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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L：代表Live班，導師每期會現場授課3至4堂，職員會根據學生人數及登記情況安排入座次序及班房。
符號SL：代表Semi-Live班，導師每期會現場授課1至2堂，其餘堂數會以播放Video的形式授課。
符號ο：代表Video班，導師會預先錄製教學影片，並於凝皓分校播放。
符號OT：代表線上課程，導師會預先錄製教學影片，學生須登入凝皓網站觀看。影片設觀看期限、次數及權限。
符號LO/VO：代表Live或Video班與線上課程的混合模式，導師每期會現場授課2至4堂，其餘堂數會以線上課程
授課，導師會預先錄製教學影片，學生須登入凝皓網站觀看。影片設觀看期限、次數及權限。

*此為參考學費，一切以報名時收據上列印的學費為準。

請各位同學留意：
▪ 

▪ 
▪

▪ 同學報名或續交前應仔細考慮個人時間表。

章程上所有課程的開課日期和時間均有機會改動，請以報名時收據上列印的資
料為準；報名後如上課安排有所改動，本校會以學生所填寫的聯絡電話作個別
通知。
同學必須保留收據，並按收據上的日期、時間、地點上課。
每區的班數有限，如同學需要調堂，雖可依照相關守則提出申請，惟本校不保
證一定能夠成功申請，更不確保可原區補上，亦不會因為學生缺課而退回部分
或全部學費。

Ling Leung S . 5 - 6  -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補習課程)

每堂課時為1小時15分鐘S.5 Plan C 會計特訓班 // 包含9個獨立課程 合共36堂

上課地點 課程編號 開課日 時間 課堂形式
*學費

(每個獨立課程4堂)

ONLINE^ ON22LL5C00-1 14/10 (FRI) N/A OT $850

*所有收費以收費 所列為準, 如有 凝皓教 學 及有關 師資 。
同學可於Online班影片上 後,或報 課程日 以日期 後 為準 60 觀看2次。



技巧．概念．伏位全清

PLAN CS5

此Plan 由會計選修部份 (Paper 2A) 開始教起。日校進度只學到必修部份
(Paper 1) 未必適合此 Plan。

1

2 根據多年教學經驗，Ling Leung 特選於 Non-current asset (非流動資產) 

開始教起。Non-current asset 為 Frankwood 教科書 elective book 1 

ch.5 。假如日校進度僅剛開始 compulsory 會計部份，均不建議加入 

Plan C。 

為免同學報錯 Plan，強烈建議同學於報名前 IG 詢問 Ling Leung 

重新體驗會計 重新出發 5** 



技巧．概念．伏位全清

PLAN CS5

時間 期數 教授內容

2022 年10月
Regular course  

第1期

 Non-current assets 非流動資產 ： 

 - distinguish capital expenditure and revenue expenditure  

    分辨資本支出及收益支出  

 - Depreciation 折舊 

 - Disposal 變賣  

 - Trade in 易新 

2022 年 11 月
Regular course  

第2期

 - Financial statement of sole proprietorship  

    (including year end adjustment : accrual, prepayment  

     bad debt, allowance for doubtful debts and depreciation)   

    獨資企業的財務報表 

    (包括年終調整：應付費用、預付費用、壞帳及折舊費用) 

-  Bank reconciliation statement 銀行往來調節表 

2022 年 12 月
Regular course  

第3期
-  Bank reconciliation statement 銀行往來調節表 

2023 年 1 月
Regular course  

第4期
- Correction of error 錯誤更正 

2023 年 2 月 
Regular course  

第5期

- Partnership 1 ：Financial statement  

   合夥 1 ： 財務報表 

2023 年 3 月 
Regular course  

第6期

- Partnership 2 ：Admission and withdrawal  

   合夥 2 ：加入或退出 

2023 年 4 月 
Regular course  

第7期

- Partnership 3 ：Realisation   

   合夥 3 ：變賣 

2023 年 5 月
Regular course  

第7期
- Limited company 有限公司 

2023 年 6 月
Regular course  

第8期

- Correction of error & Limited company  

   錯誤更正及有限公司  

期期精選筆記 
獨家試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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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n C 只供 S5同學仔報讀 。 
由於每間日校學習進度不一。 
Ling Leung 建議同學仔於報讀前先於 
社交平台詢問 Ling Leung 課程是否合適 ！ 
課程查詢: IG :lingleungba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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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咪冇骨牌效應囉！

BAFS D 數咁長，姐係一堂學一題就走? 

1

2

3

4

請聆聽同學報讀心聲

!"#$Ling Leung 



課程誤解Ling Leung

誤解 1 !：
(更多詳細真實學生留言在後頁) 

Ling Leung 課程幫唔幫到我拎5** 嫁？   

在paper 1方面，Ling Leung的筆記總結了多年past paper的答案以及答題方式，讓

我可以短時間內重新溫習卷一中的考核內容，省卻自己整理past paper的時間。 

在paper 2方面，Ling Leung 在課堂內重覆強調重要概念，如depreciation之處理方

法，令我在考場緊記各topic注意事項；同時Ling Leung 亦全面覆蓋syllabus，如往

年未出過的provision概念，確保我具備應考bafs的相關知識。

報足 Ling Leung S6全年所有付費課程: 

包括 Paper 1 三期課程，Paper 2 九
期常規課程及兩期精讀課程以及大型 

模擬試 

極有可能是全港最高分的考生 

逾 95% 取 5**

2022 DSE 約85% 已經可以奪 5**，但 Ling Leung 教出學⽣以過 95% 成績奪 5**。這很有可能是

全港最⾼分的⽇校考⽣。 

200 / 209 的成績，我不敢說全是我⼀⼈功勞。這成績 60% 是同學的付出，40 % 是我教學的功

勞。 

過去 11 年的⽂憑試中，BAFS 科已經更改考試範圍達三次。坊間教科書甚至補習⽼師都對更改多

次的考試範圍摸不著頭腦，以致⽼師⼀度「教錯野」及「教漏野」。 

唯我花⼤量時間設計 Ling Leung BAFS 課程內容，確保教學內容準確及符合最新 DSE 評分準

則。如⽢同學所說，2022 DSE中的 Provision ，是過往 DSE 從未考核。我於 2022 DSE 課程內仍

有覆蓋 ！ 

⽂憑試只考⼀次，請選擇⼀個「教齊野」及「教岩野」的軍師 ！ 

2022 DSE 7科5** 狀元 

英皇書院甘仲軒同學



課程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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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g L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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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底好弱，會唔會聽唔明 ？？誤解 2 !：

崇真書院羅同學

中大專業會計  
Mandy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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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U BBA Law  
Stephy Wu

(更多詳細真實學生留言在後頁) 



課程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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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g Leung

誤解 3 !：

HKU BBA Law 

Tiffany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張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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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Ling L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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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同學

(更多詳細真實學生留言在後頁) 

會計做數都係睇當日手感 

最緊要考試個日小心 D ！



課程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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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g Leung

誤解 4 !：

英華女學校 

何同學 

英華女學校 
施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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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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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ing Leung 係一個好有心，並且嚴格的導師，會專揀一啲好難的題目，
比我地做，務求做到做一條等於做10條的效果. 

同埋，Ling Leung 啲做數flow 勁清晰，跟住嗰flow做清晰好多，原本
我在我級已經考bafs 第一，點知補完COE 同Limited Company，發現自
己根本係nothing，學校嗰啲嘅太簡單，Section C 都只不過係Section A 

嘅難度，Frank Wood 更加係害人不淺，Ling Leung 出嘅題目難得來唔
離地，會越做越清晰同對bafs 越有興趣同信心

聖馬可中學 
姚同學

(更多詳細真實學生留言在後頁) 



Ling Leung %!"#$

在paper 1方面，Ling Leung的筆記總結了多年past 

paper的答案以及答題方式，讓我可以短時間內重新溫

習卷一中的考核內容，省卻自己整理past paper的時

間。 

在paper 2方面，Ling Leung 在課堂內重覆強調重要

概念，如depreciation之處理方法，令我在考場緊記各

topic注意事項；同時Ling Leung 亦全面覆蓋

syllabus，如往年未出過的provision概念，確保我具

備應考bafs的相關知識。

補齊 Ling Leung S6 Paper 1 三期課程、 

Paper 2 九期常規課程及兩期精讀課程

以及大型模擬試

&'()

如想觀看狀元 BAFS 的奪

星心得，可 scan QR code ! 

極有可能是全港最⾼分的考⽣ 

逾 95% 取 5**



Ling Leung %!"#$

補足整整一年，報齊所有Course !

2019 DSE 約 85% 5** 

劉同學以全卷越 92 %勇奪 5**2019 DSE 考評局發表的考試報告

*+,%

-./01!!$
2

3456%78
8

Level 5 升 5**，全港僅得 3 位 

為左追求我既讀醫夢. 重讀呢年，我報齊 Ling Leung 所有 S6 Course 包括 

regular ,intensive, tip class 同 Mock，最後幫到我今年去蕪存菁溫 BAFS，以

一個優異既成績去拎5** ! 

我覺得 Ling Leung 係十分能幫助我係 DSE 奪取 5** 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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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她的筆記是非常有條理，能幫助我地能去蕪存菁去溫習 DSE BAFS 的 

syllabus 。她筆記除了包括歷屆相關的試題，還特設她獨家撰寫的試題。確保

我日常溫習，是溫一套相關而且高質素的題目，唔非於胡亂溫習坊間的題
目。 

我今年獲得 5**，真係非常感激 Ling Leung 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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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g Leung %!"#$

Ling Leung 教完做數flow+伏位都會不斷loop, 非常入腦。做數

flow非常實⽤, 考試時可以節省時間check卷。成個syllabus完

全cover, 要背既嘢全部都喺筆記有齊, 唔使溫教科書, 淨係⽤筆記

已經能夠應付考試題⽬。 

報完 Summer course 後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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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崇謙，崇真書院 



Ling Leung %!"#$

5* 可能於⼀眾獲得**嘅⼈之中唔算耀眼，但係對於中五嘅

我，哩個分數可謂極之遙遠。中五升中六嗰陣我BAFS嘅

PG仲係得2，⽽Ling Leung卻化腐朽為神奇地⽤少過⼀年

時間將由得九⽉時得僅僅係level 2嘅我升做DSE考到嗰5*

番黎。佢每堂洗腦式教育都會令你對每個trap位瞭如指

掌，⽽佢⾃製嘅notes都精簡至極，毫無廢話。再加上整

合得超好嘅past paper questions 同LL⾃製題庫，⾜以令

幾個⽉前之後level 2嘅我⼀躍奪星& 感激Ling  Leung 姐

冇放棄我哩個廢廢，無論我嘅問題幾咁冇腦都⼀定會耐⼼

答，每次DM問問題都⼀定會覆，好有交代！雖然覺得我

攞唔到**都有少少對LL唔住lol 不過ＬＬ⽲愛你&

周藝晴 , Marymount Secondary school 

S5 成績表 ：Level 2

*看得見的顯著進步* 

S6 9月Regular 加入 Ling Leung BAFS course。 

9 月到 1 月，短短幾個月，校內 exam 已由 Level 2升至Level 5 

5 月 DSE 更喜奪 5*  

S6 成績表 ：Level 5 DSE 成績 : 5*

中六開始補 Ling Leung， 

報齊 Ling Leung 所有 Paper 1 及 Paper 2  

付費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