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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am comes true

大學生活

When I was a S3 student, I had a dream of
becoming a forensic analytical chemist, and
declared biology and chemistry as my elective
subjects. Meanwhile, studying in the field of
chemistry became my dream on my tertiary
education and drove me the motivation to study
in the high school.

Difference between high school and
University
The major difference between high school
and university must be time management and
activeness.
I believe that every university students may
set their own working agenda to prioritize
their work and to distinguish which is more
important and must be finished first.
Study is your own business, and you should
take the responsibilities for your study because
you will be the only one to guarantee your
grade.

Motto
Dare to dream, as dream will never be
unattainable, your attitude determines your
altitude, dream will always be your guide,
your motivation to work on.

另外，大學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同學和教授，除了可提升
語文能力，更可透過他們的文化背景，增廣見聞、擴闊
視野。在學懂時間管理和累積人生閱歷，有助應付未來
不同的挑戰。

創意能為世界帶來改變

在大學與中學學習的最大分別，毫無疑問是大學
課程艱深很多，畢竟這是專業的訓練，有許多要
留意的細節，只能靠自律來確保學習進度。
大學的專門化令學習變得單一，成績和選科也受
學分和課程的限制，很多時只能選院系的必修課
，其他的通選課亦有限，大不同於中學的多元化
學習機會。
我希望在大學的四年裡，加深認識和裝備自己，
為自己的未來鋪陳一條康莊大道。

我現在就讀的數碼媒體課程強調創意，我們要嘗試探索
不同的可能性，只要保持對事物的好奇心，並把握機會
多作嘗試。無論成功與否，都會成為你的經驗，有助我
克服未來的挑戰。
我希望將來能投身創意行業，並能夠為這個行業，甚至
世界帶來貢獻，甚至革新。

PO LEUNG KUK C.W. CHU COLLEGE

《求學之道》
大學的學習

在大學讀書，重視自我規劃，因不再有人為你安排一切，
所以時間管理成為大學生的「必修科」，只有妥善分配
時間，才能平衡功課、工作、交際、家庭及作息生活。

保良局朱敬文中學

鄧鳳翔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一年級

當代著名學者丘成桐曾說過：「無論一個人多聰明，多有天份，也不可能漠視幾
千年來偉大學者共同努力的成果」，他的說話直接道出了學習的重要。他亦提及，
「歷史上從未出現過一個大科學家在沒有文化的背景下，創造出偉大的發明」，簡明
了學習對成功起著關鍵的作用。
要在學術上達致成功，也要「吸收歷史上累積下來的成果，並與當代的學者的切
磋產生共鳴」，說明了不單靠個人努力，還需要大家互相交流。同學們，不論做大學
問，或是穩扎學習基礎，想要成功，看看以下的錦囊能否幫到你？
丘成桐 (2004)。為學之道。香港科技大學演講辭。

． 找尋學習的方向–多看書，多發問，與師友切磋、與古人神交，築起堅實知識基
礎，擴闊視野
． 好奇–保持濃厚的好奇心，凡事求真，對稍有疑難的地方，不斷追問，直到圓滿
解決為止
． 苦學–在讀書的路上沒有捷徑、也沒有順風船，只有做事盡力，不偷懶，學懂堅
持，不達目標誓不休
． 從失敗中找出路–永不放棄是打開成功之門的鑰匙，摔倒了就站起來。遇到困難
的課題，嘗試用積極的心態去面對、努力克服

中文科應試心得
最重要的是要背好文化點，並多背一些成語和名
言名句，特別對說話寫作和綜合卷有幫助。

讀書心得
很多同學在面對考試時都會顯得十分緊張，生理、心理
都大有壓力，但出現這情況絕不會對成績有好表現，反
而帶來反效果。
建議同學對考試以平常心看待，盡自己努力預備，應該
相信自己積累的經驗和能力。只要有穩定的心理素質，
才能好好發揮，取得佳績。

而應對閱讀卷的重點，是能快速找出文章的中心
思想，便可以對付百分之七十的題目，提升考試
成績。

學與教發展 - 提升教學品質 (2018-2021)
1. 培養良好的學習習慣，提升學習能力
2. 以評估促進學習，優化學與教的效能

除了丘教授的錦囊外，我們還特別邀請幾位現已升讀大學的朱敬文校友，跟大家
分享他們的考試心得和現在大學的生活！讓所有希望考進大學的後學作參考，提升備
戰能力！
沙田大圍田心街一號

http://home.plkcwc.edu.hk

查詢： 2699 1031

陸家慶
香港大學理學系一年級
一圓大學夢
從小學開始，我就對大學生活有憧憬！或許是
受儒家文化的薰陶，總讓我認為多讀書是好，
所以更想體驗大學的生活。
受美劇「The Big Bang Theory」影響，我的志
願是成為一名科學家，在尖端科技的協助下探
索宇宙奧秘。大學有的先進完善科學設備，還
有資歷豐富的教授，更有志同道合的同學。

曾潼
香港大學理學系一年級

申智恩
香港理工大學傳意設計系三年級

陳立賢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四年級

設計夢
科學夢
在中四那年，成為科學家這夢想已悄悄在心中發芽
，生物這門選修科使我了解到自然萬物的不可思議
與奇妙。

我從小就對設計創作及藝術表達有極大興趣，
我是在修讀高中視覺藝術科和應用學習課程時
，才堅定在創作路上的發展，可幸地家人也十
分支持我的決定。

大學，一個選擇
大學，是個讓你了解到自己是一個如此微不足道，同時
讓你延遲離開安舒區的地方，而“大學生”只是比別人
多了個頭銜和一張紙，從不比別人優越。

我四處詢問經驗豐富的老師，查找不同的升學資訊
，急切想知道能成為科學家的方法。同時我也意識
到不能單靠對夢想的熱情，所以我發奮讀書，只希
望能夠拿到理學院的入場卷，成就夢想。

朱敬文中學除了重視學生成績外，也透過全方
位學習培養同學的興趣，如我曾在老師鼓勵下
參加海內外交流團和各種美術攝影比賽。我就
是在體驗過程中，令我對升學有了一個清晰的
目標。

從青年到成年

大學生活

一個大學生要學會對自己負責，不能再躲在師長父母的庇蔭下，要獨自探索全新而精彩
的世界。當我面對誘惑要自制、犯下錯誤要自省、遇上挫折要自我鼓勵。父母很少會再
約束我的行為，大學的教授也不會像中學老師一樣對我語重心長，我開始要為自己的人
生負責。

大學提供廣闊的平台和體驗，科目分類更專門
、仔細，我們可以選擇將來深造的方向，有利
未來就業。而大學提供各種社團活動、學術交
流和工作機會等，都有助促進自我了解。

➢ Hope for the best, plan for the worst
什麼時候也有數個後備方案，永遠作最壞的打算，你只
會在成功時才知道自己有足夠的付出

1. 清晰數學概念 - 如果連題目在問什麼都不知
道的話，那我們也只能像無頭蒼蠅一樣到處亂
撞

通識奪星 * 心得

中文奪星 * 心得

➢ 不要把夢想化為夢，Nobody can define who you are

2. 熟能生巧 - 重複做同一類型題目十幾二十萬
次，必定能將題目融會貫通，找出得分竅門

1. 跟進學習進度 - 要清楚知道已經學到和將會學什麼，才能好好安排溫習計畫，提高
學習效率

1. 養成閱讀習慣 - 無論是中文、歷史還是通識
科，我都喜歡把課本當小說閱讀，這有助打穩
知識根基

大學和中學的最大不同，就是「自由」，也意
味著我要肩負更多的「責任」，要自己選擇科
目、安排上課時間和發展自己的興趣，確確切
切地對自己負責。

數學奪星 * 心得

3. 不能怕錯 - 發現「錯」已是問題的開始，早
一日發現錯誤，便能早一日解決。千萬不要在
考試那天，才懊惱自己沒有及早處理
4. 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 - 學習不
能怕辛苦。技巧固然重要，但更多時候，不走
捷徑才是捷徑

大學只是無限個選擇中的其中一個，我大部分的朋友都
沒有入大學，卻比不少大學生工作得專業，生活得快樂
和不平凡。重點是，你只有一生的時間，應當還年輕的
時候，不斷嘗試，了解自己的長短處和興趣，於你需要
辦的事上，投放你200% 努力。開拓並運用你擁有的一
切資源，學習你所需的知識，你獲得的比你想像的更多。

成功的心得

2. 量化學習成果 - 如果我們能量化自己每天的學習時間，又或計算所做練習的數量，
能避免自以為花了很多精力，但其實還在原地踏步的錯誤
3. 自我反思 - 每一次改正，無論是練習，過往試題，校內考試，我們都需要能夠清楚
說出自己錯誤的原因以及針對錯誤進行改善，反覆如此更能令所學知識更穩固

有時不要太現實，現實是一幅高牆妨礙你。現在年輕，
風險是可以接受的。你的人生才是主角

➢ 主動結識積極、樂觀的朋友，遠離悲觀、憤世忌俗的人
好的同伴能令你不斷向上

2. 備課預習 - 讓我在老師講解時，更容易理解
內容和思考，會有更好的成績
3. 多寫作、多記錄 - 記錄日常生活，如寫日記
也是鍛鍊中文能力的一個好方法

➢ 付出200% 努力、鞏固基礎
成功從不容易，不要讓未來的自己活在悔恨當中

➢ 做個好人比什麼也重要
4. 多做練習題目 - 熟悉考試提問模式，也是
提升成績的不二法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