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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課程誤解

Ling Leung 課程夠唔夠我拎5** ?

我底好弱，會唔會聽唔明 Ling Leung 課堂？

BAFS 做數都係睇手感姐！最緊要考試個日小心 D  
唔好一子錯 滿盤皆落索

BAFS D 數咁長，姐係一堂學一題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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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聆聽同學報讀心聲

BAFSLing Leung 



課程誤解

Ling Leung 於課堂上會教授不同 Topic 做數的

重點及呢 D topic 常出的伏位。她於堂上會由

淺入深去教授所有的課題。由最淺的會考題

目，到深至她已改寫的 AL 題目。於她講解

後，我能夠自己輕易完成一條高難度的題

目。

Ling Leung 除了教授較高難度歷屆試題之

外，更會給目標較高的同學操練一些經修改

的高考、大專的題目。這些訓練，令我們可

以超越同屆考生。

我係我學校第一個ba5** !你啲

notes真係好人才！😎齊灑所有伏位

係一條題目到。上堂又會好 

organise 咁揀 D 最具代表性既題目

教 ！

中大專業會計江同學 

Ling Leung

課程幫唔幫到我拎     嫁誤解 1 "：
(更多詳細真實學生留言在後頁) 

Ling Leung 的獨門做數flow 令我做數時更加

得心應手，大大減少無謂的錯誤。她在課堂

上會經常提點我們每個課題需要注意的事

項，抽取重點題目與我們一起實踐。Ling 

Leung 更親自改編CE和AL題目，綜合不同題

目的「伏位」教導我們，並把題型分類，大

大提升學習效率。

?Ling Leung ?
2019 DSE BAFS 近乎滿分  

港大醫科生劉同學(詳情於p.9 & p.41) 

港大工商管理及法律系鄭同學 

喇沙中大專業會計沈同學： 

聖保祿學校中大醫科生許同學

Ling Leung 會教我地好有系統咁溫 

BAFS ！又會俾好多高難度既練習

我地做！仲有一樣同大型補習社好

唔同，就係 IG 問書，佢會好詳細

同好快覆我！補會計，補 Ling 

Leung 啦 ！

港大牙醫李同學

Ling Leung 最好既就係佢既做數

flow，對於我DSE 拎5**好有幫助！ 

而且佢課後好願意解答學生問題，

無論係學術性定非學術性既問題！

聖保祿學校中大法律王同學

你係我唯一一科有補習嘅老師 !好彩有補

你😄😄😄  
本身讀到好灰，諗住Drop左佢。  
不過你活動教學令bafs變得好有趣！清

晰解釋concept同各種做數flow ！各種必

殺技助你在dse考場上如魚得水

港大工商管理及法律系孔同學

你每個topic都cover得非常詳細，而

且啲筆記唔會太多，係好適合嘅份

量，夠我哋瘋狂redo😂 同埋喺課堂

到將啲重點全部清晰咁講曬出嚟，

我係真係靠你嗰份筆記，上完堂，

自己整理完之後，狂温狂 redo 咁

樣入去考!

Ling Leung 嘅教學永遠都係由淺

入深，無論係課題教授，定係

筆記題目操練， 另外，Ling 

Leung 套做數 flow 令到我  
DSE 時避左好多伏位，減少好

多無謂既失分！最後可以輕鬆

5**!

英皇書院HKU A&F Jason

Ling Leung不同課題有專屬做數flow !  
以最簡單的方式拆解繁複的題目, 更會指出

不同課題中的陷阱位!  
在每做數先都能洞悉先機作出準備!  
Ling Leung靠她洗腦而大的聲音能令你在做

數時記起她所說的重點令做數更順暢,不慌

張,有如ling leung陪伴 !

英皇書院黃同學

5**



課程誤解Ling Leung

中大專業會計 Mandy Chan

崇真書院羅同學

我真係冇諗過自己會考到5**！我未補之前

predict自己4，補完之後aim high 5*，應該穩

陣都有5既。我自己覺得Ling Leung既教法好適

合補底，啲flow好容易跟。題目既難度會分得

好清楚，可以照住自己既lv去揀要唔要清難既

題目，同埋上堂會係咁轟炸你，操到你熟，

只要你很努力每堂清筆記，係一定可以清到

concept補到底升嗰grade既😤真心推介想補底

既同學由summer就開始補Ling Leung，幫你補

曬BAFS全部syllabus😎&&

我係屯門一間band2中學讀書，到左中五成

績開始跌，我有好努力咁跟學校老師嘅教

學，但佢教嘅嘢唔係out syllabus、就係冇

用。  
我補過另一個連鎖補習社既BAFS老師，但

我覺得佢教得亂，補左1期quit左。 

你教嘢好有系統，配套好齊。你每次派完筆

記，我真係會用一至兩星期清曬成本，到考

dse之前，我每本至少做左2至3次。我dse前

將所有by topic操過幾次，  
好多謝你呢個咁用心嘅老師，你係我補過最

有heart嘅老師，希望你會keep住，繼續教

更多好學生出黎 

如果冇你，我呢個5**冇可能1年內爆出黎

之前兩年學BAFS完全唔知自己學咗d

咩，學校Predict我Lv 2。但好彩中六

嘅10月補咗Miss，我嘅BAFS成績喺班

入面進步咗好多，最後 DSE 仲 5*  
補完 Ling Leung 後，做數嘅時候開

始留意到好多BAFS嘅伏位，令以前

完全唔明個數點嚟，到宜家明d好奇

怪嘅數係點計到。做數嘅時候跟住

Miss教嘅flow都快咗好多!

HKU BBA Law Stephy Wu

好多謝你由學校f5 predict我level 

3，到依家令到我dse拎到5*！你上

堂會抽幾條challenging嘅題目黎概括

成個topic嘅重點，文字題同格式都

好詳盡 。而且講哂唔同課題嘅伏

位，啲筆記又會將唔同題型分類

哂，溫習方便好多！ 

沙田崇真中學鄺同學

(更多詳細真實學生留言在後頁) 

多謝ling leung，由中五會計咩都唔識到中六

補你有粒星，你真係cover得好好，我原本

無咩基本功都follow到，感激''

thanks Ling leung! 最一開頭bafs真

心好差，上堂又聽唔明，又懶得去

補習，拖下拖下就去到f5升f6嘅

summer。我個陣先發現我再唔急救

下真係3左都似🤢我一開始係上

video，發現我真係有好多野係跟唔

上或者唔識，聽下聽下又覺得你教

得幾好，我明左好多野，於是乎就

試下live班。如果個個summer冇補到

你，依家嘅我可能就入唔到u，更加

冇可能係入呢一科🤫係你令我由放

棄去到愛上左bafs！

ling leung 我真係好多謝你，如果無補你嘅話 

我可能依家得level 2，我係學校F4-F6幾乎考試

都二十幾分over一百幾，到依家有level 5 所以

我真係好好好多謝你嘅教導🙇🙇 一開頭補你上

開video!上video班嗰陣已經覺得你講書真係好

入腦，上live班個陣依個功效更加明顯🤣🤣 次

次係ig問你書 你都會好快咁send好多段錄音解

比我聽，真心覺得解得好詳盡，係其他補習老

師做唔到嘅地方😭😭所以我真係好感激你嘅教

導啊 thank you!!!!!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Matthew Lee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黃同學

Wesley College 鄭同學

由F6頭乜都唔識 慢慢操到熟習晒d

題型 Ling Leung d口訣易入腦易用 

入到試場真係輕鬆應對唔同既題

型！

順利天主教中學陸同學 

我底好弱，會唔會聽唔明 誤解 2 "： ??



課程誤解Ling Leung

我補Ling Leung 之前做數比較隨心。 

補完 Ling Leung之後，佢套做數Flow令

到我做數有系統左好多！少左好多所

謂既 Careless ！

Acct有個問題就係有好多骨牌效應，

錯少少嘢影響會好大, 所以係DSE裏面

想攞好成績基本上唔可以有嘢唔識。 

補左Ling Leung先發現原來大家成日口

中既careless mistakes真係有得避，跟

住Ling Leung 教嘅 flow做數真係有效

好多同埋錯少好多careless，依啲嘢亦

都係學校唔會教嘅。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張同學 

誤解 3 "：

Ling Leung 每個課題都會有獨有既

做數flow比我地跟，盡可能減少我

地犯錯既機會。而且仲好有心編

排，教我地點樣溫書。

筲箕灣官立中學 譚穎雅 

我覺得佢既notes 最好既地方係佢每課

各有一套做數既flow/steps (esp. 

Partnership!!)，令我唔會對住條題目無

從入手，亦都唔會有做漏野既

mistakes。而且佢既notes會將dse,ce,al難

既items抽哂出黎比你操，考既時候翻抄

就唔會唔識/未見過。

藍田聖保錄中學 方綺雯

(更多詳細真實學生留言在後頁) 

做數睇手感 !? Careless mistakes 避唔到 
考試一不小心錯一個位，分數就倒水般離你而去

本身自己鍾意數，所以對acct 呢d同數

字有關嘅嘢都好有興趣 !但讀咗之後發

現acct module好睇做數flow,而我係學

校完全無equip到依樣嘢!好彩f.6都跟你

有你嘅flow,係埋唔切數嘅情況下有*🙈

沙田官立中學 YUKI

你畀嘅題目同做數flow都好有用，尤其

係partnership同costing。而且每個伏位

都教得好仔細，幫我避開左好

多”careless mistakes”😆。 你係我見過最

有熱誠嘅老師之一/。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林同學

Ling Leung會將幾年嘅伏位擺埋喺一題

入面，等我地一次過學晒幾年past 

paper嘅重點，效率高！

英華女何同學： 
即使一堂好似講得兩三條數，但哩啲

數往往一次包含好多伏位同要alert嘅

嘢，令到我地可以好快咁學識唔少

嘢!

英華女施同學： 

誤解 4 "：會計d數咁長，即係我一堂時間學一題就走 
幾時先學完一個 topic ? 

只要你願意用心，我有信心為你帶來最顯著既進

步 ！ LingLeung 

HKU BBA Law英華女Tiffany

 !? 

??



傳媒追訪 學界力邀

 BAFS
Ling Leung 

2021年：《RTHK》及《學友社》唯⼀ BAFS 科嘉賓主持 

《⾹港電台 RTHK》及學友社邀請於節⽬ 「奮發時刻 DSE 」 

針對最新 2021 DSE ⽂憑試考評⽅向發表專業⾒解

南華早報訪問：2018 DSE 分析

2019年：《⾹港青年協會》⼒邀撰寫 《BAFS 應試攻略》 

⾹港青年
協會： 

2019 DSE BAFS應試分析

2018年：獲南華早報邀請為當⽇ 2018 DSE 作即⽇試後分析

2018年：連鎖補習社唯⼀獲邀撰寫 BAFS 參考書補習導師

暢銷 BAFS 參考書作者

網址： 

https://yp.scmp.com/news/hong-kong/article/109167/mixed-reactions-about-hkdse-bafs-exam-garners-though-it-refrains

Ling Leung 是當年唯⼀⼒邀的 BAFS 導師就當屆⽂憑試撰寫 

《應試攻略》。只因學界應同 Ling Leung 對 DSE BAFS 考評⽅向的⾒解

參考書名《Financial accounting all round intensive I》 

為各⼤書店 BAFS 科中其中最熱賣參考書籍，加印多次後，⼰斷貨

各位家長、同學， 

你們好 ！DSE 已推⾏行行了了達⼗十年年，相信⼤大家都不覺得是「新制」了了。 

但問題是，過去⼗十年年的 DSE ，考試範圍修改達三次，2025 DSE 更更有

⼤大修度的修改。除了了考試範圍的改動，考評準則更更每年年都有微調。 

雖於⾏行行內⼯工作多年年，但本⼈人亦須緊貼考評局發放的官⽅方⽂文件，並花⼤大量量

時間按最新指引修訂筆記及課堂內容，⽅方能繼續於 BAFS 學界佔⼀一席

位。家長、同學傾向認為聘請私補/⼩小班教學教能照顧學⽣生需要，但你

確保你私補老師會花⼤大量量時間修改筆記，並能夠出席考評會議了了解考評

⽅方向嗎？公開試太重要了了，不值得亦不應該以此作賭博。

https://yp.scmp.com/news/hong-kong/article/109167/mixed-reactions-about-hkdse-bafs-exam-garners-though-it-refrains
https://yp.scmp.com/news/hong-kong/article/109167/mixed-reactions-about-hkdse-bafs-exam-garners-though-it-refrains


以近乎滿分姿態勇奪5** 1

  全港極罕有重考⽣生由5升⾄至5** 
  最近兩兩屆 DSE， 僅得個位數學⽣生能獲此佳績 2

2019 DSE 考試報告，5升5**，僅得三位 2018DSE重考生奪 5** ，全港僅得一位。

劉同學為 2019DSE重考生，他於 2018DSE BAFS 已考獲 

Lv5 ，亦於該年已獲得港大法律學位的 offer 。但劉同學為了

追求讀醫夢，他寧多再花一年重讀。 把本來已經亮麗的 DSE 成

績，再加以改善。最後以多科 5** 姿態考入港大醫學系！

劉子暢 

HKU(MBBS
)

2019 5*
*

為左追求我既讀醫夢.  

重讀呢年，我報齊 Ling Leung 所有 S6 Course。 
最後幫到我今年去蕪存菁溫 BAFS，以一個優異  
既成績去拎5** ! 多謝 Ling Leung ！

詳細感想，可觀看章程p.25 . 

補足整整一年，報齊所有Course !

Ling Leung  BAFS



Ling Leung 的獨⾨做數flow 令我做數時更加得⼼應⼿，⼤⼤減少無謂的錯
誤。她在課堂上會經常提點我們每個課題需要注意的事項，抽取重點題⽬
與我們⼀起實踐。Ling Leung 更親⾃改編 CE 和 AL 題⽬，綜合不同題⽬
的「伏位」教導我們，並把題型分類，⼤⼤提升學習效率。另外，Ling 

Leung會由淺入深地教導每個課題，讓我們能循序漸進地學習。最後Ling 

Leung 是⼀位⽤⼼、充滿熱誠的⽼師。 

其實如果冇補到你我ba真係不會有兩粒星 

notes D題⽬除左dse會特登抽CE, A level具參考性既題⽬真⼼好有⽤~ ⽽且上堂⽅式
真係好令⼈專⼼到！ 

上堂你可能⾒過我不少驚嚇/呆的表情，上live我問書果陣你都話過你好好⼈架~  
其實我知架:3 我由始至终只不過係怕你睇到我做得快話我急急急急住去死出到來又
做錯😂😂😂 

之後 DSE 之前因為隔離裝修不太温到書🙈之後就逢趁隔離鑽地果陣開⼤個volume播
你D⽚，播到我個studypal都認得你把聲🤭 

Ling Leung  BAFS



由⼗⼀⽉嗰時仲係3底 補到DSE有5* 

Ling Leung真係好⼤功勞 

每個Topic都有⼤量Ling Leung⾃⼰根據DSE syllabus modify過嘅CE/DSE/

AL past paper俾我地操 唔駛⾃⼰⾛圍搵埋啲Out Syl嘢 

上堂嗰陣Ling Leung會逐個伏位同我地解到明為⽌ 甚至係啲勁rare嘅考法
都會cover曬(2021就出左唔少喇) 

所以每次上完堂都會feel到⾃⼰袋左勁多嘢落袋~~ 

最後 Ling Leung真係好nice好斯⽂㗎 :)) 

Form 6 11⽉先開始補ling leung. 疫情期間差唔多成年無聽過書。 

Ling Leung 好有系統咁教 BAFS嘅課程，每嗰topic要注意d咩， 

有咩常⾒題型，考試技巧，都解釋得好清楚。 

只要⽤Ling Leung嘅⽅法操數，效率就會⼤⼤提升 

Ling Leung  BAFS



Ling Leung 會教我地好有系統咁溫 BAFS ！又會俾好多⾼難度既練習我地
做！仲有⼀樣同⼤型補習社好唔同，就係 IG 問書，佢會好詳細同好快覆
我！補會計，補 Ling Leung 啦 ！ 

我 BAFS 5* ！不過我數底好差，好彩有你幫我起死回⽣！ 

由4變5*，好多謝你咁有heart教我地啊❤❤ 

我真係好鍾意上你堂！ 

你個顆咁為我地著想嘅⼼同埋衝勁，真⼼好欣賞架！ 

你係我唯⼀⼀科有補習嘅⽼師！好彩有補你😄😄😄 

本身讀到好灰，諗住Drop左佢 

不過你活動教學令bafs變得好有趣！ 

清晰解釋concept同各種做數flow 

各種必殺技助你在dse考場上如⿂得⽔ 

好似打⼿😂😂😂😂😂😂😂 

不過真⼼呢個⽼師 好為學⽣著想 

除左學術⽅⾯ 係你⼈⽣都會比好多意⾒你 
I love you forever yayyyyyyyyy 
希望你未來繼續⼀帆風順22 

最緊要冷氣唔好壞 身體健康😉😉 

Ling Leung  BAFS

李同學  
港大牙科 

迦密主恩中學

Steve Hung 

港大 BBA Law 

港大同學會 



我是在中六9⽉開始補Ling Leung S.6 Regular，補⾜中六所有 Regular 及 Intensive 

course及 Ling Leung 的兩次 Mock。Ling Leung 教學⽅法與學校截然不同，教學和思
路比較有系統。 

Ling Leung 的教學可以幫我節省溫習時間。以往我需要花⼤量時間操練、理解歷屆
試題，摸索每個課題的伏位，以及較少考問的概念，導致其他科⽬時間分配不⾜。

不過，在Ling Leung的教導下，每⼀個課題都講解得非常清楚。無論是基本，抑或

是深入的概念，Ling Leung 都會在課堂⼀⼀解釋清楚。這令我對每⼀個課題都掌握

得⼗分透徹，從⽽無需⼤量操練歷屆試題，善⽤時間。 

Ling Leung 除了教授較⾼難度歷屆試題之外，更會給⽬標較⾼的同學操練⼀些經修
改的⾼考、IVE的題⽬。這些訓練，令我們可以超越同屆考⽣。 

Ling Leung的課堂特點就是「連環式轟炸」，在每⼀個課題都會重複提醒同學需要
注意的事項，令同學不⾃覺地入腦，於我⽽⾔，⼤⼤減少我因疏忽⼤意⽽出錯的情
況。 

最後Ling Leung是⼀個很盡責的⽼師，我每次發問，Ling Leung都會很迅速和詳細使
⽤語⾳回覆我，提升我的學習效率。 

謝謝 Ling Leung！ 

沈澄 , 2019 DSE 5** 
中大 Professional Accountancy (PACC) 

喇沙書院

我係升中六既 Summer 開始補 Ling Leung。之後中六就補齊曬 Ling Leung 所有的 

Regular、Intensive 、Tip class 同 Mock。 

嗰陣中六有啲迷惘，唔知要點讀bafs，於是決⼼揾補習，直覺上覺得 Ling Leung 既 

course 唔錯，於是就去⾺報course。 

上堂嗰陣感覺到lingleung好⽤⼼教學，好有教學熱誠 。 

⽽且有時我地翻完學黎補習，聽到無咩精神。佢會特登講啲爛gag黎提升我地注意
⼒等我地易啲入腦！好有⼼機，⽤lingleung既獨有聲線，點醒發緊夢既我地！ 

學習⽅⾯：每個課題都會有獨有既做數flow比我地跟，盡可能減少我地犯錯既機
會。⽽且仲好有⼼編排，教我地點樣溫書。 

記得就黎考DSE嗰排，我地好⼤壓⼒。 Lingleung仲特登抽時間⿎勵我地，講左好多
前⼈升學既例⼦比我地做參考。 

又唔怕⾟苦，特登搞兩次mock令我地更警醒。 

多謝Lingleung令我地摘星更容易❤ 

譚穎雅 , 2019 DSE 5** 

筲箕灣官立中學

傳統名校生之選

Ling Leung  BAFS



Jason Law ,DSE 5** 

港大會計及金融學士 

英皇書院

1.課堂上，Ling Leung 嘅教學永遠都係由淺入深，無論係課題教授，定係
筆記題⽬操練，Ling Leung永遠都係比我哋打好個根基，先慢慢操練程度
較⾼嘅題⽬，令每⼀位同學都可以得到照顧。  
2.每⼀個唔同嘅課題，Ling Leung都會教授⼀套該課題專⽤嘅框架，不但
能避免⼀啲所謂嘅“Careless Mistake"，仲令我哋留意到考評局特登Set嘅
Trap，等我哋可以好輕鬆咁避開咗佢，減少無謂嘅失分。 
3.Ling Leung給予嘅練習非常充⾜，除咗必備嘅DSE試題操練，A Level，
CE嘅Past paper都應有盡有。 但係Ling Leung唔係淨係印份卷畀你就算，
Ling Leung 唔單⽌會將Out-C嘅內容進⾏刪改，等你唔會“做多咗”，仲會
喺部分試題增添⼀啲“伏位”，等你喺踩伏後會留意返，喺DSE唔再犯同樣
嘅錯誤，避免失分。 
4.Ling Leung 喺落咗堂之後，亦唔會掉低我哋學⽣唔理。落堂 
之後你有啲咩唔明，即管DM佢，佢會覆返⼀段極詳細嘅錄⾳ 
畀你，講到你明為⽌。 
全賴 Ling Leung，我先可以係今次 DSE 拎 5**。 

英皇書院同學仔一致推薦 

Ling Leung  BAFS

不同課題有專屬做數flow 

以最簡單的⽅式拆解繁複的題⽬ 

更會指出不同課題中的陷阱位 

在每做數先都能洞悉先機，作出準備 

Ling Leung靠洗腦⽽⼤的聲⾳ 

能令你在做數時記起她所說的重點 

令做數更順暢 不慌張 有如 Ling Leung陪伴

黃子軒 ,DSE 5** 

英皇書院



Yip, Paco Ho Chung  
Ying Wa College 

Ling Leung 會好⼤聲狂嗌洗腦， 會step by step 教！ 
唔會亂咁雜亂無章咁教，容易吸收！ 
又有⾜夠practice ，最重要係唔離地 、唔Out C、 好彩有Ling Leung ！ 
雖然最後成績都同⾃⼰預期差d，但如果無Ling Leung 應該連3都冇 ！ 
仲有最多謝佢係佢接近全天候覆message問書 ！ 
有時仲會可以傾吓閒計，都算係亦師亦友 ！ 
無佢我當時⼀定會drop Bafs ！Ling Leung 係改寫命運的開始😂😂 

Ling Leung  BAFS

Ling Leung 既課堂真係好好！因為佢會將 D 複雜既 concept 

簡單化去解釋出黎，又會有好多 exam oriented 既練習俾我地
去操練。由佢課堂編排同筆記配套都好幫助到我地係 BAFS 

呢科有⼤進步 ！

Yuen Hin Lam 

Ying Wa College 

Mattrew Lee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Ling Leung 可以將啲我原本覺得好難既 topics 解釋得好清楚 ! 

同埋 Ling Leung把聲真係好洗腦， 就算入到考場都仲記得上
堂學過既野！

Ling Leung 我真係好多謝你，如果無補你嘅話 我可能依家得level 2，我
係學校F4-F6幾乎考試都⼆⼗幾分over⼀百幾，到依家有level 5，所以我
真係好好好多謝你嘅教導🙇🙇 ⼀開頭補你上開video， 上video 班嗰陣
已經覺得你講書真係好入腦，上live班個陣依個功效更加明顯🤣🤣 次次
係ig問你書 你都會好快咁send好多段錄⾳解比我聽，真⼼覺得解得好詳
盡，係其他補習⽼師做唔到嘅地⽅😭😭所以我真係好感激你嘅教導啊 
thank you!!!!!

Wong Kin Hei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Tiffany Lee，港⼤⼯商管理學學⼠及法學⼠ 
我係由 F5暑假開始跟Ling Leung嘅，之後就⼀直報到 F6 ，補齊所有 courses  
補完 Ling Leung後，先發覺⾃⼰平時做數太隨⼼，冇乜⽅向。 

Ling Leung 每個topic都會整個框架俾我哋follow，做題⽬嗰時更加容易入⼿，bal數
都易咗好多!! 

Ling Leung 會喺同⼀個topic下再細分唔同題型俾我地做，令我將啲伏位更加易記入
腦同喺考試時apply番相應嘅技巧，⽽且佢上堂教嘅題⽬係會集合唔同年份最難嘅位
去講instead of成題past paper咁講，做⼀題就好似溫咗幾年嘅pp，温書嗰陣有效率好
多:)  

另外，Ling Leung嘅課後support做得幾好，facebook問書好快答到。⽽且佢會預先諗
定我地會有咩位唔掂，喺我地問之前已經教識我地! 

雖然佢上堂好鬼⼤聲。但係全靠佢嘅轟炸先可以記實啲伏位，落場都唔會錯!!

何綽頤 
⾸先Ling Leung俾嘅題⽬，全部都係分好晒 topics。唔係⼀嘢俾成份卷你⽩做，等你
清好咗concept，先再教更⾼階嘅野。同埋Ling Leung會將幾年嘅伏位擺埋喺⼀題入
⾯，等我地⼀次過學晒幾年past paper嘅重點，效率⾼！ 
同埋佢會幫你分好晒唔同topic嘅唔同題型，仲有好清晰嘅flow俾你應對唔同題型，
等你唔會俾⼈伏咗都唔知! 
2⽉嗰陣仲有個mock，當場考嗰份mock之外仲有2份mock送!! 真⼼良⼼補習⽼師！
其實我覺得Ling Leung最重要嘅教學特⾊係佢上堂真係好fun，⾒我地眼瞓就會嗌醒
我哋，再唔係就講下啲有時其實唔好笑嘅笑話，總之真係好俾⼼機教好我哋。同埋
不停問書真係好好好貼⼼！問⼀題佢可以覆三個幾⼗秒嘅voice msg，總之講到你明
為⽌！ 
補習社嘅價錢，私補嘅質素同服務！

⾼高效清 Concept

⾼高效學習． 
做⼀一題等於做⼗十題

獨⾨門做數 Flow  
不再⼀一⼦子錯 滿盤皆落落索

章嘉穎  

雖然f6先開始跟lingleung，但好彩有佢幫我喺最後
半年清咗好多concept！跟住佢嘅必mark位同
checkpoints，真係避免咗好多careless。落筆做題⽬
嘅時候思路清晰咗好多，有晒⽅向，慳翻好多時
間！上堂可能會有啲chur有啲攰，但喺呢科付出係
會有回報的! 多謝lingleung❤

施曉昕 
上Ling Leung堂少則上兩個幾鐘多則上四五個
鐘，但係佢時不時會分享下啲搞笑事件令課堂
冇咁chur輕鬆啲。即使⼀堂淨係講兩三條數，⽽
哩啲數往往⼀次包含好多伏位同要alert嘅嘢，令
到我地可以好快咁學識唔少嘢，加上佢上堂竭
⼒咁提醒我地要注意嘅位同做數嘅flow，平時做
練習都會更加⼩⼼，減少失誤。多謝Ling Leung
❤

⾼高效學習． 
愉快上堂

Ling Leung 每堂表面上教兩三條數，但呢兩三條數， 

就包含左唔同年份既伏位，等我地一題就好似溫左好幾年既Pastpaper！ 

Ling Leung  BAFS



鄭⼦聰 
第⼀次上你堂我仲記得畀你把聲嚇親，去到後尾
發現你把聲令到我好多嘢都入咗腦 重複又重複嘅
轟炸，幫我清咗好多concept ！ 
間唔中畀我哋做下⼤專嘅問題，畀我⾒到⾃⼰嘅
不⾜。每⼀條問題嘅伏位你都同我哋解釋得好清
楚，令我減少咗好多careless mistake！ 
Btw 間班房好熱可唔可以開⼤啲冷氣

羅昊名 
Lingleung 😄 
我係syss其中⼀個啊 
今次拎到5* 
仲記得第⼀堂你嗌到我地個班fd想死，諗住唔再補架
啦咁嘈😂😂 但又學到嘢 最後由暑假補到dse考之前！ 
你啲notes真係好清到concepts 每份notes我都做咗三四
次！ 
兩次mock都係得40分，都驚無粒星，好彩最後保到！ 
你係我⾒過最有heart嘅⽼師 喺新公司要繼績堅持落
去!!😚

李卓羲 
多謝你令到我今次有個5。 
⼀開始上你堂真係唔係咁鍾意，覺得你好嘈好⾟苦，又
好似有啲惡，有時嘈到我要⿊⾯添😂。但係慢慢上落你
真係會提哂我地所有嘅伏位，個flow應該點做數，令我
地減低哂所有因為藤㨢瓜瓜㨢藤嘅錯處，令我地唔好⼀
⼦錯滿盆皆落索，希望⽤把聲令到我地精神啲，集中
啲。 

你又唔似有補習⽼師暗⽰其他⼈冇料教，抄佢。只係默
默咁教書，令我覺得冇 hea 教，message問書好快就好詳
盡咁解到&56。 

Thanks a lot❗❗❗❗❗❗❗❗

洗腦式教學

神級試題集

獨⾨門做數 Flow  
不再⼀一⼦子錯 滿盤皆落落索

Chan Hon Kit , 
中六起補左 Ling Leung ⼀段時間，雖然佢上堂真係好
嘈同好凍。但上耐左，會發覺佢提左好多我地使數時
候需要注意既事項同伏位。 
令到我⾃已做數時，都順暢左好多 ！

獨⾨門做數 Flow  
不再⼀一⼦子錯 滿盤皆落落索

雖然初初上堂俾 Ling Leung 把聲嚇親，但最後發覺佢把聲真係好 
洗腦,堂上又將每個伏位，Concept 解釋得好清楚，Notes又高質！ 

Ling Leung  BAFS



Lam Lok Yung，5**，港⼤房地產及建設學⼠ 

我是在中六才開始報讀Ling Leung的regular 。在筆記內，Ling Leung會清楚地
列明每個課題應有的框架，務求令我們能夠更有系統及更準確地完成每⼀條
題⽬，不失任何⼀分。 
筆記中的題⽬除了有歷屆的past paper 之外，亦有⼀些由Ling Leung⾃擬的題
⽬，⽽該題⽬都是集合了該課題不同的伏位，因此我往往在完成⼀題她⾃擬
的題⽬，比盲⽬地按年份操練⼀⼤堆past paper ，更能學習更多及更有效率。 

在課堂中，Ling Leung會按照不同的題⽬教授我們不同的技巧，⽽這些技巧
正正是針對公開試中的陷阱以及教科書從來都不會牽涉。 
除了課堂上洗腦式的轟炸，Ling Leung亦⼗分樂意在課後的時間解答我不同
的問題。因此不論在冰箱般的課室還是家中獨⾃⼀⼈時，我亦能夠感受到
Ling Leung教學的熱誠。

⿈麗盈，5* 
我喺係朋友介紹之下報讀左Ling Leung嘅course嘅。之前都有補其他⽼師，但
⾃⼰好似唔太跟到進度。⽼師係咁講，我又係咁抄，結果都係唔明。個段時
間真係唔太知⾃⼰做緊乜。 
相比之下，Ling Leung會由淺入深，清楚解釋難明嘅概念，會舉⽇常例⼦令我
地更加容易理解。喺有限嘅課堂專攻⼀條集合咗各種伏位嘅題⽬ ！ 

Ling Leung嘅教學都好有系統，不斷提醒我地⼩⼼伏位之餘 。每⼀種題型都
有答題框架比我哋跟 ，⼤⼤減少犯錯嘅機會 ！⽽且會分析有關題型嘅重要
性、係⽂憑試所佔嘅分數等等 。可以有效率溫書，唔再迷惘。 

最後最鍾意嘅地⽅係Ling Leung對學⽣嘅關⼼同對教學嘅熱誠，就算幾攰都會
比Ling Leung嘅熱誠、笑話 、同埋長期都好清爽嘅課室整醒，佢仲會確保學
⽣真係明⽩先會繼續教書。唔會講完就算，真係好多謝Ling Leung！❤  

補會計，補Ling Leung！

Ling Leung  BAFS



Ling Leung  BAFS

王頌君
試上過⼀堂之後，就返唔到轉頭，Ling Leung超級無敵勁，可以每⼀個課題
都勾返晒所有重點嘢出嚟，會考啲咩 ，⽤咩⽅法考，全部都清清楚楚，考試
唔會懵下懵下，唔知要做乜，尤其係學校⽼師教得麻麻就真係要補下，係即
刻幫到你清concept，仲要有課後問書服務🥰詳盡解釋，唔明解到明(但唔好
show到俾佢睇你係quat)。如果本身底⼦好，更加要補，Ling Leung會教唔同
深淺程度嘅嘢，包你⼀定有嘢袋到⾛，加埋Ling Leung做數個flow，每題數
要check乜都記清記楚，簡直係如虎添翼！⼀句講晒，補Ling Leung就係無
敵！！！(如果你上完堂認真去操數的話）過來⼈覺得會⾏少好多冤枉路，有
效率地做⾼質數可以慳時間。9

李思諾 
Hiii Ling Leung🤣🤣🤣 
好開⼼終於考完ba🤣是⽇最激動既時刻係打開份卷⾒到incomplete喺section c😂😂 

好想講多謝你⼀整年教既野 ！因為學校個⽼師太廢，真係今年先真正識讀ba ！ 
想當年form 4我連ltd co.個百分比係乜鬼都唔知🤡 呀sir冇教過更加唔好講要分 

paid 同accrual 

所以真係好想同你講聲多謝💛 唔想等放榜先講 因為做完份卷表⽰感覺唔係⼗分良
好🙈🙈 驚我到時唔敢direct你 ((喺ba⼈才之中既⼈才⾯前無地⾃容🤣🤣🤣 

Btw credit你把聲陪咗我考試< 
Thanks for everything

如果 Ling Leung 教得唔好，又點會口碑傳足咁多屆 ！

呂珮琪
Ling Leung 係我遇過最好既補習⽼師♥ 雖然每次上堂都至少上兩個鐘，冷氣
又凍 ！但上堂係學到野之餘仲要好歡樂！每次都快活不知時⽇過 ，簡直唔
想落堂！ 由concept到做數flow， Ling Leung 都解釋得⼀清⼆楚！ 
令我明⽩每⼀個數係點得嚟 ，唔再係死背爛做！  
加埋佢洗腦式既教學， 做數既時候都會聽到佢把聲 「急急急 急住去死呀」
🤣出錯都少啲！⽽且佢啲教材好掂好⾼質， 做⼀題等於你做出⾯既⼗題 
(*¯︶¯*) 拎到5*，絕對係ling leung既功勞！ 真係教得好好 ，所有野都明曬入
曬腦 ！⽽且跟住佢嗰套令我温書温得好安⼼ ，完全唔驚⾃⼰温漏 ，感恩遇
到⼀個有料又有heart既⽼師 ！讀緊BAFS既每⼀個你都值得擁有!!!

Jonathan  Leung  
ling leung  真⼼好多謝你 利申ba係我最好果科😭 
好多謝你上堂教書果股熱誠 
同埋果份逼我讀書ge mock😭 
你啲做數flow同埋上堂清嘅misconception都好幫到我去tackle dse 

我記得我做2021年section c果條嘅時候 
跟曬你啲flow去做 
不過roughly計bank balance好似bal唔到 
果陣真係熬底到死 
好彩最後出到嚟係比我預期好🙏 

⼗分多謝你呢年嚟嘅教導



Stanley Cheng, HKU BBA Law  
之前中四升中五嘅時候，對BAFS 好迷惘，因為⽇校教得唔好，例

如 bank rec 1.5 ⼩時內就教完，coe 又教得 hea，完全唔知做緊乜，所

以諗住drop 科。 

偶然間喺youtube⾒到你啲⽚，覺得教得好⽣動，⽽且好好，所以就

試你F4 summer course ，跟到 F6 ，補咗你兩年。 

其實我真係好多謝你，因為你教得真係好好，好肯放時間同⼼機落
啲學⽣度，又會記得我哋啲名、學習進度，同⼀般⼤型補習社導師
完全唔同，真係好有 heart 。 每次上堂嘅時候，我都覺得好充實，每

次上堂都好有動⼒去聽落去，唔會覺得係⼀種負擔。我好專⼼、真
係好努⼒咁抄低曬你上堂講嘅嘢啦，好比⼼機去上你嘅堂，番屋企
狂 redo ，希望我啲可以考得好，咁先可以報答你嘅教學。 

教學內容⽅⾯，你每個topic都cover得非常詳細，⽽且啲筆記唔會太

多，係好適合嘅份量，夠我哋瘋狂redo😂 同埋喺課堂到將啲重點全

部清晰咁講曬出嚟，我係真係靠你嗰份筆記，上完堂，⾃⼰整理完
之後，狂温狂 redo 咁樣入去考。 

我特別多謝你今年搞咗兩個Mock ，同我哋溫咗兩次書。啲題⽬好

深，真係認真 test 到我哋學過嘅嘢，⽽且派嘅3份 mock 都好⾼質，

攞黎温書真係⼀流。 

題外話， 坦⽩講⾃問溫b.a.f.s盡咗99%努⼒，剩返嗰1%係因為考前1

⽇冇 loop 番 basic coe 所以可能錯咗啲。不過，有個5*，都算係咁。 

我記得你喺派完 Mock 1 之後同我講話，如果我再努⼒啲就可以更

好，其實嗰陣時我係有啲 sad ，因為嗰陣我温 bafs ⾃問已盡全⼒。

我溫ba真係花太多時間，因為上你嘅堂之後我覺得我對bafs有咗掌

握，感覺係溫完你啲嘢就得，所以我嗰陣喺擺喺bafs嘅時間真係有少

少過多，去到後期balance 番個溫書嘅proportion咁就好啲。 

最後，真係好多謝你！之後，我都應該唔會再接觸會計 lu ，⽽ DSE 

亦告⼀段落。希望你喺英皇可以收得更多學⽣，祝你⼯作順利呀！
😄

林盈慧 
Hello 我係今屆dse沙⽥分校live班嘅學⽣。雖然有啲遲不過多謝你呢⼀年教我，如
果唔係我都攞唔到咁好嘅成績🥰。你畀嘅題⽬同做數flow都好有⽤，尤其係
partnership同costing。⽽且每個伏位都教得好仔細，幫我避開左好多”careless 

mistakes”😆。 可惜最後兩個⽉都上唔到live🥺。你係我⾒過最有熱誠嘅⽼師之⼀
/。希望你未來教學順利，收多啲學⽣🤗

Ling Leung  BAFS

⿈諾禧 

多謝ling leung，由中五會計咩都唔識到中六補你有粒星，你真係cover得好
好，我原本無咩基本功都follow到，感激''

雲俊橋 
⾸先，其實我都報左⼀段時間啦，notes by topic 咁清真係好清到d concept。第
⼆，獨有個做數flow可以幫我避開哂⼀d伏位，仲有ling Leung 瘋狂式既洗腦同⼤
叫點都會轟到入腦，同埋即使夠哂鐘，但只要未講哂條題⽬，次次都會overrun,

唔會話趕住收⼯，仲有貼⼼既課後問功課💕💕

劉仲軒 
Ling Leung，我係沙⽥video班的⼀個學⽣。在今年的會計考試拿到5星，雖然
在您眾多學⽣中我不算是出⾊的⼀位。但有這樣的成績我已經很滿⾜，以前我
⼀直以為bafs不⽤補習，靠⾃⼰就OK， 但後來發現⾃⼰越來越跟不上也有很
多東西不明⽩。 經過朋友介紹後來跟你補習，開始的時候覺得你有d長氣😂 但
漸漸我發現您的長氣令我做數⼩⼼了很多 ！做數命中率也⾼了不少 ，總之謝
謝您⼀直以來的教導 ！ 

ps⽇後⼤學應該都會讀翻accounting

沙田曾肇添：補Ling Leung既，基本都有星 ！



Ling Leung  BAFS

張卓慜 

當時我中六，因為想讀好 bafs，所以就打算搵個補習⽼師。喺咁多個補習
⽼師既leaflet裡⾯， Ling Leung 講話會教題⽬嘅伏位吸引咗我。其實學校
⼀般只係教你statement/entry點樣做，⽽唔會好詳細咁教每種entry點考或者
DSE會點考。係補之前我喺學校會計成績都唔錯，但補咗先發現原來真係
有好多嘢⼀直都 miss 咗。 

Acct仲有個問題就係有好多骨牌效應，錯少少嘢影響會好⼤, 所以係DSE裏
⾯想攞好成績基本上唔可以有嘢唔識。 

仲有補左Ling Leung先發現原來⼤家成⽇⼜中既careless mistakes真係有得
避，跟住Ling Leung教嘅 flow做數真係有效好多同埋錯少好多careless，依
啲嘢亦都係學校唔會教嘅。 

除此之外Ling Leung嘅notes係by topic咁編排，上堂嘅時候亦都喺抽⼀啲難
既 concept出黎教，⽽唔係浪費時間全條數同我地做， 令我可以⽤個有效率
嘅途徑清concept同搵出⾃⼰唔識既嘢，做數快咗考DSE嘅時候更加有信
⼼。

Dora Mak  
多謝你⼀直咁⽤⼼教 !你係我狹窄眼光中，補習社入⾯最好
最⽤⼼嘅補習⽼師，令到我唔想辜負你嘅努⼒，更加有動⼒
溫BA！ 操你嗰啲notes 嘅時候真⼼覺得好開⼼，可以⼀直坐
喺度做⼀⽇ （其他科唔得）！我真係做功課之前有望住你
個樣再同⾃⼰講加油🤣 我底唔算好好，甚至⼀開始ling 

leung 講嗰啲好簡單嘅coe/ limited com 題⽬，我都錯唔少... 

但我跟⾜ Ling leung schedule 做功課操notes ，⼀共每本操過
3-4 次，冇額外再搵題⽬。最後5* ！ 
睇你最後⼀條⽚我都有啲唔捨得睇，因為好似冇得再聽到你
叫囂！有啲可惜 …… 
返完⼤學啲lecture 真係有啲掛住你咁⽣動嘅堂 ！lecture 好死
板 、講啲嘢又唔入腦 。相反上完你嘅堂已經掌握左7-8成，
好入腦，多謝你咁⽤⼼編排啲堂 !!! 唔係擦鞋 。但係你每⼀
次話要拍⼿比⾃⼰嘅時候 我⼼入⾯都不斷拍⼿🤣 多謝你!!!

Brittany Ho  
諗返第⼀次上堂覺得 Ling Leung 好惡，可能因為你成⽇⼤聲嗌（其實係
發癲哈哈🤣），不過又覺得學到野，所以就繼續補。課程⽅⾯我相信其
他同學都講咗好多，咁我就講吓其他啦。仲記得⼆、三⽉嗰排好頹，成
⽇覺得⾃⼰好多嘢未溫但又唔想溫。Ling Leung 會錄啲⼼靈雞湯激勵考
⽣，例如「你⾟⾟苦苦讀咗咁多年書，唔係想臨尾⾹啊嗎︖」「唔好考
完先話唔⼩⼼，你從來都冇⼩⼼過。」細細聲話你知，當我溫到好攰，
我會開兩倍速睇吓呢啲Video，睇完就會有動⼒捱落去。雖然講得好似
好mean，但又的的確確⿎勵到我，我同我啲friends都覺得考緊試果陣會
有 Ling Leung 把聲係隔離，甚至到依家，我都記得「急急急，急住去
死」....❣

Ling Leung 用心教學．感動學生 ！

獨⾨門做數 Flow  
不再⼀一⼦子錯 滿盤皆落落索

熱誠教學．感動學⽣生

熱誠教學．感動學⽣生



Ling Leung  BAFS

⿈曉晴同學，HKU (Econ and Finance )  

我覺得Ling Leung嘅course由淺入深呢⼀點好好，無論係底弱定係底強都好需要聽淺嘅野，因
為要釐清返⼀啲概念、打好個根基，再去應對難/複雜嘅題⽬，唔可以⼀步登天。呢點亦都令
到好多睇落好難、以前會覺得「我點會識︖」同埋「離地」嘅題⽬，拆開之後變得簡單。當你
跟住Ling Leung分開⼀⼤段字做唔同細嘅交易慢慢做，⽽最後做啱左，真係會對會計有希望，
⽽⾃⼰做難嘅題⽬信⼼都會⾼左！ 
仲有就係Ling Leung會教我地⽤Journal entries，寫好個交易再apply落去answer到，令到做entry

唔會漏，亦都清左concept。例如係partnership嘅partner salary有啲俾左有啲未俾係點樣處理同埋
原因，唔係叫我地死背書。 
另外Ling Leung 嘅筆記亦都分類得好好！可能⼀睇落去⼤部分只係past paper，但係聽完堂上講
解同埋返屋企⾃⼰清筆記，會feel到⾃⼰知⾃⼰做緊啲咩。例如唔同題型有咩要注意，做數嘅
flow、順序係點樣。即使係遇到新嘅陌⽣嘅題⽬都唔會驚，知道係邊類題型要alert咩位，避晒
好多所謂嘅careless。呢啲技巧好幫到實戰做卷嘅時間令到⾃⼰有⽅向，針對公開試，非常有
⽤。 
未補Ling Leung之前覺得會計操多啲數、背框架就可以，但係補完之後會發現平時教科書嘅練
習根本唔⾜夠應付DSE，坊間嘅練習亦都係質素⼀般。跟住Ling Leung 俾嘅温書順序就會事半
功倍，唔會入左無底洞嘅不斷操數⽽又冇成效。反⽽好知⾃⼰進度喺邊，啲concept亦都好清，
可以解釋返俾身邊朋友聽，温書成效好好！ 
同埋最後就係Ling Leung本⼈。佢係⼀個好貼地⽽且好有熱誠嘅tutor，係個亦師亦友嘅存在。
佢會記得我地唔同⼈問過嘅問題、上堂講到咩位好似有啲迷茫、甚至係坐開邊個位邊班live。
佢真係對⾃⼰嘅教學好⽤⼼，會睇下有咩⽅法提到我地啲伏位，包括⼀啲好奇怪嘅⼜號。上佢
堂聽佢聲嘶⼒竭咁嗌其實唔係想我地聾，只係希望我地記住啲伏位同要alert嘅地⽅。問佢問題
佢都會好⽤⼼好詳細咁覆，解到你明⽩為⽌。相信⼤家入左佢嘅殮房課室再加多個風扇，仍然
可以感受到佢嘅熱誠。 
雖然我最後成績唔係最優秀，但好多謝Ling Leung兩年嚟嘅教學。我學到啦，會計真係幾美
好。多謝⼈才。 

陳嬌萍, 中⼤專業會計 
中⼤ Professional Accountancy (PACC)放榜嗰⽇收到張成績表完全唔敢
相信⾃⼰有5**，睇到嗰下真係喊咗出黎，嗰⼀下除咗同屋企⼈講之
外，第⼀時間就係諗到同Ling Leung分享我既喜悅😭我由summer既第
⼆期開始join，都係因為朋友推介我先去試下，⼀補就補⾜全年，其
實有諗過中六先開始補會唔會太遲，但係有⼼不怕遲阿嘛😂因為
summer中段先開始join，所以summer教既嘢唔係好跟到，好彩之後
Ling Leung開咗Plan B可以俾我跟返LTD，之後由9⽉既costing開始就
已經跟得好好，堂堂清notes。我未補之前predict⾃⼰4，補完之後aim 

high 5*，應該穩陣都有5既，俾我依個信⼼就梗係Ling Leung啦！我⾃
⼰覺得Ling Leung既教法好適合補底，雖然上堂都頗多廢話😅啲flow

好容易跟，題⽬既難度會分得好清楚，可以照住⾃⼰既lv去揀要唔要
清難既題⽬，同埋上堂會係咁轟炸你，操到你熟，只要你很努⼒每堂
清筆記，係⼀定可以清到concept補到底升嗰grade既😤同埋私底下ig問
問題都會詳細咁覆，雖然我問既問題都幾低能😂我真係冇諗過⾃⼰會
考到5**，其實最緊要都係Ling Leung成⽇講既 慢慢黎，⼩⼼check，
做咁快趕住去食💩咩😂😂真⼼推介想補底既同學由summer就開始補
Ling Leung，幫你補曬BAFS全部syllabus😎&& 

陸澤民 
由F6頭乜都唔識 慢慢操到熟習晒d題型 
 Ling Leung d⼜訣易入腦易⽤ 
 入到試場真係輕鬆應對唔同既題型！

最初都係同學介紹先黎補 Ling Leung，最後每個係 DSE 都有意想不同的驚喜 ！ 



陳垠鋒，HKU Account and Finance  

未補 Ling Leung 之前好唔中意 BAFS，因為唔識做唔想清，考試hea過
就算。有⼀⽇的起⼼肝想補ba，發現 Ling Leung中意瘋狂overrun， 
比1個⽉錢上2個⽉！爽呀！overrun到上overrun龍虎榜第⼀名！ 
Ling leung講書感情豐富，有⾼低起伏，令我上堂精神為之⼀振，專⼼
又集中！將複雜又伏嘅數慢慢拆細，由淺入深，令我思維更清晰。本
本Notes都精簡，將重點伏位，key concept同做數flow濃縮成精華，考試
前唔使睇死⼈！落堂之後都成⽇同學⽣互動，成⽇答學⽣問題！仲會
比升學意⾒比學⽣，係個良師益友。補ba，唔補ling leung補邊個！ 

Ling Leung  BAFS

⿈榕欣 
本身係分唔清同⼀個 topic 有唔同嘅題型同埋有咩做數flow，但係
經過畀 Ling Leung 嗌完就記得好清晰🤣⽽且又有好多練習可以
做，每次功課都做熟，再考DSE 之前溫番絕對好快就記得番晒。

陳怡樂，HKU 
Ling Leung！！ 
上左你d course之後發現左BAFS既新⼀⾯ 
每個topic都教得好仔細 
由深入淺 又有好多題⽬俾我地做 
做完仲可以網上⾃已對答案 
你係我第⼀個補既BAFS⽼師 
我開頭仲諗⼀堂應該淨係可以教倒⼀題數 
但係原來因為你犧牲好多⾃⼰私⼈時間 
⼀堂由1⼩時15分鐘 變左2⼩時30分鐘 
睇得出你為每⼀堂準備左好多🎊🎊 
多謝你堂堂overrun 嗌到聲沙 
嗌到我入唒腦 考試都記得你把聲 
點會考得唔好先🤭🤭 
仲想多謝你喺考試前俾咁多support我地😍😘 
⽇⽇都po IG story同我地check下⾃已係咪真係溫好書 
仲有兩次mock俾我地試⽔溫 
非常感謝你對我地咁上⼼😚😚 
希望你去到新公司事事順利 
身體會好d❤❤ 
食多多野都唔肥！！ 
感謝你⼀年來既⽤⼼ ⾟苦了！！ 
仲有千萬學⽣等緊你救助 
祝你學⽣滾滾來 
保重身體 唔好食咁多雞⽪😃😃

林鴻偉 
Hello Miss Ling Leung 
我係由今年暑假開始補嘅⼀位⼩薯仔H 
但講真個句 每個星期最期待嘅補習就係上你堂  
雖然好嘈好凍 但啲concept真係好快清到 
本身⾃⼰唔係⼀位讀書好叻嘅學⽣H但呢半年真係可以係ba呢科搵到讀
書嘅樂趣😂 
不過 都最後其實都係得個5😂但真係好多謝你！！！ 
希望你係英皇可以教得開⼼啲！

由討厭 BAFS 到慢慢喜愛，到最後 Level 5+ 而回，多謝 Ling Leung



鄭恩婷
我 BAFS 5** 呀！好感謝Ling Leung咁俾⼼機去教，dse前都特登拍⽚幫我地溫書同埋打
氣，平時ig問書都答得好詳細，⽽且即使佢有咁多學⽣仍然會記得你係邊個，⼤概係咩
程度😆。教paper 2嘅時候每個課題都好清楚咁分曬題型，仲有好完整嘅flow同框架去拆
題&避開伏位。佢嘅筆記唔會好厚好多，但所有重點都cover得到，可以慳番唔少時間☺

Ling Leung  BAFS

郭熙怡 
Hello Ling Leung 🙈🙈  
我係沙⽥報你live嘅學⽣ 
我bafs有5*！好開⼼ar ！ 
我嗰時 Section C  揀咗 incomplete 結果埋唔切數，勁hip！ 
真⼼thanks a lot ！本身⾃⼰鍾意數所以對acct 依 d 同數字有關嘅嘢，都好有興趣！ 
但讀咗之後發現acct module好睇做數flow ，⽽我係學校完全無equip到le樣嘢 
好彩f.6都跟你有你嘅flow係埋唔切數嘅情況下有*🙈

沙⽥田官立中學 

羅美雪 
詳細地講解題⽬重點，提醒我地每種題型應注意的地⽅，⼀步⼀步咁做，吾同程度嘅學
⽣都可以跟得上，並且清楚地明⽩做數flow，考試時⽤得上堂上教嘅skills

胡茵愉 
 Hello Ling Leung bafs 5**🥺🥺🥺  
我係沙⽥live學⽣，真係好多謝你，冇你⼀定唔會有呢個grade。本身出嚟補習係因為聽⾜晒書⾃
⼰做練習都上唔到⼀個top嘅分數，F.5兩次predict都係4，做數都好冇⽅向覺得好混亂。之後上咗
summer course打救咗個COE同LTD Company覺得幾好，就拉埋另外兩個frd報regular live 。溫你啲
筆記真係好有效率，裏⾯嘅題⽬唔多，但係會提咗⾃⼰好多以前唔會特登留意嘅位。同埋你教嘅
每⼀個課題都有比好清晰嘅flow我地跟住做，check⾜哂就可以避免好多careless mistake。Follow你
ig你成⽇都出好多po叫我地溫書。多謝你比動⼒同信⼼我衝呢科，有**真係好開⼼，thank you so 

much!!☺ 

劉昕嵐
Hi Ling Leung ！我係沙⽥live嘅學⽣，我BA有5*啊' 雖然唔係最叻但我已經好滿⾜，以前
BA做極都係得 4 ，但⾃從F.6補左你之後， 就開始發現要升上去都唔係好難 ！基本上每次上
完堂都會清Notes ，當然有時都會偷懶啦😂 你成⽇提住啲必mark ，慢慢做多啲你嘅notes就會
發現⾃⼰會少啲careless mistakes ，令我更覺得⾃⼰要衝呢科🤧 仲記得考果陣突然腦閉塞 ，
成題section a depre冇哂分。 出尼怯到傻，驚跌番落4， 但turn out出尼有5*都好surprise ！ 
好多謝你成⽇提我，令我其他part冇死得咁慘 ！Anyway thank you🥰我會繼續努⼒💪💪

聖公會林林裘謀中學 

沙⽥田培英中學



林家裕同學 
其實就咁嘅 
我係灣仔聖公會鄧肇堅出身啦 
去到中六頭，感覺學校⽼師越教越唔係路，亦都搞到由中四開始有
30⼈讀，慢慢drop到得返14個繼續捱。 
身邊有同學Summer開始補你嘅，就介紹我入嚟補啦。 
第⼀堂嘅感覺就係，點解75分鐘嘅堂可以⾕到135分鐘先落︖公司唔
會詐型咩︖ 
上多幾堂發覺，你咁樣轟法真係清到concept，改善到成個做數思路
嘅，⽽亦都開始介紹同學入嚟。 
最⾼峰個時，14個有9個補緊你，當中8個都係銅鑼灣上，因為星期
⽇，唔著校服，所以唔覺咁齊咁多。 
去到尾，不斷操返你啲問題，甚至快過學校俾我哋嘅進度，我哋係
學校再做個時，做幾個point就可以諗返起晒點做。 
去到臨考個時，因為個⼈chur得太盡，時間又撞晒，無報incomplete
個course，點知真係炒⾞，出咗係part B，唯有頂硬上，個時先後悔
無報到。 
好在嚟到最尾，開成績單個時，除咗意外中⽂有4之外，⾒到BA 
5*，第⼀時間諗到嘅都係「多謝 Ling Leung」呢句，真⼼嘅。靠住
呢粒星⽽家都應該穩入城⼤/poly架啦。 
⾃⼰唔係太富情感嘅⼈，無咩好講，都係係到再次多謝你啦！L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江慧琳同學 

Ling leung我ba5**呀！係我學校第⼀個ba5**因為我地個⽼師...😂😂雖
然你應該唔識我😂但都真係好多謝你❤⼀開始summer補你就feel到⾃⼰
真係好不⾜。所以每堂都會認真聽你講野同翻去清notes!!你啲notes真係
好⼈才！😎齊灑所有伏位係⼀條題⽬到清notes都快好多 最多謝係你好
⽤⼼⽤你把好嘈既聲去轟我地去記flow同伏！study leave chur ba既動⼒
就係好想放榜後有得同你影相 真⼼架🤪🤪最後祝你係英皇前程錦繡！
恭喜你終於逃離以前既魔掌yeahhh!! 

Joey Li 
我覺得，Ling Leung教嘅做數flow好有⽤，好清
楚，跟住個flow嚟做嘅話思路都清𥇦咗，唔會咁
亂，冇咁易miss咗某啲部份，同時對嗰個chapter嘅
理解都會好咗好多。 上堂嘅時候Ling Leung不斷⼤
嗌提醒我哋要注意啲伏位，都係有⽤嘅，會易啲入
腦記得要⼩⼼某啲位。Thx Ling Leung~

成為⽇日校第⼀一個BAFS5**

洗腦式教學

獨⾨門做數flow

地區名校生之選

Jayden  
Ling Leung 上堂除會拎⼀兩條比較代表性、
challenging 既題⽬去深入解釋。通常佢上堂講既⼀
兩題都會 cover 好幾年 PP 既伏位，令到我地做⼀
題，好似溫左幾年 PP 咁。 
⽽且佢有時會將 D AL /⼤專既題⽬改到 DSE Level 

俾我地做，又會將 D 伏位解釋得好清楚。 
Ling Leung 絕對補得過 ！

⾼高效學習． 
做⼀一題等於做⼗十題

TSK：
Ling Leung講解Concept講得好清晰，做數Flow好有用！

Ling Leung  BAFS



Ling Leung，我由想 drop 科到 5*。本身其實已經諗住drop呢⼀科，去到f5開始補ling 

leung⽼師，不斷清佢比既notes既所有ex，慢慢覺得呢科有救+有chur既價值。我覺得佢
既notes，最好既地⽅係佢每課各有⼀套做數既flow/steps (esp. Partnership!!)，令我唔會
對住條題⽬無從入⼿，亦都唔會有做漏野既mistakes。⽽且佢既notes會將dse,ce,al難既
items抽哂出黎比你操，考既時候翻抄就唔會唔識/未⾒過。notes啲練習值得做過書個啲
好多，所以其實我正係清佢既notes就去考dse，擺呢科既時間唔算多，但佢份notes夠精
所以我覺得chur呢科好抵lol 雖然上堂overrun到好攰，啲冷氣又凍到我神智不清，但都
多謝ling leung⽼師救咗我ba!!''

傳統名校生之選

Ling Leung  BAFS

我由中五開始補 Ling Leung。雖然 Ling Leung 的筆記內容主要都是 
Pastpaper ，但佢會將 Sort 左不同的題型，再於堂上教我地⼀個既定
做數 Flow 去避開 Pastpapaer 常出的伏位，令到我做數時，可以避開
無謂既失分，最後取得 5* ! 多謝 Ling Leung ! 

杜洛宜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Hello 其實我係旺角live讀 BPS 個個🤣唔知你記唔記得haha🤣⼀直⽤
個private acc問你野因為驚啲問題太低級😬 我acc最後得5炸好對你
唔住星都冇😷不過真⼼的 係你另我重拾acc的希望 f6先補你 個個星
期三都7點幾先上 上到地鐵閂⾨🤣🤣勁青春（雖然好Q chur同埋之
後都開始疫情了😫) 真係得你先會令到我地咁有passion同埋有好多
mock卷都好⾼汁 notes啲題⽬又好到位好有⼼思 真⼼真⼼唔明點解
補acc嘅唔揀補ling leung 真係好過個啲得把⼜ 但年年⽤同⼀份野教
嘅⽼師☠好啦雖然我冇星但都好感恩⾃⼰有補到你同埋多謝你咁⽤
⼼教同答問題😭❤luv u~

歐陽耀光  
香港華仁書院

方綺雯 
藍田聖保錄中學



Ling Leung  BAFS

邱柏豪，HKU Survey  
發coe 永遠得⼀半分︖ Ltd company 永遠bal 唔到︖ depreciation 永遠計錯︖ 
以上係我中五下學期⾯對嘅問題 
當時發現靠⾃⼰⼀直操卷其實好難拿捏accting 嘅技巧，我就去左Ling Leung 度上
Summer。 
唔好以為⼀個女Miss淨係靠溫柔啊，佢上堂好會以強硬⽅式灌輸學⽣entry 嘅處理
⽅式（但係唔係千遍⼀律咁洗腦），上堂呢種認真嘅學習氣氛實在令我不敢鬆
懈，同時，亦都令我獲益良多！ 
Ling Leung 搞嘅mock 同平時提供嘅題⽬仲好有質素添，⼀題已經涵蓋多個課題同
伏位（講明伏位靠⾃⼰摸索當然好難發現啦），勤⼒嘅同學只要做多幾次，你肯
定會更熟悉acct 嘅答題技巧。 
BAFS係⼀科要投資時間嘅科！越早發⼒，得到嘅會係更多！

Fung Tin Wing, CU IBBA  
Hello Ling LeungR我ba 5*咗 好unexpected 真係好多謝你啊😭我記得第⼀堂嗰陣有
啲驚你會成⽇⿊⼜⿊⾯或者mean⼈ 不過原來上堂氣氛都幾好 當然重點係學到嘢啦
😂啲notes真係好好 薄得嚟又將dse甚至ce al啲難嘢同伏嘢都教得好清楚 你啲⼜頭
禪就更加正 真係幫到我記嘢😂

高主教書院： 
Paco Yau & Fung Tin Wing 

我認為Ling Leung，最幫到我嘅地⽅就係清concept，同埋提供⼀d⾼質嘅題⽬。我係學
校算係所謂成績唔錯嘅學⽣，但係⼀直覺得學校⽼師無論係功課定係考試嘅題⽬都過
淺，好多深野都冇cover 到。於是中五個年就決定左補Ling Leung。發現Ling Leung 會
將每個topic 分開唔同嘅題型，當中有好多都係學校冇cover到。特別係COE, 唔同情況
嘅accounting treatment。Ling Leung都會解釋得好清楚，唔同嘅伏位Ling Leung 都會多
次提醒，令我好易入腦。 

另外，Ling Leung 都會好注重presentation, 教識左我唔同題⽬要⽤嘅⼀d框架，好似
cost accounting幾課咁，令到我做題⽬嘅時候會做得更快、更準確，同時又避免答案啱
⽽present得唔好被⼈扣分。 

最後就係Ling Leung 個兩次mock。呢兩個mock 令我明⽩上堂Ling Leung陪我地做同⾃
⼰under time pressure 做係兩回事。Ling Leung 出嘅題⽬好⾼質，令我考完會反省到⼀d

平時唔⼩⼼或溫漏嘅地⽅，同時教我唔好因學校考試拎到所謂嘅「⾼分」⽽⾃滿。好
彩有補Ling Leung 同埋考個mock, 今⽇先有機會摘到呢粒星🌟🤓

何晉奇 
景嶺書院 

中五開始跟ling Leung，係課程⽅⾯，佢幫我清左吾少學校冇教既concept同alert伏
位，又教左我⼀套好有⽤既flow，令到acct 變得更有趣，更容易吸收。 

⽽係教學⽅式⽅⾯，ling Leung⽤調低課室溫度去確保我上堂個陣會更加專⼼。同
時，ling Leung ⽣動有趣既教學⽅式更加可以確保我吸收到課堂上教授既知識，亦
令我更加積極投入課堂。更好既係ling Leung 既字體可以令到我上堂既時候更有氣
氛，令我可以係愉快既氣氛當中學習。 

因為Ling Leung ⽤⼼既教導，令到我係DSE 攞到5*既成績。

陳熙諺 
景嶺書院 



謝瑩琳同學 5* 

李嘉誠中學 

Hi ling leung❤ 
講番我補你嘅感想先 
我記得我f.4個陣上咗⼀個學期都未夠，就覺得 bafs 好難，讀極都做唔好，成⽇都徘喺合格嘅邊
緣，⽽且成⽇覺得⾃⼰揀錯科，好想repeat然後再揀過中史。 

之後我⼀直捱，捱到中五升中六個暑假，唔知點解，你雙下巴兼有鬚嗰個樣⽼是常出現喺我嘅
facebook度，然後有⼀⽇我就喺度諗話唔定佢幫到我，可以教好我d bafs 呢?之後我就去左補你
嘅summer course la~⼀直補到考之前 

每次上完堂，我都會有種 “嘩! 我今⽇又學到好多嘢!” 嘅感覺，同埋上你堂真係好開⼼，你會⽤
唔同嘢去比喻，例如教breakeven嗰陣，個聖誕套裝，令個計法易入腦，仲有，你d故事好有趣，
總之⼀d都唔會覺得悶，反⽽會覺得好快就上完，又輕鬆學到野lu! 

我真⼼覺得你教得好好，好正。咩correction of error , limited company ，明明我喺學校完全唔
識，就算睇咗5，6次書都唔明，但⾃從上咗你嘅堂，之後再返去跟住你d notes 做，好多都做啱
咗! 仲有，你教bank rec真係好正，未學之前，我係盲樁樁咁做，完全唔會睇清楚，加上做書嗰d

好容易嘅練習，成⽇都拎滿分，你話bank rec 好重要嗰陣我仲唔信，⼼諗咁簡單，洗乜教啫。點
知，⼀做你d notes至發現，嘩，原來bank rec 都可以咁難，咁多伏架??..... 

補完你之後，我好清楚咁知道要點樣拆d伏，要注意邊度，然後點樣做條數，成個頭腦清晰咗好
多，不知不覺，由原本好憎ba，覺得成⽇都做唔岩，好煩，慢慢覺得做ba件好有趣，好有挑戰
既事，鍾意左做 bafs d 數。記得你成⽇上堂話bafs 好正好正，開頭補你嗰陣， 
我⼀d都唔信，到咗中期到，無啦啦有次上緊你堂既時候，突然⼼諗bafs係 
全世界最好嘅⼀科，全世界d⼈都要讀。係咪好有趣 ︖ 哈哈！ 

全靠你令我對 bafs 呢科改觀，由恨變愛，⽽且仲好好彩咁喺 dse  
入⾯拎左 5*，多謝你~ 

希望ling leung 您可以繼續努⼒，你係⼀個好好嘅⽼師， 
希望你可以⼀直都keep住你嗰份教學熱誠，感染佢哋，令佢哋愛上bafs ~ 

呀！仲有，冷氣真係好凍，可唔可以校⾼10度?

胡凱晴同學 5* 

港大工商管理學學士及法學士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書院 

之前兩年學BAFS完全唔知⾃⼰學咗d咩，好多基本嘅accounting都唔識。但好彩
中六嘅10⽉補咗Miss，我嘅BAFS成績喺班入⾯進步咗好多。 

做數嘅時候開始留意到好多BAFS嘅伏位，令以前完全唔明個數點嚟，到宜家明
d好奇怪嘅數係點計到。做數嘅時候跟住Miss教嘅flow都快咗好多! 

仲要Miss真係好好，每次問數都會好詳細咁答，令我完全明⽩個伏位。以前考
試會⼀路考⼀路想喊，因為完全唔知⾃⼰做緊乜，亂抄數。宜家考已經淡定咗
好多! 

做開Miss嘅數已經記晒d伏位同Flow，思路清晰咗好多。

Ling Leung  BAFS



Ling Leung  BAFS

Hello Ling Leung 😬雖然係遲 但係都好想同你報喜 ba5*L  多謝你嘅教導 

係咁多補習⽼師當中 你應該係數⼀數⼆咁有⼼ 好有私補嘅感覺🤩 你吧聲
真係係我溫書個時揮之不去 令到我真係記得d trap位 先可以盡量避免犯
錯 攞到呢個成績L  雖然唔係最topppp 但係都好想多謝你 如果唔係靠你 

我唸真係攞唔到呢個成績  真⼼推薦各位師弟妹補Ling Leung 每個禮拜都
會有嘢可以清 亦都好充實 令到你真係對ba嘅題⽬好熟 唔再迷迷糊糊!  最
後 再⼀次多多多多謝你LL

譚展卓，中大專業會計 

中華基金中學

感謝Ling Leung  

我係屯⾨⼀間band2中學讀書，中三中四嘅BAFS都係學校讀得好開⼼(因為考得幾好), 但
到左中五成績開始跌，我有好努⼒咁跟學校⽼師嘅教學，但佢教嘅嘢唔係out syllabus、
就係冇⽤。(mixed cost教⽤聯⽴拆，⽤high low拆俾佢話唔識變通同慢，我真係⼼諗wtf) 

總之佢惡劣到係每次考試都總有⼀兩條係冇答案(佢出錯題) 或者outsyllabus, 我真係冇誇
張，但我諗佢真係冇⼼教，上堂做frankwood真係⼼都淡，⼀度想drop ba, 搵唔到⽅法。
利申：唔係想踩其他⽼師 

我補過另⼀個連鎖補習社既BAFS⽼師，但我覺得佢教得亂，補左1期quit左。 

直到升中六暑期我遇到你🤤，當時我抱住試⼀試嘅⼼態係元朗報你嘅course， ⼀試，我
覺得你嘅教學⽅式我真係好中意，你嘅筆記有種我上堂⾃⼰jot note嘅feel, 睇得好舒服。 

你教嘢好有系統，配套好齊，我bafs真係冇嘢好温，你每次派完筆記，我真係會⽤⼀至
兩星期清曬成本，到考dse之前，我每本至少做左2至3次。我dse前將所有by topic操過幾
次，但⽼實講，全份dse卷咁操我只操過16.17.18,仲要係考前兩⽇先操，⾒其他⼈操得咁
快我真⼼好淆，但outcome出黎令我明⽩只有ling leung就夠 

好多謝你呢個咁⽤⼼嘅⽼師，你係我補過最有heart嘅⽼師，希望你會keep住，繼續教更
多好學⽣出黎 

如果冇你，我呢個5**冇可能1年內爆出黎

羅伊俊 , 崇真書院 

原本都對acct有信⼼，但係到costing就有啲唔掂，所以去補Ling Leung，
清曬佢啲note，就清曬concept了！

馮健聰 , 崇真書院 



Ling Leung  BAFS

陳雅文，CU IBBA  

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 

Ling Leung 我5*啊 多謝你😭😚 
你係我最想多謝嘅補習⽼師😭W當初覺得BA有啲搞唔掂，就去搵補習！ 
由你係舊公司跟到過黎 KGE， 開始左補習先知BA要咁做。 
要分唔同題型溫、有咁多伏位要留意 ！同埋原來⾃⼰有咁多
misconception ！ 
但同時，⾒到你本筆記有咁多攞🌟嘅⼈， 我真係好想成為其中⼀個 ！ 
放學再上你兩個幾鐘嘅堂真係攰到傻🤮 次次去⾃修室都搬埋你啲筆記去 

不停清不停做 ，宜家諗翻真係好值得！ 
無你幫我⼀把 ，真係絕對無可能考到 好想好想多謝你😭  
覺得⾃⼰係啱嘅timing遇到最好嘅⽼師Y 我未⾒過⼤型補習社嘅⽼師咁有
heart 真係攞咁多⼼機教🥰🥰（ps ⼤半個study leave都⼀朝早起身聽你嗌  醒
過飲咖啡） 
考到⼀粒星都總算無對你唔住🌟☺  
希望你以後嘅路會順順利利！ 受少d氣 唔好再比啲機器激死... 
Best teacher ever😭❤❤ 
Thankyou so much!!!!!

周詩蕎，HKU A&F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多謝你啊miss🧡🧡其實琴⽇考完都想同你講架啦🤕 
不過諗諗下都係怕醜 同埋都驚你惡🤡但係又想同你講下我嘅⼼路歷程喎😋 
所以都係唔怕醜咁打咗篇⽂比你 
唔知你記唔記得我，我由f5下學期⼀路補到f6冇斷過，之後仲帶多咗幾個frd黎
補😚(我係矮得得嘅🤨klb mk cwb live都上過🥴所以都應該好難記得)  
嗰陣我係⽇校成績其實算係唔錯的，有七⼗幾分咁樣啦，但硬係覺得對ba完全
唔熟悉，好多數都要死記硬背咁，因為⽇校⽼師教得唔好，考試出得又簡單，
搞到我無所適從，仲⼀度想drop過😢 
咁所以就諗住補習去救下我科ba啦，我第⼀堂上嗰陣 你仲係舊公司，嗰陣我唔
知邊度黎嘅勇氣坐咗第⼀⾏😕之後完全比你嘅激動嚇親😀 因為未⾒過⽼師會上
堂咁熱情的！🤣🤣 
之後都慢慢習慣咗你嘅style，⾒到你每個topic分題型咁教，慢慢個腦⼀⾒到題
⽬嗰陣會好清楚知道個flow要點做！🥺之後每次做數啲⾃信⼼都會返曬黎！😚 

個腦唔再框了🌟 
我本身覺得ba實在係好麻煩嘅⼀科黎，補完你之後先發覺原來唔係好難🥳好多
野只要熟就會識做 仲慢慢鍾意咗ba呢科❤ 
由當初想drop到aim星其實轉變真係好⼤😿 
我唔敢講⾃⼰係最top嗰批⼈ 😞係你嘅mock都係四⼗幾分到，但都好多謝miss

你咁有heart咁教，真係教得好好，臨考前都要拍咁多⽚俾我地🥺 真係好難得  

更加難得嘅係你令我鍾意咗ba😚 希望考出黎嘅成績唔會辜負你啦🤩



Ling Leung  BAFS

Thanks Ling Leung! 我拎到5*  最⼀開頭bafs真⼼好差，上堂又聽唔明，又
懶得去補習，拖下拖下就去到f5升f6嘅summer。我個陣先發現我再唔急救
下真係3左都似🤢後尾去搵補習，冇乜點睇過邊個tutor係好啲，是但⾒到你
個banner好似幾有實⼒咁就補住試下先，點知⼀試冇回頭。我⼀開始係上
video，發現我真係有好多野係跟唔上或者唔識，聽下聽下又覺得你教得幾
好，我明左好多野，於是乎就試下live班，順便r左個fd⼀齊補。雖然堂堂
都凍到去左北極咁，但真⼼學到好多野😆如果個個summer冇補到你，依家
嘅我可能就入唔到u，更加冇可能係入呢⼀科🤫係你令我由放棄去到愛上
左bafs！鄭翠芝，中大專業會計 

 Wesley College

宋紫焮，中大 Risk Management 

聖公會基孝中學

Lingleung!!我有5*呀呀呀 雖然攞唔到5** 但我都幾開⼼🥰🥰但都好多謝你嘅教
導！其實本身我係鍾意econ多過ba🤣補完你之後先覺得ba幾有趣 ，發覺做同操
ba係幾開⼼嘅⼀件事 ！唔會話唔想溫/好抗拒🙈同埋清到好多concept， 學到好
多新嘢同埋古怪嘢！ 好開⼼可以跟到你 ，我第⼀個補ba嘅⽼師就係你 ，好難
得可以搵到岩⾃⼰style嘅⽼師'本身我ba應該淨係去到5， 所以真係好好好好
好多謝你！唉呀太可惜冇5**啦啦啦！🤣🤣🤣🥰🥰🥰🥰🥰



Ling Leung 教得好仔細同充實，幫我升grade！ 

⾸先，好多謝 Ling Leung喺retake呢⼀年幫我奪星！仲記得未開始補 Ling Leung 之前，我
有咩bafs嘅concept唔明都習慣死記硬背，不求甚解。但上完Ling Leung 嘅堂，我覺得bafs

嘅concept真係好易理解！ 
Ling Leung嘅教學好有系統，每個topic都會不斷解釋同強調重要嘅concept，去鞏固同加
深我哋嘅記憶。Ling Leung獨創嘅做數flow亦好全⾯同實⽤，幫我哋輕易避開careless 

mistake同伏位！練習⽅⾯，我只做咗Ling Leung每個topic派嘅問題集，內有Ling Leung精
挑細選嘅題型同reminders，幫我哋完美應對DSE，課後有咩唔明都可以任問！望住⾃⼰
bafs係Ling Leung嘅教導下不斷進步，呢份喜悅真係不可⾔喻，多謝Ling Leung！❤ 

以前覺得BAFS呢科根本冇可能拎到⾼分，因為只要⼀個唔⼩⼼，⼀個
concept唔熟，就會扣左好多分。即使以往⾃⼰點操，都總會有concept唔熟。 

今年retake補Ling Leung。筆記將所有唔同難度，唔同類型嘅題⽬都分晒類，
完全唔洗⾃⼰搵past paper嚟印。另外，Ling Leung仲會喺堂上提晒每⼀個伏
位，解釋晒所有難嘅concept，仲要每次問書都好詳細答。 

最尾考咗個5*（雖然⾃問實⼒5**） 

最後，希望改善上堂嘅溫度，每次上完堂都就死。

每堂都好充實！ 
成科Accounting，每個角落都 cover 晒 ，教Financial accounting 同Costing 都⼀
樣掂！  

短短半年從覺得揀錯伏科到變成唯⼀上U希望  ！  

馮衍傑同學，4升 5* 

Ling Leung  BAFS

文浩源同學，4升 5*

多謝你吖Ling Leung☺我係retaker黎架，上年因為英⽂2左選擇左
retake，今年本來靠⾃⼰去讀ba，但我英⽂miss叫我⼀定要補習，
所以就揀左你，補完真係發覺⾃⼰成⽇「急急急急住去死咩」，
同覺得⾃⼰真係好垃圾😂😂每次上堂都好充實，學左好多野（由
其d唔⼩⼼既位）🤗所以今年升左兩個grade（4-5*)多謝你吖☺ 

鄭家康同學，4升 5*

Jason Cho，4升 5*



貼⼼照顧中⽂修讀會計的同學

miss 多謝你呢半年黎嘅補習，未補你嘅時候，我真係乜都唔識。仲記得12⽉嗰陣，
我就算認真去做份icpa mock ，最尾都只係得20%，好彩你喺12⽉尾嗰陣開番中
四，五課程，我先可以追番之前啲進度，最後竟然成功奪星……😂😂

魏浩恩 2019 DSE 5* 
金文泰中學 

譚子康 2019 DSE 5  
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Hi Ling Leung！ 
我係你九龍灣嘅學⽣啊，我最尾只係拎到5，喺你嘅學⽣之中就唔係好出眾嘅。 
但係我⾃⼰就幾感激你嘅指導㗎😆 咁係因為我係你為數唔多，⽤中⽂讀Bafs嘅學⽣。
起初去⼤型補習社，我有少少擔⼼啲導師兼顧唔到中英⽂兩邊嘅學⽣🧐 不過完全係我
諗多咗，每次上堂你又會寫晒中英⽂，同埋講解做解題嘅時候，又會顧及返中⽂同學
仔聽唔聽得明，等我學起上黎都少啲疑問啊。 
btw啦，諗返起第⼀堂，第⼀次接受⾼分⾙式嘅教學，嗰陣真係嚇到屎都標出黎。食屎
簿都唔洗開lu😂

LingLueng好多謝你吖如果冇你
我BAFS應該都冇5😭好彩有你係
堂上⾯幫我清左好多concept ，
真⼼既你清同⾃⼰清真係兩件事
泥。我會叫D師弟妹泥英皇補你!
😤

曾煒堯 2019 DSE 5 

保良局甲子何玉清中學

嚴爽 2019 DSE 5 

荔景天主教中學

普遍⽤中⽂學習 BAFS 的⽇校，學習氣氛較弱。 

平⽇於⽇校的課堂多是 “Hea過”。但以上同學⾃覺到⽇校的不⾜，為⼤學夢奮⾾，透過⾃

⼰選擇的補習課程去彌補⽇校的不⾜。 

透過 Ling Leung BAFS 課程有系統的操練及同學的努⼒，成功獲得佳績。

Ling Leung  BAFS



Ling Leung Grade

DSE

 HKU(MBBS)  CU(PACC) 
喇喇沙書院

．

 英皇書院

Ling Leung  BAFS

聖⾔言中學  瑪利利曼中學

 英華女學校

 英華書院

  庇理理羅⼠士女⼦子中學



Ling Leung Grade

DSE

．

Ling Leung  BAFS

 聖保錄學校

 藍藍⽥田聖保錄中學

 聖保羅書院

 香港華仁書院

 九⿓龍華仁書院  聖⾺馬可中學

 港⼤大同學會書院  筲箕灣官立中學



Ling Leung Grade

DSE

．

Ling Leung  BAFS

聖⾔言中學  將軍澳官立中學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高主教書院

 聖公會林林護紀念念中學  嘉諾撒聖⼼心書院  荃灣官立中學

 迦密主恩中學  中華基⾦金金中學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Ling Leung Grade

DSE

．

Ling Leung  BAFS

 

 元朗趙⾀聿修紀念念中學

元朗趙⾀聿修紀念念中學

 元朗趙⾀聿修紀念念中學  順德聯聯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香港⻘青年年協會李兆基書院



Ling Leung Grade

DSE

．

Ling Leung  BAFS

 迦密栢雨中學

 迦密栢雨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  香港鄧鏡波書院

 順利利天主教中學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Ling Leung Grade．

DSE

Ling Leung  BAFS

 沙⽥田官立中學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聖公會林林裘謀中學

 沙⽥田崇真中學

 沙⽥田培英中學

 賽⾺馬會體藝中學  梁⽂文燕紀念念中學

 ⽥田家炳中學



Ling Leung Grade．

 基督教女⻘青年年會丘佐榮中學

DSE

Ling Leung  BAFS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景嶺書院

 德愛中學

 可風中學

 崇真書院

 Wesley College

 Elegantia College



Ling Leung Grade．

DSE

Ling Leung  BAFS

 聖公會基孝中學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念中學

 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  宣道會陳瑞芝紀念念中學  保良局羅⽒氏基⾦金金中學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  天⽔水圍官立中學  五旬節中學

 王肇枝中學  Queen Maud 
Secondary school Our lady’s college  觀塘瑪利利諾書院

http://www.wscss.edu.hk/ch/
http://www.wscss.edu.hk/ch/


Ling Leung Grade．

DSE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Ling Leung  BAFS

 保良局何蔭棠中學  廖寶珊紀念念書院  五⾢邑司徒浩中學

 重讀⽣生升 Grade 系列列

 重讀⽣生升 Grade 系列列

 重讀⽣生升 Grade 系列列



DSE

Ling Leung  BAFS

 元朗公立中學

 樂樂樂樂善堂顧超⽂文中學

 鄧肇堅維多利利亞官立中學

 保良局甲⼦子何⽟玉清中學  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金金⽂文泰中學

 荔景天主教中學

版面所限．
未能一一顯示' '

 聖⽂文德書院  元朗信義中學

 順德聯聯誼總會翁祐中學

 聖⺟母玫瑰書院

Ling Leung Grade．



報讀指引

Plan A (Live) / Plan B (video)* 

皇牌課程：終極會計特訓班 

32 堂：由 Costing 教到 Financial 
accounting  

2021 Regular (9月- 22年3月)

缺席 Summer Course 同學 

Regular Plan X (共 8 堂) 
Summer course 已教授的 
Correction of error 錯誤更正  
& Limited Company 有限公司

Plan XM  

2021 年 10月 - 2021 年 12月

必報

12 堂：教授整個 Paper 1

2021年12月 - 2021 年3月

Plan A (Live) / Plan B (video)* 

皇牌課程：終極會計特訓班 

Ling Leung  BAFSEliteCourse 

Plan XM  

12 堂：教授整個 Paper 1

2021年12月 - 2021 年3月

Ling Leung根據2021DSE重新撰寫 

DSE BAFS精英試題操練系列

Ling Leung 每節課堂內容都相當充實，除緊湊的課堂氣氛

外，還會派發⼀一系列列的神級試題集供學⽣生操練。 

作為應屆 DSE ⽣生，Ling Leung 不建議學⽣生缺席任何⼀一節課堂

學⽣生操練吸收需時。 

若若學⽣生想先選擇⼀一個 Course 體驗 Ling Leung 教學的話，請

選 Plan A / Plan B 其⼀一。此 Plan 為 S6 皇牌必報課程 ！

同時報讀 Ling Leung 兩個常規課程，共減 $200



2022DSE 學 生 詳 細 報 讀 指 引

Plan A(Live)/Plan B(Video) : Costing 成本會計

Costing 共四課，包括：Cost classification 成本分類類 ； Absorption costing  and marginal costing 吸收成本
法及邊際成本法 ；Cost-volume-profit analysis 本利利量量分析 ； Decision making 商業決策 

Plan X: 課程內容 100% 與 summer course 相同。只供沒有報讀 
Summer course 同學，與常規課程時補回。

Regular 10-11月增潤課程

Plan A(Live)/Plan B(Video) : Financial accounting 財務會計
除 Summer 已教授的 Correction of error 及 Limited company ，Regular Plan A/ B 將繼續教授餘下所有  
Financial accounting 課題。包括 non-current assets , partnership, ratios, incomplete record , accounting 
principles 等等⋯⋯ 

Regular 12月中-3月課程

12⽉月底聖誕假時，Ling Leung 將舉辦⾸首場⼤大型 Mock ，只收 Ling Leung ⾨門⽣生。考試範圍
為 7 ⽉月 - 12 ⽉月已教畢的課程。 
過往經驗，模擬試將吸引最少過百名來來⾃自不同地區精英 Ling Leung ⾨門⽣生報考。於⾼高壓
試場氣氛下，⼀一較⾼高下。各區精英無⼀一不對 Ling Leung 的 Mock 盛讚

Plan A(Live)/Plan B(Video) : Correction of error (錯誤更更正) &  
                                                        Limited Company (有限公司)
此課程為整個 Financial accounting (財務會計) 的根基，必報課程。

8堂
Summer 7/8月課程

Regular 9-12月課程

14堂

18堂

Plan M : Utimate Intensive Paper 1 

整個 Paper 1 課程，由 business (商業) , Management (管理理) , Accounting (會計) 全包

12堂

3⽉月中將舉⾏行行最後⼀一次⼤大型 Mock 

Ling Leung  BAFSEliteCourse 



Ling Leung BAFS
Plan XM

Business 商業 &

Paper 1

Management 管理理

課程編號:F6BAFSLL1   3期 12 堂

12 堂完美 Cover Business，Management,Accounting 及Personal Finance 

上課地點 班別 模式 上課時間 開課⽇期 *學費(每4堂)

旺角校
MK1A L Sun 11:05-1:20 pm 19/12

$760

MK02 о Tue 4:30 - 5:45 pm 22/12

九龍灣校 KB01 о Wed 6:10-7:25 pm 28/12

荃灣校 TW01 о Sun 11:00-12:15 pm 26/12

銅鑼灣校 CB01 о Sun 4:45-6:00 pm 15/1

元朗特許上課點 YL01 о Sat 10:45-12:00 pm 26/12

Online Video Learning Platform ONL
視像教材會於每週更新，可向報名處查詢進度。 

同學可依照更新⽇期登入本校網⾴收看。 

該堂⼀經開始收看，必須於14天內完成。
$850

符號 L = Ling Leung全現場任教 (Live) 
符號 о = 全視像課堂(Video Learning Platform) 並由Ling Leung提供視像教材

Personal Finance 
個⼈人理理財&

卷一佔全卷 40% ，Aim High 同學不容忽視 ！ 

 Ling Leung 每堂會派發一系列題目，與學生即學即吸收 ！ 

*同時報讀 Ling Leung 兩兩個 Regular 課程，共減 $200 

符號 L = Ling Leung全現場任教 (Live)o = 全視像課堂(Video Learning Platform) 並由 Ling Leung提供視像教材。 
ONL = 全Online課堂(Online Video Learning Platform)並由Ling Leung提供視像教材。 
筆記可在報名分校領取。由於筆記數量有限，如分校筆記已派完，同學可由報名⽇起約5⽇到報名分校取筆記， 
或申請順豐到付服務。詳情請向報名處查詢。

emilyc
文字方塊
8/1

emilyc
文字方塊
26/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