English的攤位塵沙沙的新書發布會

小孩靜靜坐下做手工，家
長便可以專心購書了

用三角梯做裝飾，頗有創意

到書展一遊，原來除了買書外
，還可以欣賞攤位的設計，觀察香
港人的閱讀習慣等，讓我們擴闊眼
界，果真不枉此行。

動漫感言
陳浩元、朱卓鋒� （�3�A）

在今年暑假，我們參與了香港動漫電玩節，它是一
個集合漫畫、動漫、玩具的香港大型展覽，每年到訪的人
數都超過十萬人次。動漫深受青少年的歡迎，它屬於日本
文化創作產業，是日本甚至是全球熱門的流行文化。

不少動漫愛好者會創作獨一無二的漫畫，到動漫節
來參加比賽或給人欣賞。動漫節展出的作品除了有一次創
作外，也包含了同人文化，即是二次創作，不少青少年鼓
起勇氣用文字編寫幻想、用畫筆描寫愛情、自製衣服去演

繹作品，展現他們對動漫的「愛」！同人文化對動漫及青少年起了積極正面的影響，令青少年有機會表
現自我、結交朋友及自主出版。但動漫節也有它負面的一面，有些動漫迷會為了一些限量版的貨品，在
開售前的兩三天就通宵達旦地排隊，甚至請假不上課、不工作，也有人因為這樣而生病。

總括而言，動漫節對青少年的好處比起壞處多，青少年能到動漫節售賣同人作品、Cosplay(角色扮
演)比起「宅」在家好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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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主題
「兼愛」即愛人利人。「共融」是如何
聚在一起而不產生衝突的狀況，從而發
揮各人的優點，互補各種缺點。

「勤奮精進」，即是勤力地奮鬥，然
後在自己的長處上勇往直前，不到達
目標，絕不放棄的意思。

★關愛別人
★主動幫助他人
★和而不同，靜心聆聽別人的意見，了解
  和分析各人的選擇，和睦相處。
★相親相愛，保持友好的關係。

★勤力上學、不遲到和不無故缺席。
★早睡早起，每天七時起床，十時三十分睡覺。
★少玩電子產品，尤其在睡覺前一小時。
★認真上每一分鐘的課。
★理解老師所教授的內容，勇於發問。
★抽時間重溫知識，建議每次大約1至2小時，不宜太長。
★要對學習有興趣
★為未來做好規劃，明白自己要做甚麼、為誰而努力
  和達到夢想的方法。
★參閱與自己的夢想有關的書籍以維持自己的毅
  力、堅持和奮鬥的心。***珍惜在學校的日子，認真學習。少一些惰性，少

一些愛玩的心；多一些定性，多一些學習的心。***

同學們快來續寫老師們創作的守時標
語，能寫出有創意又能鼓勵同學準時
上學的下句，然後投進校務處外的「
好學」收集箱，便有機會得獎。同學
的標語若被老師選出，將有小禮物一
份。

吳巧嬋老師

上學上班要守時

胡裕星老師

輕輕鬆鬆八點鐘

劉瑞霞老師

早睡早起不遲到

何國輝老師

八時回校好習慣
胡卓欣老師

晴天雨天上課天

守時比賽
日期：9月21日至10月9日
準則：遲到次數最少班別為
勝。初中級及高中級各設冠
、亞、季軍。

守時比賽
標語創作比賽

「兼愛共融 
    勤奮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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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有法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
論的會計單元(BAFA)著重
『理論』及『技巧』。『
理 論 』 指 “ W h a t ” 及
“Why”，會計學蘊含了不
少理論和原則，藉此建立
了一套特定而標準化的表

　　　　達方法 - 複式記帳形式。『技巧』是指
　　　“How”，學生要對複式記帳原則清晰，
　　明白每項交易對會計等式的影響，入帳才會
駕輕就熟，還要熟記財務報表的格式。
　　2013年畢業生王皓永同學在DSE考獲第5級成
績，他有以下學習心得及答題技巧：(1)日常多做
練習，從坊間練習及歷屆試題中嘗試挑戰不同題
型的練習，須留意每題的問法及重點字眼，最終
便能熟能生巧。(2)爭取作答時間，勿糾纏在不明
白的問題上以致因小失大，因為從其他步驟也可
取分。(3)考試時要放鬆心情，以平常心應付。

梁惠霞老師

　　我認為讀書考試想
成功，並沒有不二的法
門：上課時留心 + 下課
時用功溫習!
　　我一向認為企業、
會 計 與 財 務 概 論 科
(BAFS)的知識能應用於
不同的地方，出路廣泛
，而且對此科興趣較大
，故中四選修BAFS。中四初接觸時，感到有點
吃力，但適應了卻沒有問題。作為中學生，常為
多功課及測驗而苦惱。到中六才想通，以前的勞
苦只是為了未來的路更易走。辛苦才有回報的。

當未能在課堂上立即理解所有的知識，我課
餘時會主動問老師，亦會努力多翻閱書本，使知
識更深刻。自中五，每個假期我也會抽時間溫習
BAFS，因為我認為堆積太多不明白和已忘掉的
知識，最後只會花上更多的時間去解決。另外，
每次測驗和考試，我也會認真溫習，盡力獲取一
個好分數，令自己更有信心去面對公開試。公開
試前夕，我出席每一次的補課、努力完成歷屆公
開試試題及多份模擬試卷，我每天睡不多於五小
時。雖說不上了不起，但我的努力和堅持，令我
有滿意的收穫。

回想這三年，實在很感激張詠欣老師的教導
，她是一個獎罰分明，有條理的好老師。在我們
成績彪炳時，會獎勵我們；在我們失意時，會鼓
勵我們。考試期間，時常為我們禱告，好讓我們
不感迷惘。

各位師弟師妹，要珍惜校園生活及現時的光
陰﹗要記住你並不是孤軍作戰，因為你們身邊有
無數相伴的同學作為戰友。好好溫習，努力考好
BAFS，下一個分享的人將會是你！

岑梓晴　�(�2�0�1�5� 中六畢業生）
　　DSE-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商業管理單元(BAFM)考獲5級

張：張詠欣老師 (BAFS科主任) 
何：何軍堡校友(2012年A-Level畢業生)

張：軍堡，你是最後一屆A-level的畢業生
(2012)，並於企業概論科(BS)及會計
科(PA)考獲“A級”成績，而成功入
讀理工大學的工商管理系的會計(榮
譽)學位課程，非常厲害啊! 
你原本中五會考是修讀理科的，為
何中六時你會選修BS及PA科(即分別
為DSE企財科的商業管理單元-BAFM
及會計單元-BAFA) 呢？ 

何：我會考時是修讀理科及會計，但對商科有濃厚的興趣，
　　故高考時選修企業概論科。

張：你最初接觸BS，有何難處? 
何：1.答題技巧不足；2.課程範圍太廣；3.欠缺應用，只會刻
　　意背誦。

張：你如何克服上述的困難並獲取A級？跟我們分享三招｢秘
　　技」吧！
何：1. 參考別人的模範答案，你會知道什麼才是要點。2.不用

刻意強行背誦，這對你理解沒太大幫助。看一次課文，
向自己解釋內容重點。3.代入個案中的主角，按個案情境
解釋，並融入有關概念。

張：要讀好DSE企財科，必須留心上課，常常溫故知新，並
學以致用。小心審題，用心做好每份功課/測驗。多做選
擇題，有助理解概念及於卷一獲取高分，並多做歷屆試
題及留意考試報告的重點。
軍堡，你預科修讀此兩科 (BAFM及BAFA)，對你入讀大
學主修會計科有幫助嗎？

何：絕對有很大的幫助。基本上大學一年級的課程大多圍繞
BAFM而設，大部分的知識都是溫故知新。如果DSE時先
打好基礎，相信大家可以較容易跟上大學所有工商管理
系的相關課程。中學曾讀會計科，讓我大學主修會計有
更好的成績。

張：我也聽不少畢業同學說，此科(BAFS)對他們升讀大專有 
　　很大的幫助，很有用呢! 

軍堡，你修讀會計多年，又將會成為會計師，你覺得此
科對你做人有何幫助?

何：開始時，以為會計是一門數字遊戲。但慢慢發覺，其實
背後涉及很多道德問題。大家在電視戲常看到的情節，
像有企業高層做假數、虧空公款等問題，其實在現實世
界裡也不時出現，而會計師往往是最初揭發問題的人，
當你發現上司犯案時，你會選擇為保工作、同流合污抑
或挺身而出舉報呢? 這往往是個人操守的抉擇。在商業世
界，特別是會計師，『誠信』比一切都更重要﹗

張：好! 祝你成為一個有誠信及成功的會計師﹗

BAFM100% 考獲3等或以上
2015年中學文憑試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商業管理

單元(BAFM)所有學生均考獲3等或以上成績，表現卓越。
今期「好學」立即邀請張詠欣老師及梁惠霞老師分享教學
心得，並送上校友實戰的秘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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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青雲路

　　相信各位同學在考慮未來出路時，都會對升學有不同的憧憬及期望，有的同學想升讀大學，有的則想進修
一門手藝，為就業作好準備。無論你的理想是什麼，升學時，我們都需要因應個人能力選擇適合的課程，為未
來作出適切的選擇。有同學未必能在文憑試一擊即中，考到理想學系，但亦不必灰心，外間有許多不同課程供
同學報讀，讓大家繼續向理想進發，如今天所介紹的毅進文憑課程便是一例了。

毅進文憑課程畢業生分享
　　我們的校友譚家銘(2013年畢業)正是透過毅進文憑，向投身紀律部隊的理想進發，我們來聽聽他的分享吧！

　　我完成中六後，因為英文未能取得2級成績，未能報讀高級文憑。
我一直想投身紀律部隊，於是便報讀嶺南大學紀律部隊毅進文憑課程。

　　要完成文憑，共須修讀八科，課程所學的中英文與文憑試比較起來
較為容易，所以很適合對文憑試中、英文科沒有信心的同學修讀。課程
中有三科選修科是學習與紀律部隊相關知識的課程，因此課程內容十分
充實。有許多人以為毅進文憑課程十分容易完成，其實不然。我和班上
的同學一樣要努地溫習應付考試及完成許多報告才能成功畢業，所以同
學要抱著認真的態度學習。

　　當時毅進課程的19位同學中，有約7至8位同學選擇投考紀律部隊，
當中已有5至6位同學成功，成功率頗高。我亦有其他同學選擇繼續升讀
高級文憑，例如IVE及嶺
南。現時我亦積極準備投
考警察，向理想進發。

　　同學們，如果你對語言科目沒有信心，而你又對在政府部門，
如紀律部隊工作很有興趣，毅進課程可以給你多一條出路。若一心
想繼續升學，而又未能在文憑試取得足夠分數，在完成毅進課程後
，亦可以報讀高級文憑。以嶺南大學為例，它承諾會取錄完成嶺南
毅進課程的同學入讀高級文憑，可謂多了一個升學途徑。

　　所以，千萬不要以為毅進課程比其他課程要次一等，它是在資
歷架構中獲得認可的課程，為大家提供了繼續升學及就業的途徑。
若你認清了自己的目標，毅進課程可以是個改變你未來的好選擇！

什麼是毅進�?

如欲更深入了解升學及就業途徑，可聯
絡升學及就業輔導老師。 9

條條大路通羅馬� � � 毅進文憑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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