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們是世上的光。」（太5:14）
“You are the light of the world.” Matthew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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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把讀書比喻作「練武」，那麼考試就好比「過招」「攻城」，

贏了就「過關」，輸了就「過不了關」。

　　讀書並不是為了考試，我們不必把考試成績看作一切，但也不應該

輕視考試，因為考試是學習成果的檢視，也就是說，我們不僅要讀好

書，也要考好試。

　　在我們中間有一些人不僅擅於讀書，而且擅於考試，他們的經驗很

值得我們學習。不要以為這些人都遠在天邊，其實他們就在我們身旁。

　　這些年來，西英有不少同學在各級考試中「奪A」「摘星」。在36

周年校慶之際，我們的學長們特意分享他們的學習成果，把「摘星」經

驗傳給學弟學妹，意義深遠。

　　一方面，他們實踐了我們的校訓，如「光」一樣的為他人引路；另

一方面，他們也體現了薪火相傳的可貴。對此我樂為之序。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校長

                                                         簡加言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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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稀記得在公開試成績發布那天，我萬萬也預料不到自己能取得5*等

級。在重讀之初，論語文根基，我遠不及班上同學，只略懂數句諺語和數首

唐詩；論應試技巧，亦遠不及同級同學（筆者於2010年會考中文科成績為3

級）。但為何在兩年之間，成績會突飛猛進？關鍵在於自身的心態，是否願意

主動學習。要主動學習就必要對學科擁有興趣及好奇心，聽起來好像容易，但

知易行難。或者，當你從中文科獲得好成績，會增加你對中文科的學習動機。

在此先和各位分享一些應試心得。

　　希望大家在閱讀以下內容前，想清楚自己是希望學好中文，還是考好中

文。當然兩者可同時兼備，但認清目標，能助你作更好的時間分配。若你希

望穩奪5*或以上，你應長時間地浸淫中文，多閱讀課外書籍及完成足夠的練

習，包括過往的文憑試、高考和會考的試題。另一方面，邏輯思維、批判思考

及廣博的世界觀亦是相當重要。在這方面，通識能幫你一把，但關鍵仍是多學

習、多思考、多批判。

　　在現今標準化的考試制度下，閱讀卷的題型不外乎數種，只要多練習題型

便可輕鬆獲知得分要訣。「先閱題目，再看文章」，這大概耳熟能詳吧？一開

始時不妨先看數題題目，了解這數題題目問及文章的哪部分，最好先做關於第

一段的題目，最後才做關於整篇文章大意的題目。這不但讓你省下時間，更有

助你集中應對題目。

　　在閱讀文章方面，仍是先看題目，了解文章類型，是抒情文、論說文，還

是描寫文。現時考評局比較多使用抒情哲理的文章，因此，他們往往希望考生

中文
郭文煒   嶺南大學
2012年文憑試中文科等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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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表達對文章的個人感受。這雖說無既定答案，但你只要翻閱這題型的歷屆試

題，其實是有跡可尋。閱至此，希望你會標記下來，然後做點資料搜集。

　　看過題目後，當然看看作者名稱，不同的作者有他的個人風格。比方說，

龍應台的文章大多關於人文精神或批評社會等。假若你不懂作者何方神聖，不

要緊，往文章內容努力。

　　在閱讀文章時，切忌一開始便集中在某一段，應先瞥看段首及段尾，看看

這段內容是否適合你要作答的那一題。假若不是，便跳往另一段。畢竟時間及

能力有限，難以在短時間內對文章透徹理解。一旦發現那段適合你作答的題目

時，請小心審視內容，因為答案可能就在其中。在作答時，往往亦需以個人文

字作答，切忌任何答案亦搬字過紙。最後，亦是最重要的心得，閱讀文章及作

答題目時，應用心代入作者感受，嘗試了解作者撰寫文章時的感受。雖然這聽

起來困難，但當你願意踏出第一步，然後不斷嘗試，會發現「其實唔難」。

　　取得良好的成績並不困難，關鍵在於你是否主動學習。這種主動不僅在於

你會主動完成老師指派的習作，更在於你主動完成額外的習作，多閱讀課外書

籍，及反思檢討自身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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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聞說學英語的黃金時間是中三或之前，如果同學能在這段時間掌握文法

運用，學英語便能夠得心應手。或者你會問：「我從來沒有認真上過英語

課，看見英文就頭痛，我是否就這樣錯過了那個黃金時期，這一輩子都不能

學好英語？」我深信：「年輕是本錢，有心不怕遲。」如你有上述疑惑，不

妨參考我過往的經驗，對你或會是個好開始。

每天先看 6:30中文新聞，再看7:30英文新聞

　　先看中文新聞是為了掌握當天的報道內容，減少因不了解英語報道而中

途放棄的機會。看英文新聞宜注意字幕，留意報道員的發音，從而認識不同

詞彙和句子結構，以及訓練聆聽能力。剛開始難免會感到吃力，給點時間讓

自己適應吧！千萬不要放棄。此習慣不但有助學習英語，亦能加深你對各項

社會議題的認識，對應考通識科有一定裨益。

培養作文的習慣

　　參考以往英文科公開試的寫作題目，每星期完成一篇文章。這是鍛煉邏

輯、生字應用和修辭技巧最直接的方法，透過練習你能認清自己的問題所

在。完成後可交給老師批改，相信他們會很樂意指導如此主動、好學的你。

英文
周淑懿   嶺南大學
2007年會考英文科等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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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於複習

　　相信有不少同學在坊間補習，但切記不要覺得時間花了、金錢花了就等

於英文自然得到改善。得到的教材要經常複習，認真找出對自己有用的地

方，這才能發揮它們最大的效用。閱讀理解練習要多做、生字要多串、聆聽

錄音要多聽，英文是可以「溫習」的。

　　很多同學都以為英文科沒有指定考試範圍，於是抱着打「天才波」的半

放棄心態，把精力投放到其他科目上，忽略了英文及格是升讀專上學院以至

大學的最低要求。即使你快要面對文憑試，擔心「時日無多」，但只要你下

定學英語的決心，參考以上心得，持之以恆，你是有機會扭轉劣勢的！

周淑懿   嶺南大學
2007年會考英文科等級：5



88

數學
方鈞富　香港中文大學
2008年會考數學科等級：A

2010年高考純數科等級：A

 

　　考公開考試的同學，需要同時應考眾多學科。主攻其中一、兩科並不值

得鼓勵。而且與其說專攻訓練，不如說自己讀書時間不足，或時間分配有問

題。每隔一段時間，同學應對照考評局所列明各科的範圍，與自己的學習進

度作一比照，評估自己的實力，以及調整自己的進度。

　　所有科目，都必須於公開試前一段時間完成初次或數次的溫習。原因並

不僅僅因為恐怕時間不足，更重要的是同學應養成一穩定的心情。公開試前

完成了溫習的話，可以讓自己的心理壓力減少，而且也不會慌亂。過去曾

看到同學在公開試前挑燈夜讀，這種溫習方法未必人人見效，更多的是溫習

的目標不能達到，自己連精神健康也一併失去。與其慌慌張張，不如提早開

始，站穩步伐。

　　個人不建議同學花最多精神處理數學科。所謂 「一理通，百理明」，各

位同學應該緊抓這一道理，溫習每一章時，應時刻問自己：「這一章的重點

是甚麼？」、「這方程式的作用或意涵是甚麼？」很多同學往往都會埋頭重

複做相同類似的題目，這樣的溫習方法是沒有效用的。如果認為自己懂得的

話，重複多做不會提升一個人在這種題目的了解，只會浪費時間。

　　重複多做同一種題目，不會增加一個人的小心謹慎。這點很多人都會忽

視。重要的是在公開試做對題目，平常怎樣小心也好，公開試都可以大意。

重要的是在真正考試時提起精神來，做對每一條題目，小心謹慎。

　　一點很多同學都會忽視，數學科評考的內容包括初中的數學課程。例如

誤差、百分比及循環數等等。這些課程可能佔的分數比較少，但不要小看一

點點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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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鈞富　香港中文大學
2008年會考數學科等級：A

2010年高考純數科等級：A

 

　　最值得多了解的題目為幾何學，包括多

邊形、圓形及三角形等等。因為它們佔的比

例較多，而且更重要的是幾何學裏面幾個題

種都互相有關係，懂得應付三角形的問題也

會增加自己對另一問題的認識，事半功倍。

另外，方程式的掌握亦很重要，一方面它能

獨立成題，另一方面它可以與統計或幾何學

合併出現在同一題目上，增加了問題的複雜

性。

　　數學卷分為兩部分，文字題與選擇題。

先談卷二，選擇題比較不利，原因是沒有步

驟分，錯了就沒有分。所以，選擇題應先做

較淺題目，可以增加自己的自信心，先取

分數。此外，不懂的題目不要死纏，懂做

就做，不懂就跳，有時回頭再做反而才有頭

緒。再沒有時間，筆者亦曾試過冒險用量角器直接度答案。文字題方面，

同學應多寫多做，有步驟分，而且作答時可能會更有靈感，有意想不到的效

果。而且與卷二相同，先做短問題，既取分數亦能增加自信。

　　不要挑最難的數學題目做。誠然，筆者喜歡做難的題目，解決難題本

身是知性上的滿足。但是，面對公開試，挑最難的題目做，往往事倍功半。

這一點或許所有同學都需要注意：公開試的原則不在於評估各同學的水平，

而在於分開同學在這些學科的優與劣。往往一份考卷要做到的是能夠有效分

辨同學們的水平差距。成功的考卷在於部分題目淺易，部分題目深奧。深奧

的題目的出發點在於分辨出最佳與次等的學生。重點在於「分辨」，而不在

於評估。這點或許沒有太多人注意，但事關重要。部分同學，甚至老師，都

會反複重做公開試最難的題目；而筆者比較少這樣做，很多時難纏的題目甚

至乾脆不做。誠然，或許考評局會舊題新作，但這情況比較少（不是完全沒

有！）出現在最難的題目上。如果考評局設題目分辨最佳的考生，那他們自

然會重新創造新的題目，見所未見。刻意訓練自己做考卷或參考書中最難的

題目，往往事倍功半。假若以刻苦精神，難題接難題的做下去，最終碰巧做

對了考評局最深奧的題目，或許值得自豪。但與此相比，花去的精神和時

間，值得嗎? 殘忍的多說一句，就算不曾做過，難道代表沒有能力解答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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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教育科雖不是傳統主科，卻是影響各位同學日後升學的重要一科，

絕對是大家不容忽視的一個科目。為了幫助各位同學應考通識科，本人希望

透過本文與大家分享應考此科的溫習和考試方法。

　　同學經常會問，沒有考試範圍的通識科可以怎樣溫習呢？我個人認為，

通識科與中國語文及英國語文科相近，着重的是提升能力和積累資料。所謂

能力，便是大家經常聽到的批判和多角度思考能力。而資料，換言之便是各

類型社會時事、知識概念等等。

　　結合以上兩個溫習重點，我建議大家平日應多留意社會時事，尤其是近

幾年發生的香港、中國及世界重大事件議題。在了解不同事件的背景資料之

餘，同學亦可閱讀不同報章的社評，以建立自己對不同事件的多角度與正反

觀點，並學習其建立觀點的方式。此外，我亦建議同學多做不同類型題目的

練習，並要求自己在指定時間內完成，以增進自己對不同類型題目的了解，

以及訓練自己的寫字速度和時間管理。完成之後，亦需要參照建議答案，以

評核自己的答題質素並加以改進。

　　在考試過程中，同學必須切記要仔細審題，在充分了解題目背景和題

型後才可下筆書寫答案。作答長題目時，應先簡略草擬答題大綱，決定答題

立場和各段論點。而在作答不同類型題目時，亦必須應用相應的答題結構。

至於答題論點，應從多方面及不同角度考慮問題，並考慮正反觀點以建立駁

論。論據及資料除了引用題目所提供的資料外，亦可加入其他題目以外的相

關資料。由於卷二要求同學對題目作出延伸，答題時必須引用自己平日所積

累的各項資料。

通識教育
方僖卉　香港大學
2012年文憑試通識教育科等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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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管理對各科考試均十分重要，尤其是對於通識一科。考試前，同學

須先考慮在作答不同分數比重題目時的時間限制。而在作答過程中，應時刻

留意答題所剩時間，時間死線必須跟從。而答題分量亦可根據分數作出判

斷，約兩至三分作答一論點。另外，答題時宜用簡潔文字作答，以爭取時間

思考及建立更多有力論點。

　　最後，本人衷心祝各位同學在模擬考試及公開考試中勢如破竹，旗開得

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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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物理科的學習心得，所謂「一理通，百理明」，我認為對學習內容

的充分理解是最為重要的。

　　相信很多人對物理的印象是一大堆的公式。是的，學習物理的過程會看

見很多公式。所以在考試時通常會提供一些公式表給考生，但我建議各位最

好把學過的公式都記住，不要依賴公式表，記住公式可以提升你的解題速度

和令你可更靈活的使用這些公式。不過，公式不可以死背，如果只是死背公

式，運用時很多時候會出錯。書上的公式大部分亦有證明，先仔細了解公式

的證明，你自然就會記住那條公式了，同時亦令你對公式有充分的理解。

　　至於做練習時，我建議先做選擇題，再做問答題和短文題目(Essay 

Question)。因為選擇題一般比問答題深，做選擇題可先訓練你對物理科內容

上的認識。選擇題做好了，相信問答題是難不到你的，差的只是如何有效地

表達你的答案。

　　做選擇題時，先做淺的，比較淺的選擇題通常只是簡單考你是否明白一

些基本的理論、公式。再做比較深的選擇題，這些問題考的是應變和解難技

巧，可以說是全科各卷中最難的問題了。還有，做選擇題不要只做一次，多

做幾次並試試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同一個問題。

物理
朱偉昌　香港科技大學
2010年會考物理科等級：A

2012年高考物理科等級：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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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偉昌　香港科技大學
2010年會考物理科等級：A

2012年高考物理科等級：B

　　做問答題時，多留意評卷參考(Marking Scheme)，應該如何回答才有

分。如果你的答案有多個要點，盡可能寫完一個點後開新行再寫下一個，這

樣批改的老師較不易因少數了要點而少給了分。

　　最後，希望我的經驗能幫助大家準備文憑試，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文憑試

中有好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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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閱讀下文之前，你應該先問自己一個問題。你是否很討厭化學？如是

者，你不需要往下看了。因為，如果你打從根本對這學科生厭的話，再多的

方法、技巧也無濟於事。我本人從未經歷過討厭化學科的階段，所以我也沒

有建議可以給討厭化學的你。因此我會勸你及早放棄，將精力放到其他科目

上（如中、英文科）。

　　首先要說的是，下面的只是我個人的一些應試經驗，談不上是甚麼做學

問心得。而且也未必適用於每個人，我所分享的只是給各位對於如何應試的

一個參考。

　　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愈詳細的計劃和部署，愈能引領你邁向成功。

如果你還未計劃如何應試，你現在首先要做的是，將現在到公開試前的這段

時間劃分為不同的階段，每個階段應該循序漸進地安排不同的任務。任務可

以是溫習某個課題，也可以是操練多少題目。至於多少階段、每個階段為時

幾長，這要視乎你的資質和你想用幾多時間備試。但不變的原則是，你必須

要在指定的階段完成指定的任務。

　　我以前的經驗就是，將九月到三月大致劃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九月

至十一月）為基礎期。這個階段會再細分為幾個時間段落。目標是要在指定

的時間段落內，完全溫習好一個課題。溫習不應只是局限於看課本，應該要

開始做一些過往公開考試的題目。在這階段不需要過分操練題目，你的目的

應該是透過題目去檢查自己溫習的進度和對這課題的熟練程度。一旦遇到不

明白的地方，你可以知道自己的不足，繼而再去重溫當中的學習重點。還是

化學
黎杰強　香港中文大學
2009年會考化學科等級：A

2012年高考化學科等級：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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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杰強　香港中文大學
2009年會考化學科等級：A

2012年高考化學科等級：B

不明白就應請教老師和同學，盡快釐清概念。除了打好基礎以為，這個階段

是一個好機會讓你盡早感受公開試的出題模式。（你應該準備好以課題分類

的歷屆試題以方便溫習。）

　　第二階段（十二月至二月）為衝刺期，假設你已經完成第一階段，對每

個課題都有相當程度的認識。十二月和二月這段時間內的兩個長假期將會是

你不停操練歷屆試題的好時機。（操練多少年的歷屆試題，視乎你「去到幾

盡」。）在計時的情況下，將每年的試卷由頭到尾的做一次。有別於第一階

段，這階段的目的是為了在一個整合環境下，透過全年試卷去測試你是否對

所有課題融會貫通，去解答跨課題的題目。當完成題目後，趁你還記得答題

時的感覺，馬上對答案。當有不會做或者做錯的地方，即刻翻開課本重溫或

者糾正當中不明白的概念，而不是把答案強記了。背答案是沒用的，明白答

案的由來更為重要。對完答案，你應查看當年公開試的年度報告以了解當年

的考生表現。看看當年其他考生的常犯錯誤是甚麼，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

勝。

　　第三階段（二月至三、四月）是穩步上揚期。距離正式公開試應該還有

一個多月的時間。在上兩個階段，你應該釐清了所有問題和操練了足夠的題

目。在這一個多月的時間，再做更多的操練對你的考試幫助不大，反而會加

重心理壓力（前設是你在第二階段已經得到足夠的操練）。這階段要做的只

是每日維持適度的溫習，以維持對課題的熟悉，保持心境開朗和早睡早起。

　　可以做的，在這三階段都應該做了。最後你只能祈求考試不要太難和考

試時保持良好心理素質。

　　祝各位考取到滿意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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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感謝老師邀請我在此分享學習生物科的心得，以下將會分享我學習的

方法、讀書的心得和應試技巧，希望能夠幫助同學有效地準備生物科考試。

　　學習的方法有很多種，最重要是找到適合自己的方法，而我的方法是預

習。我認為預習相比課後溫習更為重要，因為預習較有新鮮感，主動接觸新

的概念能留下深刻的記憶，閱讀內容並完成課後練習，如遇到問題就在課本

旁邊記下，在上課時就能把握機會向老師發問。如果上課時才第一次接觸內

容，實在很難立即產生疑問，過後如有問題往往會不了了之，既然遲早也要

溫習，預早溫習能有效地升學習的效果，當然課後如果有時間再複習就更好

了。

　　在預習的過程中，我會利用流程圖和列表幫助記憶，因為在生物科中有

很多機制和反應，例如碳循環和氮循環等，每個反應都是一環扣一環的，以

流程圖表達能先了解整個反應過程，之後在不同的步驟旁邊寫下當中的角色

和功能，溫習時就能由外到內有層次地了解整個故事的來龍去脈，不會造成

功能和次序上的混亂。除了流程圖，列表也是非常有用的工具，有些反應是

很相似的，但功能上可能是完全不同，例如光合作用和代謝作用，利用列表

能比較兩者之間的相異，通常考卷最後的十分長題目都會要求詳細的比較。

　　至於應試的不二法門還是勤做練習卷吧！十年舊試題的分量很多，一下

子不能完成，所以需要安排每天定量練習，每天逐步完成所有題目，直至不

用看選擇都答出正確答案就很好了。另外亦要注意標準答案的得分要點，因

為生物科是計要點評分的，答卷時寫出重點能省下不少時間。如果遇到不明

生物
趙美森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2012年文憑試生物科等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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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一定要弄清楚，不要想着死背答案，因為相同的問題常以不同的方式表

達，所以有疑問一定要向老師或同學請教。

　　提醒打算之後繼續修讀生物相關學科的同學，一定要趁考試後的長假

期，好好學習生物科相關的英文詞彙，只要在網上搜尋「生物科英文詞彙」

就會有很多有用的資料，這對日後適應英語課堂非常有用，要不然就會比別

人落後很多，其他人已經用了六年時間去學習這些詞彙！

　　最後希望同學能夠努力學習，好好珍惜考文憑試的機會，因為這是與大

學學位最接近的機會，即使最後未能直接考入大學，付出過的努力也不會白

費，因為日後繼續升學總有機會再接觸到的。無論成績是好是壞，反正一切

都會過去的，所以不要因為一時的高峰或低潮而懷疑自己的能力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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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說資訊及通訊科技(ICT) 這一科很難，難在於這不是單純的「電

腦科」，而是結合了生活應用的電腦科。正因為這是一科應用科目，要取

得高分，不僅要學會書本裏的基本概念，還要懂得應用出來。事實上，我們

每天都在接觸不同的資訊及通訊工具，只要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多觀察、多接

觸，那些看似很難的題目，也只不過在問一些常識而已。

　　一開始接觸這一科，我想每一個人遇到的挫折都是要「背書」。還記得

剛接觸數堂便要記下電腦處理過程：「輸入 ─ 處理 ─ 輸出」，這和想像

中的電腦科有很大出入。不過，要記下這個概念並非難事，唯一技巧就是明

白當中原理，而不是靠「死記硬背」。（往後更有大量課題要記，「死背」

是不可能「生存」的！）詳細點說這個技巧吧！當遇到一些新的概念時，我

們便要把這些概念應用在日常生活中。例子實在有很多，例如使用計算機計

算一道數學題：

輸入：透過數字鍵及功能鍵輸入算式；

處理：計算機根據預定的算法計算題目；

輸出：透過顯示屏輸出答案。

　　

　　又或是給同時修讀生物科的同學們：

　　

輸入：透過眼睛接收光線，把神經脈衝透過視神經傳送至大腦皮層；

處理：大腦的視覺中心對接收到的信息進行詮釋；

輸出：就是你所「看見」的影像了。

　　至於電腦的處理過程呢？現在你應該懂得回答吧！

資訊及通訊科技
陳德政　 香港大學
2012年文憑試資訊及通訊科技科等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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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應用，以及專有概念，這兩方面對於資訊及通訊科技這一科來說同

樣重要。本科有很多情境題都是與日常生活相關的。例如問：你會怎樣把一

個影片檔案分享給一位外國朋友？方法有很多，包括使用對等網絡（P2P）

軟件、上載到影片分享網站、使用雲端硬碟等等，而因為朋友在外地，所以

不能使用可攜式記憶體。對於這一個情境，題目或許會問當中的限制，或許

要舉例，或許要比較各種方法的優、缺點，或是說明某方法的原理，又或是

描述使用某方法的步驟等等，題目類型眾多。作為考生，的確無辦法背誦所

有方法、所有情境。可是，我們亦不必感到無助。我相信同學們也曾遇過這

些情境，簡單地把當時的解決方法回想一遍，想想為甚麼這個方法較佳──

這就是答案了。

　　談到這裏，或許你會想：其實資訊及通訊科技只是一個生活應用學科？

也不是的，一些本科專有的概念亦不能忽視。當中還有很多重要的東西，我

把它們再細分為兩類，一是概念上，二是應用上。最花時間的也許就是概

念上的課題，包括軟、硬件、電腦網絡和通訊協定等。我建議同學們可以利

用每一課書後的概念圖，把大量陌生概念連繫着，然後明白每一個原理。而

應用上的課題則包括如何使用試算表(如Excel)、數據庫(如Access) 來分析數

據；使用超文件標示語言 (HTML)、Javascript 來編寫網站等等。其實這部分

難處不多，雖然我自己也經常對「vlookup」、「hlookup」 等試算表函數感

到混亂，但既然不了解當中原理，何不立即開啟電腦，把所有不明白的東西

好好研究一番呢？當同學們親手寫過函數，以及親手寫過所有HTML code，

我相信你們一定會感到這些東西其實並不難！

　　溫習方面，老說話，多做題目總會有幫助，好好運用已有的資源吧！

（文憑試試卷、樣本試卷、練習卷和2005年及以後的會考CIT卷）把每一份

都做一遍，明白參考答案中的原理，然後知道自己錯誤的地方（這一點很重

要）。如果概念不清，不妨把相關課題重新讀一遍，總比把答案背下來好

呢！此外亦建議同學們整理好一本屬於自己的筆記，記下關鍵的東西、定義

和不明白的概念，於考試前集中溫習。

　　應試技巧方面，也是老說話，先做懂得做的題目吧！作答生活應用題時

不妨向多方面想，盡量多寫一點──所有你想到的，都可能是題目的答案。

作答全部題目後緊記要至少檢查一次，盡量補充長題目的答案，如時間許可

更可以重新做一次某些較難的選擇題。

　　祝各位修讀本科的同學在考試中取得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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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此科所涉及的範圍頗大，但所有議題都與我們息息相關。其實，只

要同學們明白了地理科的「遊戲規則」，在溫習或應試方面就能事半功倍。

　　首先，地理是講求理據和邏輯的科目。正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要正確回答任何試卷上的問題，背誦就是你的第一步。裝備好自己，

努力背好筆記上的論點和例子，日後面對任何資料題及論述題都能迎刃而解。

　　除此之外，同學在學習地理期間，必須釐清各種地理概念。遇到有問題

必須發問，例如「城市化」、「近郊化」、「逆城市化」等專有名詞，千萬不

能混淆各種概念。不然，很容易導致惡性循環，不能正確使用及明白各種論

點。

　　當同學們裝備好自己後，就能踏上應試的層面，最重要是懂得捨難取

易。地理必修部分多達七個議題，但其實我們在試卷上是選題作答。相信每

位同學都會有自己有興趣或擅長的議題，當你遇到你有興趣的議題，很自然你

就不會覺得該議題是困難的。就我而言，我比較傾向「機會與風險」、「轉

變中的工業區位」、「對抗饑荒」以及「消失中的綠色樹冠」等議題。因此，

我考試時大多數都會揀選我最有興趣的議題，以免選答自己的弱項，確保自

己分數穩定。當然，其他議題一樣要背誦和溫習，以應付選擇題及跨課題題

目，但投放的時間可相應調節。因此，當你發現比較有興趣或擅長的議題應

加以針對，並加強該議題的知識，對於日後考試選題作答方面有一定幫助。

地理
李佳益　香港理工大學
2012年文憑試地理科等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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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們在審題方面也要非常小心，因為同學們往往忽略了審題的重要性

而導致離題。所以，審題的時候，必須看出題目的重點，然後針對該重點，

提出相應的論點和例子，並加以論述。在資料題方面，同學們亦可以在審題

時，留意一下該題目的分數。分數愈多，所需要的論點也較多，而且所答的

論點應多過該題目所提供的分數。舉例來說，該題目為兩分，我們作答時最

好答三至四個論點﹔該題目為五分，我們作答時最好答六至七個論點，以確保

拿下所有分數。

　　我認為5*和5**的分別是取決於「準確」和「修飾」。在答題方面，我

會將一個論點配合適量的論述，並加一至兩個例子。盡量避免在答題時有太

多的申述，免得過於累贅，浪費時間。因為地理科是講求準確，不是以多取

勝。還有，如何在眾人之中勝出，「修飾」就是重要的一環。大家也是讀同

一本書，腦海中也有着同一樣的論點，要突圍而出就要運用一些特別例子或

特別的專有名詞來修飾論點，以加強自己論點的說服力。而這些例子或名詞

就可以在互聯網和一些專業評論員中吸收，並加以運用。例如，我們形容一

些行業必須轉型可以用「騰籠換鳥」、「雙轉移」等等詞彙代替。只要用得適

當，就能夠大大加強自己的論述，與其他考生相比，高下立見。

     最後，我很希望各位同學看完這篇文章後，從中有所得着，並祝願同學們

在公開考試中取得理想成績。



2222

　　闊別中學生涯一段日子，那段為中史拚搏的歲月亦化為遙遠的記憶，戰戰

兢兢地跨進了多彩自由的大學生活。回望剛研習預科中史時，差點被那浩瀚的

史海吞沒，感到迷茫、沮喪，像在死亡邊緣間徘徊，幸好直到後期開始掌握生

存技巧，乘風破浪，最後取得滿意成績。

　　記憶和整合資料的方法，是研習中史至為重要的一環。溫習時只對着滿佈

螢光筆和零碎的手寫補充資料並非記誦的最好辦法。在閱讀課本、理解每課題

段落的重點後，將主題、標題抄錄在筆記中，再以列點方式錄下當中的例子、

重點字眼和引文等。此外，亦不忘將老師在課堂中和其他筆記所述的新觀點加

以收錄在筆記中，由此製作屬於自己的「奪A秘笈」。比較他人或者補習社的

「雞精」筆記，自製筆記有着更強的親切感，皆為自己曾閱讀和理解而濃縮的

資料，在溫習時更能勾起記憶，節省時間。除此之外，輔以圖畫在文字旁邊，

亦可加強記憶，例如在記述鄭和下西洋所攜的船隊種類有寶船、馬船、戰船、

座船和糧船時，我會在旁畫上一匹戴着首飾的寶馬坐在坐墊上乘涼的情境，每

次回想此圖，腦海自然浮現所有資料。因此不妨發揮自己的「小宇宙」，感受

「原來背書都可以咁好玩」的樂趣吧！

　　靈活的思維和應變亦是爭取佳績的重要條件。準備答題時，最好以書中的

資料為先，觀點為後。以基於題目要求的課題，回憶相關例子，想一想有沒有

更適合和創新的觀點去回應題目，然後以相關的史料去支持你的觀點，自然

能自圓其說，言之成理。例如我在公開試中，回答一條唐代稅制與其盛世關係

的題目時，除了描述書中所提及，稅制本身的優點外，亦就其稅制徵收的內容

加以聯想，以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好處：由於政府會收取不同種類的作物，多元

化生產分散某作物失收風險，而且鼓勵女性在家生產織布，社會間有不同的產

出，有助帶動經濟發展，社會繁榮。此外亦用了因果角度分析稅制是令唐代繁

榮的關鍵，當稅制逐漸崩潰時，社會間的經濟隨即出現混亂。結果我在這題目

中史
任偉健　香港中文大學
2012年高考中史科等級：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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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取得了接近滿分的成績。而建立這種創新史觀的方

法莫過於平日留意老師在課堂對某人或某制度的分析

和意見，另外利用中文、通識科的議論文寫作技巧，

利用不同角度去剖析史料。做到「人無你有」，而非

人云亦云，自可突圍而出。

　　小心審題，雖然幾乎每科老師都會重複提醒，聽

來似乎陳腔濫調，卻為至理名言。就如茶餐廳一樣，

客人點了「乾炒牛河」，但你卻煮了「星洲炒米」，

無論那「星洲炒米」有多美味，你仍會被退貨；相

反，你做出一碟味道平平無奇的「乾炒牛河」，但合

乎要求，最後仍會安然無恙。回想當初有校內測驗題

目要求回應王安石變法有否切中時弊，而我卻春風得意地詳述其變法內容及其

好處，完全未有回應題目要求「變法內容有否針對時弊」，結果該題獲得一個

慘不忍睹的分數。離題是比「交白卷」更慘烈的一種結局：有讀書、有付出，

卻徒勞無功。因此，一打開考卷，發現出題為自己所熟悉的課題時，請先保持

鎮定，先放下那蠢蠢欲動的原子筆，小心理解題目，尤其先在引言中定義一些

題目中較為含糊曖昧的字眼，在撰寫內文時不時回看有否回應引言所定義的要

求，在每段末亦請花一、兩句解釋為何資料與題目相關，務求符合題目要求。

  

　　中史，也是一門需要與時間競賽的科目。在最短的時間寫出最多的內容一

直是我們的目標，縱使字數並非與分數有直接掛鈎的關係，但充足的字數意味

着內容的飽滿和史料的充分，只要沒有文不對題，要取得良好的成績絕不是難

事。故再次建議同學做筆記，在平日溫習時亦準備一疊稿紙，不斷抄寫重點字

眼，熟悉筆順。同時亦可透過參考高分而字量較多的範文，嘗試觀察其文字風

格，加以仿效，改善寫字速度。

　　最後，清晰的目標對於成就有着決定性的影響。倘若只將目標定在合格

線，那你的付出和最後的成績只會維持在合格線的水平。中史是一門低投資風

險的學科，只要有實實在在的付出、經營，定必有着成正比的收益──成績。

還記得當初我將目標放在中大，在桌前貼滿了大學的照片，在溫習時、怠慢

時，時刻提醒自己奮鬥的理由。而現在，當初的目標已順利達成，我亦正身處

那時照片中的地方為下一個目標奮鬥着。因此，不妨將目標放遠，相信自己

的能力。每當溫習至迷茫、失意，甚至「唔知自己做緊乜」的時候，請問問自

己：「為咗大學、為咗將來、為咗理想，你可以去到幾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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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科對不少人來說是一科頗為沉悶的科目，認為大多都是靠死記硬背

就可以取得高分。事實上在我中學生涯中，我也嘗試過用這種方法，但效果

出來只是差強人意，雖然背誦仍然可以取得合格的分數，但要取得高分，還

是要靠細閱題目要求和字眼、注意文章結構和反覆溫習史實等方法。

　　首先是仔細閱讀題目，每道題目最好仔細閱讀兩次，避免答案離題。同

學們要找出題目的發問字眼，再對症下藥。例如「描述」是把相關史實引用

一遍，「解釋」則是以歷史證據來解釋答案，而「追溯」是要以時序形式來

解釋答案。這些不同的發問字眼有着不同要求，不能一概而論，隨便引用史

實。 

歷史
譚樂怡　嶺南大學
2012年文憑試歷史科等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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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是在文章結構方面，第一是引言，回應題目，如有需要，可再大概講

述背景。第二是給出有力的論點，同學們要用史實解釋論點。第三是相關和切

題的例子，最後是結論。這樣可避免文章結構鬆散，也可給人感覺到答案有

條理。

　　最後是反覆溫習課程內容。同學們在這幾年需要學習的課題眾多，歐洲

史、香港史、中國史和日本史等等，如果考試前夕才一次過溫習可能會太吃

力。因此最好在每一個課題的每一章完成後就定期翻閱，鞏固和強化已學習

的知識。

　　事實上，學習歷史也是一門學問，就讓我們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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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起經濟，不少同學可能都會感到恐懼，覺得無從入手，因為找不到讀

經濟的方法。其實，讀每一科也要找到合適的方法，經濟也一樣。我自己過

去讀過不少科目，高分往往離不開勤力，但經濟卻不同，不是勤力就可以取

得好分數。

　　首先，讀經濟千萬不可急於做歷屆試題，第一步是要把每一個理論，和

理論裏面的每一個細節都理解清楚。記住，是理解，不是背，因為你永遠背不

完。只要理論的一個細節改變，後面的東西便要重新推演，而改變的方式千

變萬化，所以背理論是沒有意思的。

　　經濟唯一要背的是一些專有名詞的定義，例如「利潤」、「均衡」等，經

濟學不同學派可能有不同解釋，所以這些是有需要背的。

　　當你認為自己對某一課的基礎，包括它的假設、理論和推測都有一定認

識，便可拿起歷屆試題，做相關題目。第一次做，十條裏面，可能會錯了九

條，這是正常的（如果你答對一半以上，證明你是天才，或者你只是撞對

的），然後要做的是最重要的步驟，就是把每一條不明白的地方寫出來，然

後查解題書或問老師。這是一個需要耐性的步驟，因為第一次做的問題會很

多，當找到答案解釋後，便嘗試理解為何解釋是這樣，不明白便再問，直到

理解清楚。（千萬不要光是背解釋，如果沒有理解是沒有意義的。）

　　我的習慣是用另一本筆記簿寫下解釋，然後便用相同方式溫習下一課，當

問清楚第二課的問題和記下解釋時，便是時候重做上一課。這樣做的好處是

經濟
陳家文　香港浸會大學
2010年會考經濟科等級：A

2012年高考經濟科等級：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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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會忘記第一課的答案（尤其是選擇題，1.B、2.C、3.A⋯⋯）。第二次做的

時候，嘗試用之前理解過的一切去做問題，如果忘記了，便翻查之前寫下的筆

記，然後再溫習第三課，不斷的重複。

　　用這樣的方法，你會在老師教完整個課程時，已經對每一課都至少溫習

了兩次，而且都有解釋。最後要做的，便是由第一課開始重新做歷屆試題，

忘記了解釋便看筆記。有些概念總是記不入腦，或自己常常犯錯，便用螢光筆

記下，考試前幾天重點溫習有螢光筆的地方。這樣便能節省時間，不用在考

試前浪費時間溫習一些自己已經清楚的地方。

　　有些人常常強調做歷屆試題，但我認為，如果自己對每條問題的答案都

能清楚解釋，便已經足夠，與其浪費時間背十次試題，不如認真地做兩、三

次，理解清楚題目答案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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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如其名，集合了營商所需的基本知識。從考

量營商環境、進行集資、聘請員工、推廣產品，到記錄公司業績去編製財務

報表，不同的範疇，同學們都需要學習和應試。如想在此科獲得好成績，當

中是有步驟的。從接觸大量的知識到理解，又由理解到牢牢記下和熟習如何

應試，當中最重要的是有足夠時間完成所有步驟，切忌臨渴掘井。

　　當我們知道時間是如此重要後，接下來的問題便是如何完成上述步驟。

接觸知識，可以從老師講課和自己看參考書中完成。在聽老師的講課時，專心

是十分重要的，因為直接影響到須用多少時間完成理解的步驟。在課堂上專

心，多能從老師的講解中理解內容，毋須額外花大量時間去理解課文。

　　當然，有時候課文的內容是不能一時三刻明瞭的，我們便須要以額外方

法去完成理解過程。向老師請教當然是一個好方法，但問老師之前還有一個步

驟，就是理清自己不明白的地方，從而切中不明白之處地問老師。因我們有

時候只是在課文內容中一些位置有疑難，便應就疑難地方向老師請教，而不

是輕易說：「老師，某個課題我全都不懂，你可否重新再教一次？」這樣做

的好處是理清過程中有可能自己能理解，儘管還要請教老師，也能縮短所需

的時間。

　　理解內容後，便是背誦的開始。背誦是一個刻苦的過程，但這是極其重要

的，因知識是需要我們反覆去接觸才能牢牢記住，反覆接觸的過程便是背誦的

過程。能背誦內容的多少便決定你在考試中能回答題目的多少。背誦的過程中

還有一點須注意，那就是自問自答。如何自問自答？就是在心中要設下一些題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周錫康　香港浸會大學
2012年文憑試企財科等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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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之後重整內容背誦出來。這有助我們在考試時，遇見類似題目能立刻從

腦中找出答案。

　　當我們完成上述步驟後，便應熟習如何應試。熟習應試有兩個方面，分別

是熟習如何選擇合適的課文內容去回答不同的題目和熟習考試模式。從第一方

面看，除了背誦的過程進行自問自答外，還須要接觸歷屆試題，包括文憑試、

會考和高考相關的試題。當我們大量接觸歷屆試題後，我們便能更易知道考

評局的出題方法，從而有所準備，見到相似題目後便能立刻寫出答案。在熟

習考試模式方面，重要的是訓練自己能長時間集中精神去作答題目，方法可以

是得到完整的試題後，為自己設下時限去作答，不要中途去做其他事情。長久

之下，在正式考試中便能長時間答題。

　　以上只是我一些學習和應考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的淺見，還望能幫

助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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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及當年讀旅遊科的心得和考試技巧，我認為總離不開三大要點：一、讀

得廣；二、答得準；三、寫得快。

　　首先，閱讀、理解、再背誦，是學習的最先決條件。除了上堂的課本及筆

記外，有志奪取4級或以上的學弟學妹應熟讀最少五至十年歷屆公開考試試題

及坊間有質素的習作。透過理解和背誦標準答案，有助改善答題技巧，而且更

能熟習答題形式。另外，要收集近大半年重要的旅遊新聞，以應付選擇題及作

長問題的額外例子。最後，建議閱讀及記下由政府出版的旅遊刊物資訊，內有

很多與旅遊業相關的知識及現時的整體發展，此舉有助再進一步豐富長問題的

答案及應付選擇題。

　　當讀得夠多、夠廣，在回答問題時便要抽取重點及加上合適的解釋，但要

避免句子過分冗長。另外，若考試出現一些較新的題型，應抓緊問題重點字

眼，歸納過往所讀的相關答案，再總結成該題答案，不建議憑個人常識創作。

若題目沒有回答限制，建議多寫一個後備答案。

　　最後，時間對有備而來的考生來說，十分重要。日常練習時，要訓練自己

在限定時間內寫到某一定的頁數（例如：要求自己五至八分鐘內答滿一頁考試

用紙，一行約十六個字）。保持這速度可在回答卷二時，令你有更多時間豐富

答題內容，在考試完結前更應有十至十五分鐘時間複閱及修改答案。

旅遊與款待
陳杞彤　香港理工大學
2012年文憑試旅遊與款待科等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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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西英的學弟學妹，距離公開試尚有約五個月，但願你們把握每分每

秒，盡力爭取佳績。最後附上一句本人當年很喜歡的鼓勵說話：

　　「此刻打盹，你將做夢；此刻學習，你將圓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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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是一件神奇的事，無論把甚麼放進去，它也一樣生產出沉悶來。當初

答應老師寫這篇「視藝科讀書心得」，亦是因為自己心底裏很不同意現在視藝

科文憑試的評核方式，尤其是它取消了作品面試一環，評核者根本沒有機會親

身和同學討論創作，只能透過寥寥數頁的「研究工作簿」來了解他們的意念和

思維。須知藝術從沒有一套如「一加一等於二」等標準而終極的公式，把它扔

入評估空氣污染指數的思維中，得出的結果實在比沉悶更可怕。

　　面對這個暫時避免不了的體制，應試方法便顯得重要，因為只有用最簡便

的方法應付過去，大家才能保留時間完成自己認為更具意義的事情，如多看幾

本課外書，或者做些不需向別人交代太多的創作。本文為現時正選修視藝的中

六同學而寫，事先聲明，我是在高考舊制下的學生，沒有面對新學制的經歷，

只能以一個同時是過來人又是旁觀者的角度提出一知半解的建議，嘗試代入你

們的位置，想像如果自己明年四月便需要步入視藝的試場，有甚麼需要注意，

又可以如何安排接下來的時間。本文唯一的說服力是筆者現正就讀中文大學藝

術系，並於過去的中學會考和高考視藝科中，得過A級的成績。條條大路通羅

馬，建議只供參考，總之別過分「認真」就是了。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毛

澤東的意思是要團結有限的力量，集中攻擊真正的目標。換過來說，面對考試

的首要問題自然是：「哪裏佔分重？哪裏佔分輕？」視藝科一半分數在校本評

核，另一半在四小時的即場考試，以下將分別討論之。

視覺藝術
黃永生　香港中文大學
2008年會考視覺藝術等級：A

2010年高考視覺藝術等級：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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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本評核大大減輕了一試定生死的壓力，在大多數的情況下（因為王維

基，只好加這一句），只要大家願意投放時間和努力，自然會有好結果。

　　研究工作簿佔分很重（百分之二十），切忌輕視。它類似作文時的大綱，

草稿和資料搜集，是一切的起點和核心，是創作期間的所思所想。一本理想的

研究工作簿除了有助我們整理清楚自己的思路，亦能讓別人更深入地了解我們

的創作，因此必須認真製作才是。同在中大藝術系就讀的楊媛茵師妹當時考了

5**，她的意見是：「失敗過程有幾多寫幾多，然後就可以寫反思、如何改善

和影響。」

　　每年總有些同學嘔心瀝血地執着於作品，最後一刻才補畫草圖寫文字，這

是最不可原諒、大錯特錯的做法。未經深思熟慮，便把精力投放於作品上的某

個細節，等同還未弄清楚自己想到哪裏便胡亂向一個方向衝，那無論大家跑得

多快，步伐如何優美，亦不可能到達目的地吧？何況在時間有限的當下，我們

實在不應過分執着於獨立作品的完成度，留時間做好「研究工作簿」或準備即

場考核更為重要。 

　　本文寫成的時候，中六的同學們即使未完成研究工作簿，亦應該正進入較

後期的製作了，所以這裏只有一個建議：請各位時常記掛住那位面對電腦螢幕

已經整整一天、滿眼紅筋、面容扭曲的可憐考官。為己為人，請做好工作簿的

排版，確保它是醒目的、清晰的，甚至是有個人特色的。保持文字的簡潔，有

時幾張圖片更勝千言萬語。版面配置甚至可參考某些有風格的雜誌，總之就是

要教快要睡着的考官眼前一亮，而閱讀起來又是舒服的。 

　　另外，每天埋首於校本評核的時候，可別忘記我們還有一半分數在四月的

試場上！特別是「視覺創作」一環，明明佔分百分之四十，同學卻往往花最少

的時間去準備，教人百思不得其解。

　　「評賞」環節考驗同學的藝術知識、文字功夫和獨立思維能力。相信平日

已經喜歡看書、中文科成績亦不差的同學，對此應該沒有太大困難，要不然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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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起就要將勤補拙了。即使一個月只能看完一本書，考試前也能看五本呢！為

了盡快對藝術史上各個主義和時期的特色有個大概認知，可以暫時放下只描寫

某個藝術家或時期的書，重點找概論式的來看，它們通常都有《圖解藝術》、

《認識當代藝術史》或者《從某某主義到某某主義》等類似形式的書名。閱讀

時亦可以反時序地學習，因為愈近代的資料在考試中就愈重要。如果遇到類似

「一百位你必須知道的當代藝術家」如此大口氣的書，建議同學別花錢買，當

場就把它看完吧。

　　念書時除了硬知識，還要多留意作者描寫作品的用字和語法。藝術領域裏

有很多特別的用字來評賞一件作品，並不只限於美麗不美麗或者色彩是否豐富

的層面，空間有分正負，細緻如「抽象」也可以有冷暖之分，或者討論立體作

品時經常會用上「危險感」和「壓迫感」等。掌握這些用字能幫助我們在評賞

時更快更精巧地表達想法，即使對作品本身的背景歷史不太了解，言之有理地

表達作品所呈現的內容亦可得分。

　　近年人人都愛把「創意」掛在口邊，常常使人誤會藝術或設計就只是腦袋

上的功夫，以致即使是視藝學生，亦經常看輕素描的重要。大家從沒有想過

畫一隻米奇老鼠和畫一個人體之間的關係（視藝室的書架上應該有本《動畫基

礎技法》，有時間可以看看），以致總是面對寫實能力薄弱的問題。希望改善

的同學請去找一本名為《像藝術家一樣思考》的書，誠實地完成書裏各個有趣

的練習，那大概能在一、兩個月內獲得不錯的提升。最簡化的繪畫過程，其實

就是畫甚麼？用甚麼畫？畫在哪裏？掌握了描寫和媒介，之後才談構圖、談色

彩。

　　應試當日，不要忽略前往試場前的時間，吃早餐或者在車上時，用輕鬆的

心態隨意畫些東西或者線條，目的是讓自己進入繪畫的狀態，也作為眼和手的

熱身，因為它們間中會合作得不好。 

　　「視覺創作」為時三小時十五分鐘，可以用十五至二十分鐘來畫腦圖和草

稿，十分鐘寫創作者自白，餘下的才用於作畫。習慣用腦圖來幫助自己開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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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絕對是關鍵，我通常會放棄頭兩、三個想到的構思，因為它們一般都難免

「大路」。草圖不用大，反而小的更利於考慮整體。畫它六七八張，一些黑白

的專注於構圖，一些專注於顏色分配。克服畫錯的恐懼，習慣用大號的筆開

始，先處理整體感覺，才慢慢進入細節。

　　到底能否越過藝術的本質問題，而只談應試的策略？寫到最後，依舊在質

疑。獲取知識的過程往往痛苦，還要面對考試無疑是百上加斤，人到底要靠着

甚麼樣的信念才能走下去？在集中營裏生活過的心理治療師維克多‧弗蘭克指

出：「Despair is suffering without meaning.」正如船隻必須沉重，因為只有內

裏為實在的意義所填充，它才能無畏風浪地向遙遠的彼岸駛去。寄望同學在追

求高分之餘，亦別因為考試而忽略了事物本身的樂趣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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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日子如何

　　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申33:25)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

學校電話：24782424；24782552；24782494

電郵：schooladmin@gslc.edu.hk

學校網頁：http://home.gslc.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