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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一個零分留級學生，獲得一個一級榮譽學位? 
太太會考中英文都 A，高考(A-Level)英文又 A，再英文系畢業，但她教女兒時，即使温習至深夜，中

英文默書基本上都會是零分。 

因女兒的學習完全不達標，我們給她在小二時留了級。時間是成年人的朋友，但卻是學生的敵人。 

揠苗助長，遺害甚深。 

猴子未必能夠理解企鵝爬樹的困難。 

 

以現時的方法教爬樹，總有一批動物沒法爬上去。 

研究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的。 

 

傳統方法 

先談默書與寫作的關係。 

"聽說讀寫"是老生常談的語言學習方法，但我並不認為只是這樣。 

所有語言學習都有層級，以下是我認為較為合理的解讀。所有人一出生，都是由單學詞彙開始。 

 

 

i-CABLE 電視訪問 

只透過"聽說讀寫"的滴漏效應(trickle-down effect)去學習詞彙，尤其是外語詞彙，效果並不理想。 

https://www.solidmemory.com/faq/faqs#where-is-the-bottleneck
https://www.solidmemory.com/faq/faqs#where-is-the-bottleneck
https://www.solidmemory.com/assets/pdf/Folse-2004-MythsAboutTeachingAndLearningSecondLanguageVocabular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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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訓練得宜，由一個層級到上一個層級，大約需時三年。(Mastery 除外，此層可能永遠也不能只靠

訓練達到。) 

研究學習方法，我們必須明白人的能力差異，然後再從中找出最大公因數來設計學習方案，令最多的

人得益。 

良好的閱讀者，未必是一個良好的作者，但糟糕的閱讀者，差不多一定是一個糟糕的作者。 

另外，你可選擇用什麼詞彙寫作，但你不可以選擇用什麼詞彙閱讀，所以閱讀比寫作重要。 

有些目不識丁的人，也有能力侃侃而談，我們會否說他不需要識字? 

同樣，缺乏寫作能力的人，我們應否叫他不要閱讀? 

寫，是"聽說讀寫"四種語言能力中的最高階梯，要解決寫的問題，我們先要問"說話"和"寫作"有什麼

分別? 

白話文的原則是我手寫我口，最基本的要求是直接將口語寫出來，不需要舖排，不一定要轉為書面

語。我跟學生測試過，很多人連五秒一字的標準也未能達到，而正常說話的速度大約是每秒兩至四

字。以此標準，未計肌肉的運動量，寫作的工作量已是說話的十至二十倍，還未計入選詞，考究和修

改的工作。 

所以，第一個要解決的問題是默書問題，標準是三至五秒一字。 

如默書三至五秒一字沒問題，而對寫作的質量沒要求，任何有說話能力的人都能寫作。 

很多學生在寫作時不知如何動筆，我建議他們先劃一張腦圖(mind map)，然後再將腦圖轉化成文

字。 

現在，學生通常遇到的第二個難題，是他們根本沒有足夠的內容放在腦圖內。這時，本應是大量閱讀

出場的時間。要是平時已有大量的相關閱讀，而仍然未能劃出腦圖，問題就比較棘手了，因這是記憶

的問題。 

 

記憶力 

每個人的記憶能力差異很大，訓練亦很困難，這題目正是我近十多年的研究對象。SolidMemoryTM

平台，正是研究的成果。 

為臨時充塞腦圖，學生可上網或到圖書館找資料。 

描寫文及抒情文的問題可能比較大，因對詞彙的要求比較高，又是記憶力的問題。 

完成腦圖後，有時學生仍然未能下筆。這是組織及信心的問題。 

如是組織的問題，可略為將腦圖分為數個部分，然後排好次序。 

如是信心的問題，就應立刻下筆，完成第一稿後，再慢慢修改。 

同時在寫作過程中，亦可對腦圖作出增減或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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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正確方法 

何謂正確的教學方法，很多人都有一些像原教旨主義式的想法。我的取態是，不論黑貓白貓，捉到老

鼠的就是好貓。陽光藍光，我兩樣都要。 

以操卷為例，我自己既不認定，也不否定操卷，要視乎操練的項目和效率。 

如操一次過的低回報考試(low stake exam)，如校內考試，我認為大可不必，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多家

長有興趣收集上年度的同校試卷給孩子操練，多考 10 分 20 分很重要嗎? 

但公開試等高回報考試(high stake exam) 較像有獎問答遊戲，答對和答錯的獎品可以有很大分別。

要答對不一定要操卷，我教過的尖子多數都不操卷，但如果操卷的效率很高，操下又無妨。 

我操卷的方式是操知識，而不是一般坊間的操題形。因題形會變，考試後又無用，但知識不會變，而

且終身受用。 

我注重的是可轉移技巧 (transferable skill) 而不是考試技巧 (examination skill )。 

加上有電腦適應性算法 (adaptive algorithm) 的輔助，操練的效率是普通方法的 5 倍以上，又可以

在乘巴士時的空閒時間做，所以操操無妨。 

但我對詞彙的取態截然不同，我認為每一個詞彙都是高回報考試(high stake exam)，因為它會跟你

一世，重覆使用率可以是高考科目 (A-level subject) 的百倍或千倍，所以是操卷的首選。詞彙量高

低亦會影響學生在課堂的聆聽能力，間接影響學生在所有課堂的學習效率。如以雙語方式學習外語詞

彙，學習外語的同時，亦能豐富母語詞彙。 

此外，詞彙也是記憶的主要載體。如果一個人失去了他所有的詞彙能力，他很大部分的記憶也會消

失。因此，能掌握大量詞彙，對提升記憶力很有幫助。 

由於說話和寫作基本上是下意識行為 (subliminal activity)，要說話和寫作流利，需要有大量主動詞

彙 (active vocabulary) 配合。SolidMemoryTM 所提供的高度個人化詞彙練習，能在最短的時間

內，將課堂內新學到的被動詞彙 (passive vocabulary) 轉化為主動詞彙 (active vocabulary)。 

  

成功感的重要性 

要學習成功，學生先要從學習自己本身，得到成功感。 

以下是的一個常用來跟學生說明的方法。 

我問一班學生有誰喜歡踢足球，有誰喜歡演奏音樂，班中一般一定有些人喜歡其中一樣，但很少人會

兩樣都喜歡。 

然後我會問只喜歡踢足球的同學，為什麼不喜歡演奏音樂，有同學很喜歡啊。喜歡踢足球的同學多會

說沒興趣。 

同樣，我會問只喜歡演奏音樂的同學，為什麼不喜歡踢足球，有同學很喜歡啊。他們的答案也會是差

不多。 

https://www.solidmemory.com/faq/faqs#money-back-guarantee
https://www.solidmemory.com/faq/faqs#free-school-trial
https://www.solidmemory.com/faq/faqs#work-hard-or-work-sm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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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不喜歡"和"沒興趣"的意思都是差不多，基本上是循環論證，學生根本不知道自己不喜歡的基本

原因。 

之後，我會問有誰喜歡打機，遊戲機中心有新遊戲會不會花錢試玩。多數人都會說喜歡及會用錢試

玩。 

但我會說，如果你已花了一千元，每次都是 30 秒玩完(game over)，你還會繼續試玩嗎?所有人都說

不會。於是我會問，你們不都是很喜歡打機嗎?為什麼不繼續試，試到掌握到為止。 

之後，我會回問喜歡踢足球及喜歡演奏音樂的同學，他們最初喜歡上活動的經驗。多數同學都會認清

是他們初期的成功經驗，令他們喜歡上該活動，其實跟活動的本質無關。而初期的失敗經驗，令他們

不喜歡另一項活動。畢竟，有被虐狂的只是少數。 

 

物競天擇 

其實，成功感才是推動現代人類行為的主要原因。喜歡不同的活動只是物競天擇(natural selection)

的結果。 

(成功→成功感→喜歡→更投入)→更成功→更有成功感…… 

物競天擇可用來解釋很多現象，例如大學女多男少，很多人以為是因為女生較早熟或語言能力較好，

但其實只要我們將社會倒退到古羅馬，社會需要大量用冷兵器肉搏的士兵，機會自然會轉回給男生。 

真正的原因是社會環境改變了，物競天擇的結果自然改變。 

要真正幫到學生，我們要想出有效的方法扭轉物競天擇的結果，讓學生能在他沒被選擇(unselected)

的任務中成功。 

人類能支配地球，因我們的大腦讓我們扭轉肢體物競天擇的結果，不然，我們應該只是猛獸的食物。 

現在要做的，就是用大腦扭轉大腦物競天擇的結果，令企鵝能上到樹。 

“學生讀書因為喜歡讀書[的成功感]” 

 

 

SolidMemoryTM創辦人 葉金豪 

 

 

 

後記：我的零分女兒在大學畢業時，獲得了一個一級榮譽學位。 

  

https://www.solidmemory.com/faq/faqs#free-school-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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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操作說明 
SolidMemoryTM 支持多種界面語言，包括烏爾都語，一種香港許多少數族裔學生使用的語言。如果選擇烏爾都語

作為界面語言，當你查找詞典條目時，系統會同時提供烏爾都語的解釋。因此，用戶應選擇自己的母語作為用

戶界面 (UI) 語言。 

系統的主要目標是使用可驗證的科學方法，將學生的詞彙學習速度提高數倍，以便用戶可採用閱讀為本的學習

方法。這種學習方法比任何其他學習模式更具成本效益。 

實現此主要目標後，系統亦提供經電腦調選的問題集，讓使用者根據自己的記憶狀況，更有效地學習任何主

題。最終節省的學習時間，可用於其他體育或文化活動，以促進使用者更均衡的個人發展。 

我們的系統適用於台式電腦和手機。本手冊中使用的插圖主要來自手機的屏幕截圖，以節省排版空間。 

除了提到的基本操作外，我們的系統還提供不同的生產力和探索性功能，例如“光學字符識別（OCR）批量詞彙

輸入”和“體驗僅認識牛津 3000TM 詞彙的情況”。用戶可隨意點擊系統中的任何鍵，探索我們系統的功能。 

你還可以在常見問題和學校常見問題的環節，找到在 十五年的研究和開發過程中，不同人士提出的各樣問題，

以更了解我們的系統。 

   

 一般用戶功能 頁 

1. 登入及更改變界面語言 6 

2. 登出 6 

3. 獲得幫助 7 

4. 安裝（可選） 7 

5. 查找並將詞彙輸入到個人存儲庫 8 

6. 做詞彙練習 9 

7. 管理詞彙 10 

8. 其他問題集 10 

 家長用戶功能  

9. 登記練習完成通知及訂閱定期報告 11 

   

 視頻教學  

 

 
學生用戶需知 

 
家長用戶需知 

 
百分百退款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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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用戶功能 

1. 登入及更改變界面語言 

    
網址 : 
www.solidmemory.com 

使用社交登錄或已註冊帳

戶登錄。 
更改用戶界面(UI)語言。 系統詞典會根據選擇的用

戶界面(UI)語言，提供雙

語解釋。 
 

 

 

2. 登出 

    
顯示菜單並點擊用戶名。 確認退出。 如果使用社交登錄，請確

認重定向。 
登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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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獲得幫助 

    
點擊首頁上的 使用簡介

鍵。 
觀看針對不同持份者的說

明視頻，並閱讀不同頁面

上的介紹。 

在菜單上找到支援、常見

問題和學校常見問題的環

節。 

通過支援頁向我們的支持

團隊發送訊息，我們將在 
48 小時內以電子郵件回

覆。 
 

 

 

 

4. 安裝（可選） 
為盡量使用屏幕空間及建立一個易於啟動系統的圖標，用戶可以選擇在設備上安裝本應用程式。 

    
點擊加至主畫面鍵。 對於安卓和視窗系統，安

裝將自動完成。 
對於 iOS，安裝僅適用於 
Safari 瀏覽器。 

請按照屏幕上的說明完成

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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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查找並將詞彙輸入到個人存儲庫 

    
登入後點擊詞彙學習鍵。 選擇要學習的語言和使用

的發音。 你的選擇會被記

住。 然後點擊輸入詞彙

鍵。 

輸入詞彙後， 點擊搜索

（放大鏡）鍵或按輸入

鍵。 

找到詞彙的定義後，點擊

加入鍵，將詞彙添加到個

人詞彙庫中。 

 

 

 

    
你可以通過點擊上下箭嘴

鍵，來切換詞彙雙語定義

的順序。 
 
用戶還可以通過點擊定義

中的任何詞彙來交叉查找

詞彙。 

你也可以通過點點擊後退

鍵返回上一個詞彙。 
用戶可以使用底部的鍵選

擇字典級別或啟動詞彙練

習。 

我們的系統還支持使用相

機和光學字符識別 (OCR) 
批量輸入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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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做詞彙練習 

   

用戶不應在任何一條問題

上浪費過多時間。 否
則，用戶不可能在 6 年內

積累 10,000 個詞彙，平

均數字的 3 倍。 
 
我們期望學生在每條問題

上，最多花大約 10-20 
秒。 
 
用戶遇到不知道答案的問

題時，應點擊下一個/按
輸入鍵跳過該問題。 
 
當系統顯示該問題的答案

時，用戶應嘗試直接記住

答案。 
 
被跳過的問題將在練習結

尾時再次出現。 

用戶可以點擊做練習鍵來

啟動詞彙練習。 
 
正常情況下，每個練習包

含 30 條問題，完成大約

需時 5-10 分鐘，有特殊教

育需要 (SEN)者除外。 

對有特殊教育需要(SEN)的
學生，用戶可以啟動自動

適應機制，調整練習的長

度，以確保練習可以在 12 
分鐘左右完成。 
 
學校管理員亦可在管理員

介面，為個別學生啟動此

機制。 

當練習中出現一個新問題

時，系統將發出該詞彙的

讀音。 
 
一個詞彙經過幾次練習

後，系統便會跳過自動讀

音，以加深該詞彙的學習

水平。 

 

 

用戶必須通過所有問題，

才能完成練習。 
 
如果有一條問題只能以交

替的方式正確和錯誤地回

答，那麼練習永遠不會結

束。 
 
當用戶在練習過程中，停

頓超過 1 分鐘，系統會發

出持續的嗶嗶聲，提示用

戶繼續練習。 
 
透過這種安排，練習的完

成僅取決於用戶的合理投

入。 
 
無論學術能力高低，任何

用戶都有能力完成已開始

的練習。 

  
對於新的、被跳過的或回

答錯誤的問題，用戶需要

以連續的方式，正確回答

問題兩次，才可通過問

題。 

練習完成後，將提供練習

摘要。 
 
只有此摘要的屏幕截圖才

能被視為練習完成的有效

證明。 

用戶亦可點擊摘要中的鏈

接，顯示我們提供的退款

保證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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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管理詞彙 

    
用戶可以通過點擊管理詞

彙鍵或瀏覽詞彙鍵來管理

或瀏覽詞彙庫中的詞彙。 

在管理詞彙頁面上，你可

以對詞彙進行排序及刪除

個別或所有詞彙。 
 
你還可以點擊揚聲器圖示

來收聽個別詞彙的讀音。 

在瀏覽詞彙頁，你可以對

詞彙進行排序，並下載詞

彙 pdf 列表，及以更快速

的方式來温習詞彙。 

如果你點擊一個詞彙，詞

彙的解釋就會彈出。 
如你遇到一個已被遺忘的

詞彙，你可以點擊忘記了

鍵，提升該詞彙在以後的

練習中的優先次序。 
 

8. 其他問題集 

    
當用戶獲得了基本的閱讀

能力後，就可以開始使用

我們的問題集功能，來學

習不同的主題。 
 
我們提供現成的問題集，

並讓學校製作學本問題

集。 

在問題集頁，用戶可使用

任何我們自行開發的問題

集，不另收費。 
 
我們現在正與本地出版商

合作，為學生製作一些具 
HKDSE 英國語文科 4 級退

款保證的特選問題集。 

在校本問題集頁面，學生

可以使用由學校老師自製

的校本問題集。 
 
我們不建議學校在充分利

用我們現有系統功能之前

製作校本問題集，因為製

作過程需要老師的額外投

入。 

我們系統支持的問題類型

包括簡答題、多項選擇

題、對錯題、詞彙題、數

字題、默書題和中文發音

題。 
 
如需進一步說明，請觀看

使用簡介部分的相關說明

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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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用戶功能 

9. 登記練習完成通知及訂閱定期報告 

 
 

 

 

在學生登入戶口後，家長可在戶口

菜單下登記練習完成通知及訂閱定

期報告。 

在練習完成通知頁，家長只要輸入

自己的電郵地址，學生在完成任何

練習後，系統都會將練習完成通知

發送給家長，讓家長了解及幫忙監

察學生的學習進度。 
 

在練習完成通知的電郵中，家長可

看到學生每一次練習的總結。 
 
如家長多日都沒接獲練習完成通

知，便應向學生了解學習情況，幫

助他盡快恢復恆常練習。 
 

 
 
我們建議學校每半年考核學生的英語詞彙學習進度一次，並將相關成績登錄在成績表上，作為給學生練習表

現的直接回饋。 
 
在評估期內，每一個有做練習的日子，學生可獲得一分，一日做兩次練習亦作一分計算，最高分為一百分。 
 
如家長想定期收到相關的評估報告，家長可在訂閱定期報告頁自行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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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體會香港學生的困難嗎？  

只懂得 Oxford 3000™ 的含意 
 
An xxxxxxx from Xxxxx Xxxxxx 
 
Xxxxx stretched his arm and grabbed the xxxxxx just as a xxxx white and reached out and xxxxxxx it, too. 
He xxxx a burst of xxx cold energy xxxxxxx from the xxxxxx, traveling up his arm and xxxxxxxxxxx 
xxxxxxxx it. He dropped the xxxxxx in surprise, watching as the Xxxxxxxx xxx the same. The Xxxxxxxx’ arm 
xxxx xxxxxxxxx by his side, xxxxxxxx as if it xxx no xxxxxx part of his body. Without another xxxxxx 
towards Xxxxx, he turned and xxxxxxx back into the water like a wounded animal. 
"Xxxxx, get up," Xxxxx xxxxxxxxx, her eyes wild. He turned to see her xxxxxxxxxxx her xxxx like some sort 
of Xxxxxx machine gun. Bursts of flame shot out of it, as she aimed at anything near her that so much as 
moved. 
 

 

你能看得懂以上的文本嗎？我們暫時還沒找到能明白以上文本的英語老師。 

 

以上其實是 J.K. Rowling【哈利波特】的選段，我們只是將 Oxford 3000™沒包括的單詞掩蓋了。這

已經排除了那些有規律的詞彙變化，比如 bursts、aimed或 moved。讀完下一頁的實際文本後，希

望大家能夠理解，在沒有足夠詞彙的情況下，閱讀會有多困難。 

 

無論文筆多好，故事多有趣，如果只懂 Oxford 3000™，我相信連一章【哈利波特】也無人能讀完。 

 

Oxford 3000™是一個含有 3000 個英語詞彙的列表 1 。Oxford 3000™的詞彙是由一群語言專家和

富經驗的教師精心挑選。由於這些詞彙的重要性和實用性，在學習詞彙時應予以優先處理。 

 

然而，很多人誤會只要學好 Oxford 3000™，就能看懂英文。事實上，要具備基本的英語閱讀能力，

至少要學懂 10,000 個詞彙。要有良好的閱讀能力，甚至需要 2 萬到 3 萬個詞彙。 

 

根據一項本地研究，中三學生在接受九年正規教育後，懂得的英語詞彙平均可能少於 3,000 字。 

就讀中文中學的中三學生情況更嚴峻，他們可能懂得不足 2,000 字 2。 

 

另一方面，3,000–3,500 已經是本港中學畢業生的平均詞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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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情況  

 

為幫助大家了解問題的嚴重性和本地學生的困難， 我們製作了

一個小程式，它可以自動屏蔽掃描文本上 Oxford 3000™ 以外

的單詞。你可以用手機掃描 HKDSE英國語文科閱讀理解或任

何英文報紙報導的文章，以了解真實的情況。 

 
用以了解只懂得 

Oxford 3000™ 詞彙表的小程式 

 

儘管每年投入英語教育的經費，已超過數十億港元，學校實際上仍沒法縮小 3,000 和 10,000 字之間

的差距。 

就算是最好的學校，若大部份新生都只是缺乏家庭支援的一般本地學生，學校也不可能在六年的中

學階段內解決這問題。 

 

如果我們想用現有的方法來解決問題，即使增加教育經費數倍，亦只可能換來些微的希望。 

SolidMemory™的詞彙學習功能是專為解決這問題而設計。它提供一個電腦輔助的學習常規，將英

語詞彙累積的速度，提高 5-10 倍。 

 

只要願意學好英語，即使是缺乏家庭支援、英語程度很低的學生，亦可以達到母語人士的水平。 

對於缺乏學習動機的學生，如果學校能遵循我們的實施計劃 3，我們保證這些成績欠佳的學生，亦能

在六年內，於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英國語文科，最少達到 3 級的水平 4。 

 

SolidMemory™是解決你長期問題的永久方案。 
 

An excerpt from Harry Potter  
 
Harry stretched his arm and grabbed the locket just as a bony white and reached out and grasped it, 
too. He felt a burst of icy cold energy emanate from the locket, traveling up his arm and momentarily 
freezing it. He dropped the locket in surprise, watching as the Inferius did the same. The Inferius’ arm 
hung uselessly by his side, dangling as if it was no longer part of his body. Without another glance 
towards Harry, he turned and crawled back into the water like a wounded animal. 
"Harry, get up," Ginny screeched, her eyes wild. He turned to see her brandishing her wand like some 
sort of Muggle machine gun. Bursts of flame shot out of it, as she aimed at anything near her that so 
much as moved. 
 

 

參考 
1. https://www.oxfordlearnersdictionaries.com/about/oxford3000 
2. Tang E.,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English Vocabulary Size of Hong Kong Primary and Junior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The Journal of Asia TEFL Vol. 4, No. 1, pp. 125-144, Spring 2007 
3. https://www.solidmemory.com/faq/how-to-implement-in-school 
4. https://www.solidmemory.com/faq/money-back-guarantee 

  

https://www.oxfordlearnersdictionaries.com/about/oxford3000
https://www.solidmemory.com/faq/how-to-implement-in-school
https://www.solidmemory.com/faq/money-back-guaran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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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年內，任何人都能達到 HKDSE 英文科 5級 

並獲得他們終生都需要的英語閱讀能力 

什麼是值得做的事？ 

1961 年 5 月 25 日，美國總統約翰·甘迺迪（John F. Kennedy）在國會提出，美國“應該致力在十

年內，實現人類登上月球並安全返回地球的目標。” 

 

後來，他在萊斯大學一次關於將人送上月球的演講中，進一步闡述這項任務。他對歡呼的人群說：

“我們選擇在這十年內登月，並做其他事情，不是因為它們容易，而是因為它們困難。” 

 

然而，許多評論家都質疑這是不可能的任務，它所需的技術遠遠超出當時的認知水平。 

 

60 年後，一切都沉澱在歷史之中。 

 

一件事情是否值得做，不僅僅取決於其經濟價值或成功的機會。現在沒有經濟價值的，不代表將來

不會有經濟價值；短期不能成功的，不代表長期不會成功。 

 

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茨（Bill Gates）在哈佛大學的一次演講中說： 

“回想起來，一個很大的遺憾是，我離開哈佛時並沒有真正意識到世界上可怕的不平等。 

健康、財富和機會中駭人的差距，使數百萬人過上絕望的生活。 

我在哈佛學到很多關於新思維、經濟和政治的知識。我對科學的進步了解更廣更多。 

但人類最大的進步不在於它的新發現，而在於如何應用這些發現來減少不平等。” 

 

 

真正的目標 

很多人奇怪，有副校長不幹，我為什麼花 15 年時間，製造 SolidMemory™系統，目標是什麼? 

目標其實很簡單，就是本文的標題：在六年內，讓任何學校所有智力正常#的畢業生，都具備在

HKDSE 英文科考獲 5 級的能力，並獲得他們終生都需要的英語閱讀能力。 

 

我相信這是我能為社會作出貢獻最大的機會。每個人都會逝去，最重要的是我們可以為其他人留下

什麼。 

 

雖然我們知道國民的識字率與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高度相關，但很多人可能沒意識到，它也是一個

國家政治和文化發展的關鍵因素。 

敘利亞是一個國民每年平均閱讀量只有 5 頁左右的國家。有些人將這國家持續的政局動盪，部分歸

咎於這超低的閱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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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根本沒有足夠的信息和多元化觀點來形成適應性思維，令他們的判斷往往過於憑直覺，過於教

條，及過於傾向利己考慮。因此，國家很難擺脫或不陷入困境。 

 

一個具有超高閱讀能力的社會，其命運的最終走向，應會遠遠超出我的想像。 

 

 

歷史如何運作？ 

歷史總是以這種方式運作：大多數人主要根據他們的個人經驗，而非適應性思維來判斷事物。 

 

早在 2,200 多年前，古希臘數學家埃拉托斯特尼（Eratosthenes）就已經證明地球是圓的，直徑約

為 40,000 公里，非常接近近年衛星技術測得的 40,030 公里數值。 

 

然而，使大多數人接受地球是圓的這個事實另需 1,700 年。直至 1522 年斐迪南·麥哲倫的艦隊經歷

有史以來的第一次環球航行之後，大多數人才能接受這觀念。 

 

缺乏適應性思維，個人經驗很容易成為人類思想的無形限制。 

 

可幸的是，SolidMemory™ 已經具備創造本文標題所述體驗的一切條件。 

 

SolidMemory™ 創辦人 葉金豪 

 
 

# SolidMemory™ 亦為有特殊教育需要 (SEN) 的學生提供適應機制，他們也能藉此將學習效能提高

數倍，但我們不能提供能達到 HKDSE 英文科 5 級的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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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抗貧富懸殊的唯一有效方法 

 
人均 GDP（國內生產總值）基本上是一個反映巿民平均生產力的數字。根據世界銀行數據，除一些

政局動蕩的國家（如伊拉克）外，識字率與人均 GDP 有高度相關性。 

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識字率增長與人均 GDP 增長之間的關係顯而易見。 

另外，在那些識字率接近 100%的國家，高識字率本身與人均 GDP 的高增長率，也有高度相關性。 

雖然 SolidMemory™可以解決很多與記憶相關的學習問題，但在現階段，英語識字率是我們首要解

決的問題。 

使用 SolidMemory™，透過每天做 1-2 次 5-10 分鐘的練習，學生可將英語詞彙累積的速度提高 5-

10 倍，是提高學生英語水平最具成本效益的方法。 

由於 SolidMemory™ 能大幅提高學生和市民的平均生產力，它是對抗本港貧富懸殊問題的唯一可行

方案。 

在 1 年免費學校試用期之後，每名學生每天只需花約 6 毫，就可以繼續使用 SolidMemory™。對於

一些學生來說，這可能是他們擺脫跨代貧窮的唯一機會。 

那麼，你還在考慮什麼呢？ 

 

參考 

  
https://ourworldindata.org/grapher/literacy-rate-vs-gdp-per-
capita?zoomToSelection=true&time=earliest..latest&country=CHN~I
ND~IRQ~SGP~BRA~MYS~VNM~LTU~PRI~GEO 

SolidMemory™  

學校一年免費試用計劃 
 

https://ourworldindata.org/grapher/literacy-rate-vs-gdp-per-capita?zoomToSelection=true&time=earliest..latest&country=CHN%7EIND%7EIRQ%7ESGP%7EBRA%7EMYS%7EVNM%7ELTU%7EPRI%7EGEO
https://ourworldindata.org/grapher/literacy-rate-vs-gdp-per-capita?zoomToSelection=true&time=earliest..latest&country=CHN%7EIND%7EIRQ%7ESGP%7EBRA%7EMYS%7EVNM%7ELTU%7EPRI%7EGEO
https://ourworldindata.org/grapher/literacy-rate-vs-gdp-per-capita?zoomToSelection=true&time=earliest..latest&country=CHN%7EIND%7EIRQ%7ESGP%7EBRA%7EMYS%7EVNM%7ELTU%7EPRI%7EGEO

	如何使一個零分留級學生，獲得一個一級榮譽學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