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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經得起考驗的，只有真材實料。

林溢欣（下稱 YY LAM）於高考取得 3A（中化、文學、中史），成
為全港極少數的文科狀元之一。取得文、史、哲三科狀元的補習老
師，全港只有一個。

您的信心來源，不是廣告和空虛的技巧。而是教您的人，真正面對
過您面對的困難，而且取得成就。中國語文、寫作分析，全盤教授，
星級名師只此一家。

YY LAM 其後升讀聞名世界的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畢業論文
及十個主修科目皆取得 A 級成績。難得的是，YY LAM 奪 A 科目包
括古代文獻科目（文言文）及現代文學科目。在同屆畢業同學共 107
人之中，取得一級榮譽畢業（1st Honours）僅有 6 個，YY LAM 正
是其中之一。

中大中文系一眾教授學識淵博，享譽學界。畢業生必須先讀畢強制
課程，才能選讀選修課程。在如此正宗、權威的課程訓練之下，才
能培養出中文專家，才稱得上系出名門。

YY LAM 其後成功考上同系的研究院，攻讀哲學碩士學位（Master 
of Philsophy），專研古代文獻及哲學思想。研究院先接受全球學生
申請，各自撰寫研究計劃，最後安排面試，極為嚴格。每年收錄同
範疇的學生不超過兩個，畢業前需撰寫研究論文。YY LAM 的論文內
容多次發表於國際學刊，總字數超過十六萬字。

哲學碩士非同一般文學碩士。文學碩士每年所收過百人，只需修畢
要求學分，即可頒授學位。而哲學碩士的甄選極為嚴格，而且必須
完成研究論文。學習中文，研究中文，寫成文字。三個循環，一個
名師！

星級導師，我們只信一個，YY LAM。

中文‧一應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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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YLAM 寫作教材以自己專欄+文學創作+作家精選+學生範文構成，只此一家。

另外的55%，YY LAM也幫您做足準備。

45%個人努力+45%老師 +10%運氣 +狀態。

45%老師，近在眼前。

學習需要時間的付出。付出和收
穫的回報率不一定相同，但必定
成正比。您是否願意溫書，關鍵
在於這科的趣味。老師授課是否
太過乏味？中文科很沉悶？  

考試固然講求運氣和個人狀態，
考的範圍有否觸及？考的題型有
否訓練過？臨場發揮如何？這些
都是重要因素。運氣、狀態不只
是個人問題，老師涉獵過所有題
型嗎？是否已經提前替您分析臨
場考試問題？

報了一課之後，您會明白：學習中文從來都不是一招兩招三招：教您用這些句式配搭，教您背誦

艱深字詞……這類陳腔濫調、人人皆同的答案，換了您是閱卷員，您會給高分嗎？

一匹千里馬，尚且需要遇上伯
樂，何況是您？真材實學的老
師、專業精闢的筆記，YY LAM助
您輕鬆取得 45%。

45%個人努力。

45% 老師。

10%運氣+狀態。

+

+

考試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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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徵博引‧古今兼備

中化科涉及數千年文化，議題甚多。至於新高中中國語文更是範圍廣闊，
難以捉摸。學生真正需要的，是一位具真材實學，能夠舉一反三，再配
以不同答題技巧的導師。上過YY LAM課的同學都會有一個共同感受：學
習過程非常滿足，因為YY LAM學識淵博，上堂時隨便可以穿插生活語言、
歷史趣事，涉及倫理、哲學、語言、歷史等等方面，對於應付不同分卷
及提升整科的能力，有莫大幫助！至於YYLAM主修古文，又於香港文學
等科目取得 A 級成績，創作散文、小說等等，古今兼備，是唯一能全面
教授各卷的名師！

穿插技巧‧照顧差異

知識、內容之外，技巧也是不能忽視的環節。作為高考3A狀元，YYLAM
對於公開考試模式及答題技巧都有深入認識，歸納出應試、答題等獨到
技巧，自成一家。至於學生能力有差異，最重要是懂得深入淺出的教授
方法。YY LAM舉例由淺及深，又於筆記上列明注解方便同學溫習，照顧
不同能力的學生需要。中大中文系的傳統和信念是：一個都不能少。選
擇了我，我就要為您做到最好！

考評為本‧堅持理念

公開考試自然有獨有模式和出題方針。坊間老師標榜教授捷徑花招，以
貼題為賣點。實則新高中中國語文及中化科範圍多涉，貼中而學生沒有
內容應答，一樣徒勞無功。YY LAM堅持在課堂中滲入不同語文知識，附
以答題內容、例子，使學生內外兼備，學習、考試相輔相成。

親力親為‧亦師亦友

從課程規劃、筆記、配套、課後支援，YYLAM 都親力親為，才能使老師
教學、學生學習兩個過程得到緊密連繫。學生需要的是為他們著想的老
師，不論是任何一屆的學生，YYLAM 都珍而重之。此外，YYLAM 與學
生打成一遍，亦師亦友。了解學生思維，從啟發、溝通，到回饋，學習
過程從此變得輕鬆而又滿足。

教學風格

思維技巧‧無出其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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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配套‧重質重量

YY LAM 明白時下學習需要大量配套，於是與一眾博、碩士朋友成立了非牟
利機構：演講會（THE SPEAK-UP SOCIETY）、學術演講會（THE CLUB 
OF ELOQUENCE ），舉辦免費講座，照顧不同學生需要。此外，YY LAM
亦有親手撰寫的散文集、文言文分析、報紙專欄結集等不同參考專書。另外，
YY LAM亦與一眾志同道合的各科名師錄製影片，以輕鬆手法帶出學習問題。
網上資源例如 Facebook 個人專頁（YY LAM）、個人網頁（www.yylam.
com.hk）、Youtube Channel（yylamproducer）都會定期擺放語文資訊，
提供額外學習途徑。至於學生最關心的歷屆試題、MOCK 卷更會獨立印製，
方便學生溫習之用。

為您準備最好，為您作好準備。

配套

親寫文言文參考專書—《吾識文言文》、《通識文言文》、《文言字詞深化匯 

編》、《全識文言文》

每周報章專欄

歷屆試題

親自編定貼近考評局的MOCK 卷

免費批改作文、綜合

問書電話

現場問書時間

網上討論區

大型講座、分享會

真正的最全面，在於全面全天候的支援。我借此衷心感謝，我的團隊–YYLAM’S ELITE

教學風格

課程包括全面筆記、真正 5** 星級範文、精讀本外，包括寫作及綜合，提供最專業評分、意見，

同學亦有不同的途徑，包括：FACEBOOK、Instagram、EMAIL、批改、現場問書時間等方法問

YYLAM 及他的星級團隊。

思維技巧‧無出其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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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配套

林溢欣親自率領逾四十位頂尖中文導師，成員以中大中文系為主幹，全
部奪 *及 A 者無數，打造獨一無二，真正全面的教學團隊。

1. 高成效改文服務 ( 作文及綜合 )

費用全免
頂尖導師批改
（YY LAM與一眾於公開試奪得A/5**的專業導師批改，最詳盡評語及指
導，非坊間一般寥寥數語可比。）

2. 中文診症室

費用全免
由林溢欣學術團隊成員駐場，小組補習，解答中
文科疑難

唯有全面，才能真正走在最前。

全面配套

中文‧一枝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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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配套

課程包括精心打造的筆記、真正 5** 星級範文、精讀本

提供閱讀、寫作、聆聽、綜合的模擬練習

提供免費改文服務，包括寫作及綜合，提供專業評分、意見

由 YYLAM ELITE 團隊定時到各分校免費解答同學問題。

同學亦有用不同的途徑，包括：Facebook、Instagram、討

論區﹑ Email 等方法問 YYLam及我們的 ELITE 團隊。

歷年派發的補充專書：

全面配套

中文‧一枝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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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出名門．一脈相承

系出名門．一脈相承

與指導教授合照
YY LAM 曾經擔任中文系系會主席，
舉辦多項活動，能文能武

補習‧絕不將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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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文化．貫通中西

體驗文化．貫通中西

足跡遍及北京、西安、日本、泰國、韓國﹑馬來西亞、捷克、希臘、
德國、法國、英國、匈牙利、奧地利、瑞士、意大利、澳洲、冰島、
以色列、敦煌等地，體驗文化、融合中西。

補習‧絕不將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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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全面推薦

學生全面推薦

佳績‧一脈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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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權威、貼緊考評局模擬考試  

YYLAM於 2021灣仔會議展覽中心，一連兩日，舉辦了中文科模擬考試，
逾千人參加，試後更設排名、LEVEL、講解、分析、評語及評分，極具
代表性。

舉辦權威、緊貼考評局模擬考試

超過 800 人於灣仔會展中心考核「基準試」

2019 年基準試

佳績‧一脈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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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尖中文學歷

學術文章刊登於國際級學術期刊，如《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九州
學林》（香港）、《雲漢學刊》（台灣）、《古籍整理研究學刊》（內地）
等等，年紀輕輕備受肯定。

  頂尖中文學歷

中文‧一應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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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全面

創作全面

身兼《星島日報》教育版「中新學林」、「文憑試精讀專頁」、《明報》「明
Teens」、《藝文青》及《WAGAZINE》多份專欄作家，內容涉及文學創作、文言
教學、時事評論等不同範疇。
中學已獲作文比賽獎狀。大學選修香港文學、寫作訓練等相關課程，皆獲 A/A- 級
成績。創作文章刊登於《明報》、文藝刊物《學文》及潮流雜誌《Wagazine》等。
《吾識文言文》（中文大學校長題序）、《通識文言文》（兩書於 2014 年結集成
《全識文言文》再版）等文言專書相繼發行，能教能寫。
2014 年出版《中文寫作思維》，一度斷市，三個月內刊行至第三版，贏盡口碑。
2014 年與中文大學中文系歐陽偉豪博士出版《兩代中師散文對讀》，演繹不同散
文風格，開拓文學創作新形式。
2015 年出版《文言字詞深化練習匯編》，致力開拓文言文教學法。
2015 年擔任文言文專書顧問一職，推廣文言教學不遺餘力。
2015 年出版《寫給年輕人的話》，一度打入各連鎖書店排行榜，銷量逾四千本，
並因此獲邀擔任書展講者及出席「名作家交流晚宴」。
2016 年出版《說話誌》一書，各大書店反應熱烈，印刷八千本。
2017年與林溢欣團隊出版《旅禍》一書。翌年，與團隊再出版《文字狂想曲》、《5**
中文寫作範文》兩書。 
2018年出版《再給年輕人的話》一書，並獲「香港金閱獎」頒發「最佳文史哲」獎。
2019 年與團隊成員黎鈺瑜出版《從你的想像到我的現實》一書。
2020 年與 Joint us 聯合出版《臨場必備系列：文憑試模擬試題——卷一》                   
2021 年與 Joint us 聯合出版《臨場必備系列：文憑試模擬試題——卷三》

中文‧一應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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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辦雜誌

          創辦雜誌

2014 創辦雙月刊《藝文青》，推廣中文、文化。

思維技巧‧無出其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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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溢欣接受
《3 週刊》訪問

獲不同媒體邀請訪問

新MONDAY〈師法術〉

  獲報章如《晴報》、《頭條日報》、《星島日報》雜誌如《新Monday》、
       《FACE》、《3 週刊》電台如「新城知訊台」、「叱吒 903」訪問教學 
       心得及試題分析，備受各界肯定。
  獲香港無綫電視台《星期日檔案 (2013)》、英國電視台訪問有關中文科 
 文憑試教學心得。
  2014 獲香港電台「奮發時刻」訪問，分析 2014DSE 中文科試題。
  2014 獲 NOW TV「講呢 D」訪問教學心得及採訪上課情況。
  2015 年獲蘋果日報副刊邀請，於「蘋果動新聞」講解中國文化知識。
  2016 年接受 ViuTV《經緯線》訪問，探討有關香港補習文化。 
  2017 年獲網上時尚活動群組，"who are invited" 邀請接受訪問。
  2017、2018 年擔任明報中文科升學講座講者。 
  2017 年獲 Birmingham Hong Kong PASS 邀請，當日同場的有前民主 
       黨主席劉慧卿、立法會議員林卓廷、邵家臻。 
  2018 年獲亞洲電視邀請，擔任《百萬富翁》中文題目擬題者及作深入 
       講解。 
  2018 年獲香港大學學生會「青年文學協會」邀請擔任致辭嘉賓。 
  2018 年獲香港中文大學伍宜孫書院邀請，擔任「書院論壇」嘉賓。
  2018 年獲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邀請，擔任高桌晚宴嘉賓。
  2019 年獲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邀請，擔任傑出校友書院分享嘉賓。
  2020 年獲《蘋果日報》邀請，擔任「停課不停學」的中文科嘉賓。 
  2020年獲叱吒903邀請，擔任「為DSE同學充滿電：903格隨時上課」
  的嘉賓。 
  2021年獲「教育及職業博覽」邀請，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擔任講座嘉賓。 
  2021 年於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大學中文課程。 
  2021年獲多間媒體訪問有關新教育品牌「凝皓」：香港01、頭條日報、
  香港財經時報、Fortune Insight 等。

獲不同媒體邀請訪問

叱  903 DJ 鄭金鈴

《
F
A
C
E
》

介
紹
中
文
好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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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報導伊館盛況

 「新城知訊台」

2013 年林溢欣接受 TVB
《星期日檔案》訪問

2019 年接受「新城教育 +」
訪問

獲不同媒體邀請訪問

中文‧一枝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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屢獲不同媒體、機構邀請，擔任講者

屢獲不同媒體、機構邀請，擔任講者

2014 年獲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邀請，擔任高桌晚宴演講嘉賓

2013，15，18 年擔任學友社 DSE 中文科唯
一主講，向 3000 多位學生教授中文科應試
技巧

中文‧一枝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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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聯招選科暨應試策略講座
（香港青年協會及香港專上學院 ).

屢獲不同媒體、機構邀請，             擔任講者

獲多間中學邀請到校擔任演講
嘉賓，如可風中學、瑪利諾修
院學校（中學部）、青松候寶
垣中學等

2015年獲蘋果日報副刊邀請，於「蘋
果動新聞」講解中國文化知識。

2014 年獲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主辦的
「發放夢想力」活動邀請，擔任嘉賓並負
責致辭，當日同場的有教育局局長吳克儉、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

補習‧絕不將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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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獲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
院伯利衡宿舍邀請，擔任高桌
晚宴演講嘉賓

2015年獲VIU TV《巨門陣》邀請，擔
任辯論導師。

2015 年獲九龍華仁書院學生會
邀請，擔任「交流，學習，改進」
活動講者，分享有關領導及創意
等經驗，同場的有立法會主席曾
鈺成。

屢獲不同媒體、機構邀請，擔任講者

補習‧絕不將就



19

2015 年獲學生福利聯網邀請，
擔任模擬學生會2015演講嘉賓。

2015 年獲香港中文大學伍宜孫
書院邀請，擔位書院開幕嘉賓

2015 年獲香港中文大學
伍宜孫書院邀請，擔任
高桌晚宴演講嘉賓

屢獲不同媒體、機構邀請，擔任講者

佳績‧一脈相承



20

2015 年獲學生福利聯網邀請，
擔任模擬學生會2015演講嘉賓。

2015 獲香港大學、倫敦
政治經濟學院及華威大學
協辦邀請，擔任演講嘉
賓，同場的有立法會主席
曾鈺成、陳念慈女士。

屢獲不同媒體、機構邀請，擔任講者

佳績‧一脈相承



21

2015 年出席香港科技大
學校園人民廣播電台訪
問，分享人生經驗。

2016 年擔任香港教育學
院羅富國堂主講嘉賓。

屢獲不同媒體、機構邀請，擔任講者

獲多間中學邀請到校擔任演講嘉賓，如可風中學、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青松候寶垣中學、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天主教母佑會蕭明中學、明愛專上書院、張祝珊英文中學等

中文‧一應俱全



22

2017 年擔任明報中文科升
學講座講者。

2017 年擔任恆商管理學院
商務翻譯系系會致辭嘉賓。

屢獲不同媒體、機構邀請，擔任講者

中文‧一應俱全



23

2018 年獲亞洲電視邀請，
擔任《百萬富翁》中文題目
擬題者及作深入講解。

2017 年獲 Birmingham Hong 
Kong PASS 邀請，當日同場
的有前民主黨主席劉慧卿、立
法會議員林卓廷、邵家臻。

2018 年獲香港中文大學伍
宜孫書院邀請，擔任「書院
論壇」嘉賓。

屢獲不同媒體、機構邀請，擔任講者

思維技巧‧無出其右



24

2018 年獲香港大學學生會
文學院學生會中文學會邀
請，擔任「閱讀文化分享
會」嘉賓

2018 年獲香港大學學生會
「青年文學協會」邀請擔任
致辭嘉賓。

屢獲不同媒體、機構邀請，擔任講者

思維技巧‧無出其右



25

2018 年獲港島高中協會
邀請，擔任主禮嘉賓

2019 年獲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
邀請，擔任傑出校友書院分享嘉
賓。

2018 年獲香港中文大
學新亞書院邀請，擔任
高桌晚宴嘉賓。

屢獲不同媒體、機構邀請，擔任講者

中文‧一枝獨秀



26                  舉辦免費學術講座

 舉辦免費學術講座

相繼成立演講會（The Speak-up Society）、學術演講會
（Club of Eloquence），舉行多場學術講座，弘揚學風。

中文‧一枝獨秀



27 設立獎學金及教授大學課程

設立獎學金

2021 年於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大學中文課程

林溢欣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可風中學成立獎學金，回饋母校

補習‧絕不將就



28

林溢欣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可風中學成立獎學金，回饋母校

2021 DSE 同學之報喜訊息

2021 放榜喜訊



29 2021 放榜喜訊

佳績‧一脈相承



302021 放榜喜訊



31 2021 放榜喜訊

中文‧一應俱全



322021 放榜喜訊

>>> 更多喜訊未能盡錄……

中文‧一應俱全



33

歷年 5** 同學之選

我就知道，你們都能走出自己的路，我把光榮都還給你們，從此閃耀你們的世界。

我很喜歡看你們的話，每一字每一句，我都看得很仔細。說話是我們心靈的畫版，紀錄了這些年我們共同走過的瘋狂。

YYLAM

歷年 5** 同學之選 



34歷年 5** 同學之選 

思維技巧‧無出其右



35 歷年 5** 同學之選 

中文‧一枝獨秀



36歷年 5** 同學之選 

中文‧一枝獨秀



37 歷年 5** 同學之選 

補習‧絕不將就



38歷年 5** 同學之選 



39 歷年 5** 同學之選 

佳績‧一脈相承



40歷年 5** 同學之選 



41 歷年 5** 同學之選 

中文‧一應俱全



42歷年 5** 同學之選 



43 歷年 5** 同學之選 

思維技巧‧無出其右



44歷年 5** 同學之選 

思維技巧‧無出其右



45 歷年 5** 同學之選 

中文‧一枝獨秀



46歷年 5** 同學之選 

中文‧一枝獨秀



47 歷年 5** 同學之選 

補習‧絕不將就



48歷年 5** 同學之選 

補習‧絕不將就



49 歷年 5** 同學之選 

>>> 更多喜訊未能盡錄……

佳績‧一脈相承



50歷年 5** 同學之選 

>>> 更多喜訊未能盡錄……

佳績‧一脈相承



51

贏盡口碑 

我不知我曾這樣的為你們帶來觸動，即使只是一剎，我想這樣的注定已經足夠。

贏盡口碑 

中文‧一應俱全



52贏盡口碑 

中文‧一應俱全



53 贏盡口碑 

思維技巧‧無出其右



54贏盡口碑 

思維技巧‧無出其右



55 贏盡口碑 

中文‧一枝獨秀



56贏盡口碑 

中文‧一枝獨秀



57 贏盡口碑 

補習‧絕不將就



58贏盡口碑 

補習‧絕不將就



59 贏盡口碑 

佳績‧一脈相承



60

補習界創舉 

    補習界創舉

2016-17 年度 林溢欣「演繹中文」

2017-18 年度 林溢欣「演繹中文」

2018-19 年度 林溢欣「演繹中文」



61

2015-16年度 林溢欣「演繹中文」

2014-15 年度 林溢欣「演繹中文」

2013-14 年度 林溢欣「演繹中文」

   補習界創舉

中文‧一應俱全



62

2013-14 年度 林溢欣「演繹中文」

2012-13 年度 林溢欣「演繹中文」

    補習界創舉

中文‧一應俱全



63    補習界創舉

2018 年 師生旅行

2017 年 師生旅行

2019 年 師生旅行

思維技巧‧無出其右



64   補習界創舉

2016 年 6 月主題公園

2016 YY 租雪糕車到香港、九龍、新界請學生吃雪糕

思維技巧‧無出其右



65    補習界創舉

2015 年 6 月 學校旅行日—師生電影日

2015 年 6 月學校旅行日—BBQ 師生聚會

中文‧一枝獨秀



66   補習界創舉

2014 年 6 月 BBQ 師生聚會

2013 年 6 月主題公園

中文‧一枝獨秀



67

2015 年 8 月於旺角、尖沙咀、銅鑼灣連續
三天舉行流動漂書館，以舊書免費換取中文
書籍，推廣全城閱讀風氣

   流動漂書館

補習‧絕不將就



68書展及分享會

2016 書展《說話誌》簽名活動

2017 書展

2017 誠品書店《說話誌》分享會

2018 書展《再給年輕人的話》分享會

補習‧絕不將就



69 書展及分享會

2015 年《文言字詞深化練習》及
《寫給年輕的話》的新書發佈會

2015 年 書展《寫給年輕的話》分享會

2014 年《兩代中師散文對讀》的新書發佈會

佳績‧一脈相承



70

2013 年《通識文言文》的新書發佈會

2013 年 香港書展簽名會

2013 年《中文寫作思維》的新書發佈會

書展及分享會

佳績‧一脈相承



71

2016「如何準備 DSE 中文科基準試和考評思維」講座

「如何準備 DSE 中文科基準試和考評思維」講座

中文‧一應俱全



722013-15 年 5** 同學分享會

2013-14 5** 同學分享會

2014-15 5* 同學分享會

2014-15 5** 同學分享會



73

2015-16 5** 同學分享會

2015-18 年 5** 同學分享會

2017-18 5** 說話及同學分享會

2016-17 5** 說話及同學分享會

思維技巧‧無出其右



74

2018-19 5** 說話及同學分享會

2018-19 年 5** 同學分享會

思維技巧‧無出其右



75 2013-14 年 5** 同學聚會

2013 年 5** 同學聚會

2014 年 5** 同學聚會

2015 年 5** 同學聚會

中文‧一枝獨秀



762015-16 年 5** 同學聚會

2015 年 5** 同學聚會

2016 年 5** 同學聚會

中文‧一枝獨秀



77 2017-18 年 5** 同學聚會

2017 年 5** 同學聚會

2018 年 5** 同學聚會

補習‧絕不將就



782019 年 5** 同學聚會

2019 年 5* * 同學聚會

我的理念。你的選擇
加入遵理，因為有一個信念：學生應該得到最好的。我一點也不自負，但我相信，
真理必須彰顯，有能者必須當仁不讓，是因為我攻讀古文，又從事文學創作。兩
者兼備，加上中大中文系五年專業訓練，是我的自信所在，也是您的信心所在。
只要您願意，我已準備將最好的傾囊相授。

補習‧絕不將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