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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重視實際，有人愛看未來；有人喜歡追求能力，有人看重

方向。未來何去何從？

六年一貫的中學生涯，我們積極鼓勵學生追夢，並有系統地協助

學生規劃人生，從了解自我、訂定目標、確立方向至實踐夢想。為讓

學生籌劃更美好的將來，我們透過商校合作計劃，安排學生到職場體

驗，又帶領學生到大學參觀，感受大學的學習環境及氣氛。

2015年開始，學校與九龍倉企業及理工大學進行商企、大學及學

校協作計劃，為中三及中四級學生舉行生涯規劃輔導營，安排大學生

成為小導師，以1比3比例帶領中學生進行大學選科輔導，協助學生早

定目標，朝大學夢的理想進發，成就了「理大人修練計劃」。

　　

一篇一篇散發正能量的文章，背後是一個又一個感人的故事，見

證我們的學生們在生命導師的伴隨下，努力耕耘，結出震夏人理大修

練計劃纍纍的果子。

幸福從來不是必然的，夢想也不是空中樓閣，我看到的，是堅

持、是努力、是謙卑、是包容…理大人跨過重重高山，向自己許下宏

願，結伴同行，翻過山，越過嶺，回望過去，咒詛化成祝福，夢想就

是如此飛翔。

無論是理大人或是震夏人，給您們送上祝福：

 願您們在計劃中建立的情誼，成為前進的動力，助您披荊斬棘，

迎向未來。

願您們時刻充滿喜樂，相信明天總有盼望，風雨過後仍是晴天。

願天父的愛和恩典，成為您一生的護蔭，替您遮風擋雨。

夢想，源自創意與毅力；憑着愛心與熱誠，凡事皆可圓夢。感恩

參與震夏人理大修練計劃的每一位導師，都是有方向，有能力，願意

追夢。因着您們的支持和鼓勵，一個一個震夏人如願的飛翔，這是學

校的最大成就。

序

震
夏
夢
飛
翔

何
應
翰

明
愛
粉
嶺
陳
震
夏
中
學
校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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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啟
發
人
生
路
向
的
故
事

梁
錦
祥

「
學
校
起
動
」
計
劃
顧
問

拜讀廿多位理大學生在「一人一故事」裏寫出各自從初

中邁進至大學之道的心路歷程，不其然也勾起我青少

時的類此感受。雖然是相隔兩個世代，我發現原來同期的青少

年也是同樣對自己不甚了解，對選科、有效學習方法，及訂定

人生路向感對混沌、茫然、迷失，甚至徬徨。

同的是60年代的我，卻沒有像現今陳震夏中學同學們那 

般幸運，有緣遇上一班熱心服務社羣的理大學長，毫無保留地

分享他們為認識自己興趣所在，為選定自己人生目標而奮鬥的

故事，從而獲得有所啟發。故此，當年的我，只能在跌跌踫踫

中走了許多不必要走的彎路， 浪費不少寶貴光陰。

在我未參與「九倉學校起動」夥拍理大Service Learning計

劃之前，從不認識Service Learning是甚麼回事。經過兩年多的

參與後，非常欣賞理大的石教授及其教授團隊所策劃及實踐的

Service Learning學制，不但提供理大生服務社會的機會，學習

怎樣將自己所知所學幫助別人，更令到他們的服務對象受益之

餘，啟發了長遠及正面的影響。「震夏人理大修練計劃」正是

其中一個具體好例子。

我在此鼓勵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的同學們從多位理大生的

故事中，嘗試找尋自己的影子，經過全面反思後，自信地踏上

自己夢想要走的道路，邁向選定的人生目標。

最後，我衷心感激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的何校長、各位教

師及理大師生為同學悉心付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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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是知識份子，也是未來社會的棟樑。面對社會的

需要，大學必須建立社會責任感。本着這個精神，香

港理工大學要求每位本科生在畢業之前，必須修讀一科服務學

習課程。

在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推行服務學習計劃，是理大同學

的福氣。透過與中學生的交流和提供服務，理大同學不單深化

他們的知識，亦能學習同理心、領袖技巧、及對社會責任的反

思。我們十分感謝學校、校長、老師和同學讓理大學生有成長

和服務的機會。

在本書中，我們看見中學同學和理大同學的感人故事。青

年人要走的道路並不是一條平坦的道路。但我相信，只要透過

勵志的故事，沿途的困難縱然是很大，都能超越。本書的故事

正好鼓勵同學，立志向上，永不言敗。

序

沿
途
有
「
你
」
的
故
事
石
丹
理

香
港
理
工
大
學
協
理
副
校
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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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生
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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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起動」計劃與香港理工大學由2014/15學年開

始，藉著服務學習這個平台，將大學生與中學生

連結起來，互相學習，一同成長。理大學生把從大學四年制必

修的服務學習課程中所學的專業知識應用出來，為明愛粉嶺陳

震夏中學的學生籌備了「震夏人理大修練計劃」，藉著參觀大

學校園，兩日一夜交流營和英語工作坊等活動，協助中學生尋

夢及追夢，改善其基本溝通能力及語文能力，並與中學生分享

自己成長道路上的點滴。

大學生與中學生年齡相若，中學生現時面對的難題與迷

惘，大學生數年前亦親身經歷過，其意見對中學生來說極具參

考價值。中學生同時能透過與這班亦師亦友的「大哥哥、大姐

姐」接觸，啟發他們思考未來路向。此書輯錄了二十八個理大

學兄學姐的故事，二十八段成長經歷，定必能啟發各位中學

生尋找人生目標，編織出屬於自己的故事，並一同說聲「We 

Can」！

序

啟
發
思
考 

尋
找
目
標

鄧
家
鳳

「
學
校
起
動
」
計
劃
秘
書
處
秘
書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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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多篇理大同學分享中學時選科的過程，當中有迷網、有掙

扎甚至迷失，但最重要的是一切過後，我看到的是一個一個

的成長故事。

        

在中學階段要面臨選科的抉擇，一想到這可能影響到自己日後人

生的路如何走，真的不是一個容易的決定，我看到有些同學選擇自己

成績較好的學科，增加繼續升學的機會；也看到有些同學選擇自己有

興趣的科目，放棄成績較好的學科。在學習的路上樂在其中；也看到

有些同學在未清楚自己路向時選了不合適的科目，以至掙扎過後透過

改選科目重拾自信，回復學習的動力。

        

其實每個人的人生都是獨特的，面對人生大大小小的不同抉擇和

機遇，就算真的未能做到每一次都好好掌握，在日後路上也有修正的

機會。最重要是要堅持地不斷學習，令自己的人生不斷進步。

堅
持
學
習  

進
步
人
生

張
舒
環

海
港
城
租
務
經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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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地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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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就讀香港理工大學護理學一年級的我，其實一開始並

不是選護士這科作為大學聯招（JUPAS）的第一選項，

我更想入讀的是香港浸會大學的中醫課程。這個目標其實從中

四已定下。雖然如今未能成事，但這個目標在當時而言，的確

是令我仍能在壓力和倦意中繼續去奮鬥的動力。老實說，溫習

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很容易便會放棄，你我一定經歷過。若

這時你想起原來有一個目標，是自己不得不達到的話，目標便

成為推動你的能量，所以盡早為自己設下目標吧！

定下目標後，便要想想如何實踐。首先，要制定方案去達

到目標。當初我定下想讀中醫這個目標後，便找了很多收生的

準則和分數。明白了收生要求後，便可對症下藥，針對自己的

缺點去改善。浸大中醫看重中、英文和生物，而英文科是我最

差的科目。因為原本的語文基礎打得不好，使我在高中學英文

十分吃力。記不住詞語的串法和意思、該如何運用詞語、乃至

發音問題，如此種種都令我提不起勁去學習，自然而然考試成

績就差了，面對如此成績更令我喪失鬥志。然而，那時我想起

了當初的諾言，便決定要重新振作，定下嚴謹的溫習時間表，

例如一個月內要記下300個英文詞語，這正是「針對自己的缺

點去改善」。

中六結業禮後，我開始不用每天回校上課，此時卻是挑

戰自律的開始。沒有了老師的督促和安排，每日便需要為自己

訂溫習時間表。我當時定時間表的策略是每天都會溫習所有科

目。一開始的時候，我仍能繼續跟著時間表去溫習，從不間斷

目標是你前進 
的動力

施佳俊

護理學(榮譽)理學士學位二年級 (20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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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這時你想起原

來有一個目標是自己

不得不達到的話，目

標便成為推動你的能

量，所以盡早為自己

設下目標吧！

地從早上九點溫習到晚上十一點，日復一日的長時間無聊生

活，人自自然然會想偷懶。因此，我學懂平衡溫習與休息的時

間，每個星期日我都只會用半天來溫習，剩下的時間會去踢足

球。正因為這種「忙裏偷閑」的溫習方法，我才能事半功倍，

否則，我一定會一早放棄四個月的自修時間。

四個月的時間很快便完結，第一科迎來的就是中文口語

考試。面對第一份說話卷，心裏自不然會有點害怕。準備的時

候腦內一片空白，有足足兩分鐘想不到東西，回過神來也不知

所措。最後因預備不夠，心志不穩，未能發揮以往的水準，面

對辛苦溫習，卻未能如常發揮的苦果，我完全提不起勁繼續溫

習。但眼看日子不斷地流走，我下定決心要重新振作，要為目

標奮鬥。真的很感恩，之後的考試也很順利地進行。

在這裏分享一些考試建議。我每次考試前都會吃點巧克

力，為甚麼呢？第一，巧克力裏的糖份可補充血糖。因為我每

次考試我總會錯過了吃早餐的時間，急忙地跑向試場。而這時

巧克力正令我可精神地完成試卷。第二，有報章報道吃巧克力

可以補腦，因為其中的可可黃烷醇是對大腦發展很重要。總

之，吃巧克力對要考試的人很重要！

以上是我考DSE時所經歷的分享，為的就是希望你能從中

明白定下目標的重要性！遇上困難也要繼續堅持下去，吃點巧

克力也可以！

＃前進啊 ＃300個英文詞語 ＃巧克力

想一想，齊分享

1. 你的減壓方法是什麼？

2. 你的目標是什麼？

3. 你的目標要如何實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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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面臨高中升學的時候，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本校高中

部，在初中部度過的三年時光，讓我對母校與眾不同

的教育模式產生了認同感與親切感，因此並不想離開。然而，

我與母親在文理科的選擇問題上產生了分歧。母親堅持讓我選

擇理科，理由是理科生較文科生可選擇的大學專業更多，就業

範圍也更廣。而從小喜好文史的我卻對文科更感興趣。因此，

即使迫於母親的強硬態度選擇了理科班，我仍希望在一年後再

次分班，轉去文科班。

對此，母親並沒有明確反對，而是與我約定：高一學生仍

需要學習全科，這一年便由我來自行瞭解文理科的情況，一年

之後不論結果如何，她不干涉我的決定。

於是，在這一年中，我並沒有像其他已經決定選擇理科的

同學一樣只專注於理科學科，對文科學科敷衍了事，而是在兩

者上投入了同等的精力。這一年中，我逐漸發現，如果我要轉

到文科，就必須面對的問題：我對於文科必修的政治課毫無頭

緒，自然成績也不理想。我雖對地理有興趣，卻始終不得學習

要領，成績只是平平。另一方面，興趣驅使我的歷史成績與文

科同學不相上下。也就是說，我在政治、歷史、地理這三門文

科必修的科目上，存在嚴重偏科的情況。與之相反的是，在物

理、化學、生物這三門理科的必修科目上，我的成績卻較為理

想，物理甚至可以算是我的優勢科目。

興趣與能力， 
孰更重？ 葉文欣

會計學(榮譽)工商管理學士學位二年級 (20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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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故事

重新分班的時候，我一度面臨十分艱難的抉擇：是選擇有

興趣科目的文科？還是選擇自己更佔優勢的理科？是選擇進一

步追求自己的愛好？還是選擇揚長避短，使自己的實力得到更

好地發揮？還有不得不考慮的一方面是，本校大部分的文科學

生都可以享受到保送或者優惠政策，而理科學生則只有高考這

一條路。與出路已經確定的保送相比，我更想通過自己的高考

成績來選擇自己喜歡的專業。經過幾番思慮，我最終選擇學習

理科，同時將學習歷史作為愛好繼續堅持下去。

學科的選擇上，國內學生只有兩種選擇，相比香港學生

則要自由得多。我建議是在選擇學科時，揚長避短，選擇自己

更能發揮長處的學科。當然，在更自由的選擇情況下，同學們

也不妨考慮自己的興趣科目，因為興趣可以成為學習的有效動

力。

在國內，準備參加高考的學生往往面臨著巨大的壓力，激

烈的競爭、繁重的學習任務以及家長的期望都是壓力的來源。

因此，及時排解壓力、調整自己的學習狀態，就成為了學習生

活中必不可少的一環。對此，我的個人經驗是可以發展個人愛

好來減壓，閲讀、欣賞音樂、繪畫等都是很好的減壓方式。當

然，分清主次也是必要的，休息時以愛好調整自己狀態，學習

時則全心投入備試狀態。

＃選擇 ＃興趣 ＃優勢 ＃減壓 ＃愛好 ＃揚長避短

想一想，齊分享

1. 你們目前選擇的選科方向是你們的興趣所在嗎？

2.  如果不是的話，是否自信能堅持完成並非興趣所在的科

目？

3. 如果是的話，是否考慮應如何將這種熱情維持下去呢？

及時排解壓力、

調整自己的學習狀態

就成為了學習生活中

必不可少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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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的人生有沒有遇過不如意的事？你們又選擇怎樣面

對？我是理工大學一年級護理系的Yoyo。我的學習經

歷可謂比平常人豐富，年少時在女校讀書，之後去過加拿大留

學，最後更於香港的國際學校畢業。一年半加拿大的留學經歷

是我人生的轉捩點，外國與香港的教學模式大相逕庭，令我由

討厭英文到慢慢愛上它。留學其間我遇到很多困難、挫折，因

為語言不通，所以大部分事情我也是需要自己處理，從中學會

了獨立。我從一開始一句英文都聽不懂到練得一口流利英語，

付出的不止是時間，更有無限的勇氣。我怕尷尬，怕說錯，更

怕被人取笑。幸好我遇到一班好同學，好朋友，好老師，一直

默默地幫助我，訓練我用英文的技巧，強迫我用英文溝通，最

後我的英文比中文還要好，因而他們都是我人生中無可取代的

角色。    

學習英文雖然看似無從入手，或者你會覺得自己根基沒打

好，根本沒有任何機會可以合格，甚至去拿更高的分數，但相

信我，在我初中時英文程度比你們還差，每天要留校到七至八

點上英語補底班。現在作為補習老師，更了解現今中小學生對

英文的反感，學習英語只為了求分數而不是求知識，如此心態

自然不能推動學習。事實上，良好的學習態度和恆心都是學習

的先決條件，即使成績不理想，亦只是暫時的失敗，在漫長的

學習的路途上並不等於永恆的失敗，成功的道路不易走，重要

的是先要找到能推動自己的動力。

我在加拿大學習期間，感受到外國沒有壓力的學習環境，

學習氣氛十分濃厚。即使當初英語水平未達水準，但老師一樣

暫時的失敗不等
於永恆的失敗 黃穎瑤

護理學(榮譽)理學士學位二年級 (20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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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故事

很有耐性教導我，發掘我的長處。例如我中文程度較好，就讓

我到附近的幼稚園教導中文，相反我英文較弱，老師就特別安

排高年班同學於放學後教導我。在那裡生活，我獲益良多，亦

帶著這份經歷回港考公開試。

                  

在我為公開考試奮鬥的時候，我特別喜歡一句句子：「失

敗，往往是因人覺得自己還有很多的時間」。我個人覺得這個

句子能反映到大部分考生於準備公開考試的情況，往往認為距

離考試還有時間，還有很多時間準備等等的藉口。現在回看過

去一年準備公開考試的日子，既懷念又可惜，懷念的是自己曾

經為了夢想奮鬥，可惜的是並沒有盡全力，但入到自己喜愛的

護理系就已經足夠了。

脫離中學的學習環境，邁向大學，身邊的人和事都截然

不同，到現在已經過了大半年。雖然沒了公開試的壓力，但學

習護理知識的工作量也不少，project和presentation的數量好像

無止境地增長，但慶幸的是有一班志同道合的同學一起奮鬥。

希望幾年後的今天，你也會與我一樣，看着自己的夢想慢慢前

行。

度過了我這19年學生生涯的歷程，希望我個人的故事能對

你有正面的影響，到最後，我想寫下三條問題，希望你們能透

過這些問題從而去反思，更有效地為未來作好打算，請緊記，

成功是留給有準備的人！

＃夢想 ＃奮鬥 ＃挫折 ＃未來 ＃準備

想一想，齊分享

1. 你遇到過的最大挫折是什麼？

2.  遇到挫折後，你會選擇逃避？放棄？或是克服？如果是

後者，是什麼原因驅使你不放棄？

3. 究竟漫長的人生道路是為誰而活，父母？自己？

即 使 成 績 不 理

想，亦只是暫時的失

敗，在漫長的學習的

路途上並不等於永恆

的失敗，成功的道路

不易走，重要的是先

要找到能推動自己的

動力。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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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在理大讀書已經快一年了，但是中學的生活給我留下了

不可磨滅的記憶。成年前的我，是一個不成熟的人，這份不

成熟在不斷地叛逆、充滿疼痛的抗爭，以及殘酷的現實中逐漸被打

磨成寶貴的人生經驗。我希望能夠在這裡把我的經歷分享給你們，

甚至可以讓你們從中有所收穫。

我來自國內，大多數國內的學校會讓學生在高中二年級的時候

選擇文科或者理科繼續就讀，也即是選擇未來的方向。少部分明星

學校，就如我所就讀的學校，會讓學生在高中一年級的時候就決定

選科。在國內崇尚理科的氛圍下，我並沒有深入考慮，而是從眾地

選擇了理科。但是，當我真正開始學習物理、化學和生物的時候，

我發現自己對它們並沒有濃厚的興趣，也沒有一聽就懂的天賦。自

然，我就處在了一種既不想學也學不好的極度苦悶的狀態。

父母和老師對我糟糕的成績自然是不滿，父母不斷地以言語譴

責，老師則一以無盡的的課業來壓迫我。正處於叛逆年齡的我，自

然是開始了不斷的反抗。在內心極度的苦悶之中，我開始嘗試拓寬

自己愛好的範圍，不斷去接觸新的事物，比如攝影、看歌舞劇、瞭

解摩托車賽車這類看起來還算有益身心的愛好；也有類似打遊戲、

看動漫這類似乎無益的愛好。可是，當我花費很多的心神在這些讓

我快樂的課外愛好上時，升學的成績自然則是直線下降。

這種天天醉生夢死的糟糕狀態下，我過完了高中一年級。我的

醒悟和熱血漫畫小說的情景不一樣，其實並沒有什麼特別痛苦的事

情刺激到我，或許只是因為年齡到了，高中一年級暑假的某一天，

選科路上的荊棘
陸玥含

 會計及金融(榮譽)工商管理學士學位二年級 (20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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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故事

我突然清醒了。我意識到了自己目前糟糕的成績，也看到了自己對

娛樂有了難以戒掉的癮。

我清楚知道自己對物理、化學、生物沒有興趣也沒有天賦，也

知道自己已經浪費了一年的時間。所以，雖然痛苦，但是我決定及

時煞車，在對文科知識毫無基礎的情況下，毅然決然地在高中二年級

的時候棄理轉文。我認為，其實大多數的人和我一樣，一開始做決定

的時候，並沒有「閲對能堅持下去」的毅力，所以，先保持一顆果斷

敢做的心是最重要的。這種信念只需要有幾秒鐘的一閃而過就已足

夠。一旦這種果決的信念讓我們的行動開了頭，之後殘酷的現實會

自動推著我們前進。我轉了文科之後，距離升學只剩兩年，巨大的

時間壓力推著我從基礎補起文科知識。

我轉文科也並非是一時衝動，我發現了自己對於政治學科中

的經濟部分有著濃厚的興趣。說來慚愧，高中一年級的時候，對於

我們這些學習物理、化學、生物的學生，政治老師上課並不認真講

課，而是會放一些視頻敷衍了事。殊不想，正正因為這些視頻，讓

我瞭解了很多經濟學方面的知識，也發自內心地敬仰那些談論重大

經濟問題時愜意如「烹小鮮」的金融經濟專家。正是這種興趣，讓

我開始自發學習，自覺自願地去不斷深入瞭解，不覺辛苦反而陶醉

其中。自然，成績節節高昇。

但是，此時的我還面對著另一重大的危機──就是時間管理

問題，娛樂和學習所用的時間大大失衡。我也想過戒掉娛樂，但

對於沒有多大毅力的我來說，幾經失敗後讓我意識到這根本不可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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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掌握了平衡

娛樂和學習的方法，

才能使並沒有極強大

毅 力 的 自 己 有 所 成

就。

能。最後，我決定專門為娛樂開闢出固定時間，但相對的，我要保

證學習的時候不分心，玩的時候也必須有所收穫。每天都會預留一

定時間，週末也會預留一整晚的時間。這樣的話，每天都能適當娛

樂，不至於出現強烈的「戒斷反應」。週末的整晚長達幾個小時的

時間，也可以滿足我類似攝影這種無法利用每日零碎時間的愛好。

我對學習認真之後，這種態度也影響了我對娛樂的態度，讓我

的各項愛好也不再止步於略懂皮毛的水平。從攝影學到打光修圖，

從看摩托車賽車比賽到懂得賽車知識。看似毫無益處的打遊戲看動

漫，也讓我擁有了其他學校同學所不能有的社會朋友圈。

最終，我成為了一個學習和娛樂兩方面都還可以的普通人。因

為普通，所以才更覺得自己的經驗具有普適性，因此我才會寫下自

己中學時有關平衡娛樂和學習的方法，才會強調興趣的重要性。畢

竟作為普通的人的我，沒有令人驚艷的天賦，所以只有由興趣推動

的努力，才會讓我有所成功；所以只有掌握了平衡娛樂和學習的方

法，才能使並沒有極強大毅力的自己有所成就。

＃選科指導 ＃拓展愛好 ＃時間管理 ＃興趣的重要性 

想一想，齊分享

1. 你能夠平衡學習與興趣嗎？

2. 你如何管理自己的時間分配？

3. 你相信自己能做好嗎？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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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故事

我偶爾會在發呆之際，回想過去二十年，甚麼因素成就了今天的

我？接著便發現重點在於打破極限。這念頭出現的那一瞬間，我

心中立即閃過三個字：好老套……企圖推翻這個答案，但無可否認，今

時今日，我的成就，我的過去全都是不停地打破自己極限。

兩歲的時候，我們還不懂得如何用雙腿一步一步向前走。但為了要

走到母親的懷抱，我們堅定地用那軟軟無力的雙腿踏出人生第一步。當

然，這例子沒有太大的意義，因為步行是必須要懂的，我們不得不學。

長大了，我要學鋼琴。每次下課後，都禁不住向母親抱怨老師十

分嚴厲。雖然我和老師十年來感情如一，十分不錯，但她對我的要求實

是很高：三級時便要彈五級的歌；五級便要彈八級的歌；八級便要彈演

奏級的歌，再加上每星期無窮無盡的練習曲，我能不抱怨嗎？但抱怨過

後還是乖乖的主動練琴，真奇怪。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要苦苦哀求

母親讓我學琴，又要犧牲自己玩樂的時間練琴，放假時除了溫習便是練

琴。學琴很辛苦，但每當我完成老師的功課，卻會很有成功感。那感覺

就好像男孩子在電腦遊戲中獲得新技能和道具。不同的是，我的技能可

以伴我一世，收穫比玩電腦遊戲更佳。

中二放暑假期間，我突然興起想操練數學，便把數學書內的題目全

都做一遍，一題一題地做，容易的做困難的也做，選擇題和長題目都一

律完成了一遍，甚至連書中的會考題都不放過。每次操練都花上六、七

個小時，完成後又會腰酸背痛頭暈眼花。動機是甚麼？其實沒有特別明

打破極限
徐麗虹

 社會政策及行政(榮譽)文學士學位二年級 (20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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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的目的，只是單純想知道自己的極限在哪。豈料不鳴則已，

一鳴驚人：原來溫習六、七個小時對我來說並非異想天開。事

實上，到後來要備戰DSE，複習便沒有甚麼大不了。

高中的時候，參與了一個活動，其中有一節要在早餐前來

回跑吐露港的水霸。聽到如此噩耗，頓時哀聲四起，而我亦是

其中一分子，因為我體育向來近乎不合格，心裏淚流滿面。但

為了面子！為了組員的利益！我無路可退，唯有咬緊牙關，即

便是爬也要克服那水霸。完成之後，感覺以後也不會有其他困

難可以難到我。

人生中的挑戰數之不盡，但大多只要有決心便可突破自

我，克服難題。

難度是高是低，只視乎你付出是少是多。

＃打破極限 ＃挑戰 ＃困難 ＃成功感

想一想，齊分享

1.你又曾經做過甚麼打破自己極限的事呢？

2.你願意付出多少去克服難題？

3.你有沒有試過後悔沒有嘗試去跨越一個難題？

人 生 中 的 挑 戰

數之不盡，但大多只

要有決心便可突破自

我，克服難題。

難度是高是低，

只視乎你付出是少是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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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故事

我深信一個道理：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人是完美。我們

常常會稱讚別人好棒，很羨慕他人。往往我們看得起

的只有其他人，卻時時看低自己，很少會覺得自己好。我總是

覺得每個人都會自卑，我們需要同伴。

我記得中六的時候，有位朋友她常常都提不起勁去溫習，

就算旁人「恐嚇」她：「你再不溫習，你就入不到大學，未來

就好慘」，她都無法下決心好好溫習。剛好我善於切中要點，

於是被邀請去擔任激發她溫習的朋友，跟她說一句勉勵的話

語。我知道這位朋友非常喜歡社交，於是我根據她的喜好說了

句：「你再不努力，難道你想看到你的朋友都入大學，剩下你

一個孤單地自己拼搏再入回大學嗎？」她猶如當頭棒喝，開始

勤奮讀書。考英文試卷三之前，我見過她獨自一個在自修室奮

鬥到十點的身影。最後，她入讀城大讀商業。可見，其實只要

肯下定決心，沒有甚麼是不可能的。

事實上，我們常常稱讚他人，眼中只見其光輝，卻往往忘

記那個人背後付出過的努力，甚至忘記了其實羨慕他人的我們

也能做到，只要自身發奮努力。舉個例子：一個大學生站在你

們面前，你們可能會覺得他/她好強勁，比自己更強勁。但其

實他／她背後付出了許多難以預測的辛勞。正如我一樣，雖然

現在很輕鬆可以和大家分享自己的奮鬥經過，但其實我都經歷

過一段很痛苦的階段。成功並不是必然。我中三所選擇的選修

捱一捱就過了
陳穎琳

 社會政策及行政(榮譽)文學士學位二年級 (20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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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其實並不適合自己，上到高中讀書十分吃力，那時的精

神壓力很大，每天只睡到五小時。考文憑試之前，壓力更大。

文憑試是每年四月開始考筆試，我記得大約到了自己考前的一

月，我只會在自修室、學校和家出現，每晚去自修室會去到十

點，才回家吃飯。一日一日地捱下去，才勉強地挽救了自己的

理科成績，最終坦然無憂地進入大學。

讀書是辛苦的，但有誰說不用讀書的生活是輕鬆的？有人

說香港的教育制度很差，令學生過得很痛苦，但每年每屆的莘

莘學子都如是地過，他人可以，為何只有自己不可以？生活一

向難捱，但捱一捱又過了，回首便會為當初感到難捱而一笑置

之，讀書也一樣，還是快找好自己的目標進發比較實際！

 ＃沒有任何一個人是完美 ＃努力 ＃付出 ＃捱一捱又過了 

＃目標 

想一想，齊分享

1. 你找到你的人生目標了嗎？你正在為它而奮鬥嗎？

2. 你願意為成功付出多少？

3. 你開始起步了嗎？

只 要 肯 下 定 決

心，沒有甚麼是不可

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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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故事

公開試的準備
黃子樂

 社會工作(榮譽)文學士學位二年級 (2016-17)

當年的公開試，我除了要應付選修科如中史，世史等科

外，亦要應付中英數，其中，英文科更是我的短板，上

高中的時候，英文科的校內考試成績總是不合格。

我尚未踏入公開試年度時，其實未有特別的準備，依然是停

留在只會盡力認真聽課的階段。不過，就英文科而言，我卻會外

出找補習社補習，目的是鞏固英文文法基礎、學習更多生字，以

及有專人免費為自己批改作文。校內英文老師亦會提供部分歷屆

試題（Past Paper，以下簡稱pp）予我們操練，包括聆聽、說話、

作文，閱讀等，以及有英文文法補充練習。不論是校內英文老師

還是補習老師，我都會主動把自己的作文給予他們批改，並找他

們安排進行口試練習，額外的練習令自己信心增加。

踏入公開試的新學年，就正式開始操練一整份的pp。由於自

己會有「考試病」，即是一到考試時就會表現失準，因此每次操

練，都會將自己的分數打「七折」。除此以外，亦會問同學借補

習筆記，或者上網購買二手補習筆記，掌握答題技巧。例如曾經

有老師講過，如果做閱讀理解的選擇題時，四個選擇中，如果有

些選擇的用字完全跟文中的一樣，通常都不會是答案，當然這是

其中一樣基本的考試技巧。

升學

運氣，雖然是實力的一種，但於公開試內仍然佔了一個非常

重要的地位。而我的運氣的確非常一般，因此於2010年及2011

年重考後公開試的成績，仍然不符合大學基本要求。因此決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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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要 肯 下 定 決

心，沒有甚麼是不可

能的。

2525

入讀高級文憑課程。但該怎麼抉擇呢？其實不論是副學士課程或

者高級文憑課程，甚至日後能夠再報大學的學士課程時，是要如

何做出選擇？

基於「錢」途？如果論薪酬豐厚的職業其實有好多，專業的

有律師、醫生，即使是較普通的從商例如財務策劃師也有機會賺

取豐厚收入。問題是，當時會考慮到自己性格是否適合，例如自

己是「難以坐定」的性格，要找些經常能夠離開座位的工作。另

外，自己對專業知識掌握比較弱，而醫生要掌握大量專業知識、

律師要花大量時間「坐定」研究案例的工作，則未必適合自己，

因此不在考慮之列。財務策劃師要口才，自己也不適合。雖然有

不少科目畢業後，有機會賺取豐厚收入，但如果自己性格未必適

合，即使勉強畢業甚至入行，也未必能夠真正賺取較高的薪酬，

又或者過程會令自己辛苦，所以我便沒有因為「錢途」而選擇修

讀的科目。

基於興趣？數年前的自己，對自我了解的認識不足夠，而社

會科學，特別是社會工作是一個途徑去了解自己，加上認為社工

予人印象「幫到人」，又能夠「改變社會」，其實都很有意義，

所以最終選擇了社會工作的高級文憑。

公開試失敗者＝社會上的失敗者？

自己當年正是公開試的失敗者，因為即使重考完仍然未能獲得

理想成績，入讀大學，最終幾經波折才能入讀大學。雖然如此，但自

己會否認為自己是社會上的失敗者？當年的自己，的確會有這種想

法。然而，今日的自己卻會問，到底「失敗」是指甚麼？是否符合社

會主流期望，例如中學畢業後升讀大學，或者大學畢業後必定要賺大

錢，這些才是成功，不能做到就是失敗？為何自己的成功及失敗，要

由其他人定義，而不是由自己定義？自己的生命，到底是為他人而

活，還是為自己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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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故事

搵錢多＝成功？

社會上其中一種看法，就是認為賺錢多才是成功。然而，又

有沒有人思考過為何會有這種想法？這種所謂主流價值觀又是否

正確？成功的指標就是只與賺錢多少掛鉤？如果我喜歡騎單車，

而且每星期都能夠與朋友騎單車，但是沒有參加任何比賽，亦沒

有獲得任何獎項。那麼，我在維繫友誼的角度，以及做自己喜歡

的事情的角度上，又是否不成功？

因此，請不要在意他人之目光，不要在意是成功還是失

敗，好好為自己活，如果你不為自己的人生而活，誰會為你的

人生而活？

＃盡力於上課時聽課 ＃額外的練習令自己信心增加

＃基於「錢」途？ ＃基於興趣？

＃為他人而活，還是為自己而活？ 

＃主流價值觀又是否正確？

想一想，齊分享

1. 何謂成功？

2. 何謂失敗？

3. 暫時的失敗是否等於毫無前途？

只 要 肯 下 定 決

心，沒有甚麼是不可

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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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陳可欣，現正就讀理工大學護理學一年級。我進入

大學之前，與大家一樣，需要面對香港文憑試的考

驗。人們常說一試定生死，這場考試不但是考驗我們這六年來

學過的種種知識，亦決定了我們的去路。我不但要背負著父母

的期望，亦是賭上自己的前途去面對這場考試，彷彿這次的考

試一失手就注定失敗，當時的壓力可想而知的大，但現在回想

起來，才發現原來那場考試並沒有我想得那麼可怕。

沒錯，雖然那場考試可以影響我們將來的去路，但它所帶

來的影響並沒有我想像中的深遠，所謂條條大路通羅馬，只要

願意付出努力和時間，一步一步地慢慢向前行，你的目標，你

的夢想便會在前面的不遠處等著你。以進入大學為例，即使不

幸地在這場「重要」的考試失了手，但你仍可透過很多其他的

途徑進入大學，如修讀副學士或高級文憑等副學位進入大學。

所以這場考試並沒有大家想像得這麼可怕，並不代表一切，但

這並不代表大家可以輕視它，大家都要在這場考試出盡全力，

以無悔來終結這場考試。

現在讓我分享些我應考時的經驗吧！我與大部分人一樣，

喜歡吃喝玩樂，對學習並沒有很大的興趣，所以在準備的過程

十分痛苦。我曾經試過氣餒，亦常有力不從心的感覺，像是不

斷付出時間和努力去溫習，到最後仍是停滯不前。但幸運的

是，我有一群與我並肩作戰的朋友，我們時常相約回學校或去

克服困難的方法
陳可欣

 護理學(榮譽)理學士學位二年級 (20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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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故事

學生自修室溫習，他們會在我失意時開解我，在我過分鬆懈

時提醒我，在我快要放棄時鼓勵我、支持我，為我分擔了不少

壓力和煩惱，時常陪伴在我的左右，陪我一起溫書、一起捱過

這個考試。如果沒有他們，我很難想像自己是怎麼走過這場考

試。雖然溫書並不是件有趣的事，但和他們一起，使這件事變

得不再沉悶。

考試期間，雖然溫習是不可鬆懈的一件事，但適當的休

息和放鬆時間亦是不可缺少的。我認同「休息是為了走更長的

路」這句說話，休息可以幫助放鬆你的心情，抖擻精神，令你

溫習和做起事來更有效率。另外，充足的睡眠更是必須，擁有

良好的睡眠素質才能發揮自己最好的狀態。你所付出過的汗水

和時間不會白白浪費，它們會帶給你相對的結果。所以當遇到

困難時，不要輕言放棄，只要咬緊牙關，種種艱辛和困苦都會

變成過去，都沒有你想像中的那麼可怕。

＃香港文憑試 ＃考驗 ＃無悔 ＃考試 ＃條條大路通羅馬

想一想，齊分享

1. 香港文憑試對你最大的挑戰是甚麼？

2. 你會選擇用甚麼方法去克服它？

3.  面對來自四方八面的壓力，你會選擇用甚麼方式面對

它？

當遇到困難時，

不 要 輕 言 放 棄 ， 只

要咬緊牙關，種種艱

辛和困苦都會變成過

去，都沒有你想像中

的那麼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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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活已經開始了半年有多，回想起一年前的今天，自己還

為了文憑試日日奮鬥。讀書十多年，為的就是這一場考試，

一試定生死。因而大家都不敢鬆懈，我亦如是。但我大概不是一個正

面例子，到了中六我才意識到勤奮的重要性。然而，當時我並沒有明

確的目標，只知道學習溫習是一個中六學生最應該做的事。雖然不知

為何而努力，但我仍會每天去各種補習班、操練試題、在自修室埋頭

苦幹。

大家學習的東西雖然都差不多，學習方式卻截然不同，有的人

喜歡自製筆記，有人則選擇溫習補習筆記。溫習方法並沒有所謂對

錯，只有合適與否。選擇合適自己的方式便是取勝的關鍵。我則喜歡

親手寫筆記，做完試題後將錯處及相應概念寫下，這樣便可以提醒自

己下次別再犯相同的錯誤，日子久了便會有所進步。因為你犯錯的地

方會越來越少，當然在做試題前必須先釐清所有概念，不然做試題也

就失去意義，也會浪費了那份試題。

除了找尋適合自己的溫習方法，還需明白你的處境，若是有能

分擔你壓力的學習伙伴自然更好。當時我的好友們與我的選修科基本

上都一樣，於是每天我們都會一起補習，一起溫習，有不懂之地方便

互相請教。幾個腦袋總比一個來的聰明，因此在互相幫助下，學習也

變得輕鬆一點。更重要的是，他們會一直在你身旁支持你，鼓勵你，

給你力量繼續努力。

不努力裝備自己，
追夢便無能為力

陳嘉琪

 護理學(榮譽)理學士學位二年級 (20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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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故事

那段奮鬥的日子本來感覺度日如年的，但回頭看時原來不

過半年時光，備試時心情總是忐忑不安的，害怕各種意外的發

生。我記得因為自己的大意，一時記錯英文口試應考的日期，

差點失去應考資格。幸好我當時的補習老師知道該如何處理這

種事情，這也提醒了我應試前總要為各種情況做好準備。當

然，處事小心謹慎，連發生意外的機會也會大大降低。

考完後轉眼便到了放榜的日子，結果分數不如理想，我

心裡固然不是滋味，但最強烈的感覺是內疚。我覺得對不起對

自己有所期望的父母親和老師，如果當初再努力一點，再用功

一點，是否結果就不一樣了？然而，當下已不容我再沉溺在失

敗的陰霾中，傷心過後還是要為選科做準備。只不過，有時候

現實是很殘酷的，分數不代表一切，但卻決定了你能選擇的

科目，在有限的選擇裡我選擇了護理系，想著至少這是一門專

業，將來對社會也能有所貢獻，就這樣我便踏上了這條護理之

路。

不論現時你有沒有理想和目標，但先努力了總不會有錯。

努力的過程中你或許會不期然發現自己想做的事，但若你從不

曾努力裝備自己的話，到一天你想追尋自己的夢想時，便會倍

感無力，因為你沒有足夠的能力，所以就在當下開始努力吧，

別讓未來的你因為今日的你所做的決定而後悔。

＃目標 ＃學習方式 ＃學習夥伴 ＃理想 ＃裝備自己 

想一想，齊分享

1. 你將來的升學目標是什麼？

2. 在考慮將來時應優先考慮興趣還是出路？

3. 現在的努力與奮鬥是為了誰？

就在當下開始努

力，別讓未來的你因

為今日的你所做的決

定而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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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簇擁，還是孤單，長路漫漫是如何走過？不算長，亦不算

短，我已走過二十二年。就此為大家分享這些年的歲月。

「過去十八歲沒帶錶，不過有時間。」

十八歲正是花樣年華，那年我中學五年級，乃追尋夢想和享受

生活的時間。那年對未來有太大想法，只對眼前的校園生活充滿好奇

心。初中時仰慕著成熟的師兄姐們為學會社務拼命，所以我趁未忙碌

的時侯參加學校大大小小的活動。

「目標是學生會」

組織學生會，說白了，只是和比較親近的朋友一起工作，第一

次和朋友嘗試合作，朝同一個目標進發，認清自己到底喜歡做什麼。

我和內閣成員開會的時，經常問他們對未來的看法，以及希望在來年

能為學校做什麼。喜出望外的是大家已經開始計畫將來，甚至也想清

大學讀的科目，眼前只有努力這一步。我本想籍著他們的喜好分工，

卻引來對我自己的反省。最後，成員秘書總結了我們的指標：「我們

是學生，是一群熱血青年，對未來都有一股熱忱。我們是商中人，是

商中裡展翅而飛的菁英，對校園也有一番憧憬。」

現在回想，組織學生會不算什麼大成就，可當中的經歷以及學

到的東西可謂一世難忘，以及對我的目標規劃有著深遠的影響。

「長路漫漫是如何走過」

中學五年級下學期，學生會的工作少了，同時，因為參加了近

十年戲劇學會，學校邀請我作為短期導演，帶一隊戲劇小隊參加比

賽。過程中，我與小隊討論了不上數十次，可能因為太久未上臺表

那些年的歲月
曾杰南

 數碼媒體(榮譽)文學士學位二年級 (20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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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故事

勿停滯不前，好

好趁空餘時間計畫未

來，這一定會成為大

家的生活動力。

演，顯得生疏。我再次重拾編劇與導演的位置，經過無數次的排

練與奮鬥，看見台上表演著的師弟們，成功感漸漸湧現。那份感

覺是來自和同伴努力築構化成的成就感，那種「這就是我們的作

品！」的感覺。更令人興奮的是，聽到賽後其他參賽者對我們的

熱烈討論，總覺得一路以來是沒有白費！那時才明瞭自己為何學

期初要建立學生會，不是也要同樣的感覺嗎？

當時堅信，以後也要做得到同樣成就感的工作──電影導演。

（興趣發展）

「從何時你也學會不要離群？從何時發覺沒有同伴不行。」

（朋輩支持）

合群，一群地生活，有何不可？許多人到了青春年期，總會

想一個人出走生活。我也一樣，到處打工，大概也試過十多種工

種。從飲食業到服務業，創造業也試過。利用打工賺得的錢去過

大大小小的國家。儘管天賦我們獨立個體的自由，但為了種種原

因，我們不得不主動放棄這個自由。因為，從中會得知，沒有夥

伴在旁，大部分的事情是沒辦法自己支撐完成。

「但凡有理想的人，必然不是最自由的，最自由的人就是無

欲無求的人，有理想就會有求，有求就會有限制。」

筆者寄語，勿停滯不前，好好趁空餘時間計畫未來，這一定

會成為大家的生活動力。再過二三十年，會慶幸當初有過這樣的

熱血奮鬥！

＃中學生活 ＃目標 ＃興趣發展 ＃朋輩支持

想一想，齊分享

1. 你曾為喜歡做的事情奮鬥嗎？

2. 你試過挑戰自己嗎？

3. 你遇到過哪些難忘的事情讓你從中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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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暑假開始準備文憑試，書枱書櫃都放滿了試卷，還有一大

堆補習筆記和厚厚的練習。我本希望努力温習，但卻日復一

日地偷懶，未曾有一刻醒悟。選擇大學排序時，我首先排最喜愛的商

科，其實應該是將自己擅長的科目放在最前面，以及根據不同情況下

能拿到的文憑試的分進行排序，排好三個不同版本的大學聯招排位。

放榜前一天， 我與姊姊傾談有什麼救命的科目或者道路。例

如，入讀副學士課程，為日後銜接鋪路。放榜結果未能獲商學院取

錄，當時發現自己不能入讀大學，開始後悔自己不夠努力，於是我抱

著希望讀副學士。此時，令我感動的是父母不但沒有責怪我，還說考

得不好沒關係，更是要陪我去香港專上學院交文件。因此，我有了一

個我不喜歡的身份──「asso仔」（副學士）。失敗的挫折令我明白

要開始緊張人生，為自己奮鬥。我安慰自己，最起碼可以讀副學士。

縱然，你知道你親戚都不是這樣想。我覺得說自己讀副學士會讓人看

不起，所以我每次見他們都沒有說副學士，而是說讀商科， 害怕令

家人丟臉。自己亦覺得副學士學費浪費家裏人金錢，原來多了個「

副」字，感覺都不同。

我一向都喜歡商科，於是我選擇了商業管理，亦參加很多活動

拓闊個人視野，從中學習，讓我更肯定自己喜歡市場學。讀副學士期

間的第一學期和第二學期。我時間管理不夠好，所以我考試的分數只

是中間水平。第三學期，我開始害怕。我遵循朋友的建議，認為計算

比記住所有無聊概念更容易，我居然選擇一些會計和金融的科目。然

而，成績卻未如人意，我再次面對困難，我非常了解如果我真的不能

進入大學會發生甚麼。

幸運的是，我找到了課程主任。他建議我報服裝及紡織學士學

位，因為課程有六個專業領域，包括零售，營銷，科技等。我選擇營

「副學士」＝
「學士」的前身劉婉婷

 服裝及紡織(榮譽)文學士學位組合課程二年級 (20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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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故事

銷但該大學派了服裝及紡織科技課程的面試。當然那時候我還

是不放棄，真的希望回到香港理工大學讀書。所以我用我的活

動和比賽經驗，最重要的是表現出你的充分準備和熱情，令面

試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最終如願以償。註冊那日， 當我拿到

大學學生證，我和家人十分開心。現在的我，儘管時間倉卒，

亦會積極參與不同的活動例如精神健康大使，全球組織成員

等。因為要升上大學要面對很多你不想面對的事。人生總有失

意的時候，只要不曾放棄， 均有幫助能順利升讀大學。

＃不同版本的大學聯招排位 ＃奮鬥 ＃人生總有失意

想一想，齊分享

1. 你在學習的道路中遇到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2. 當遇到困難時，你是如何解決的？

3. 現在的你還懷有當初解決問題的意志嗎？

人 生 總 有 失 意

的時候，只要不曾放

棄， 均有幫助能順利

升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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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問自己一直是一個幸運的人，自小在父母的呵護和鼓勵中成

長。學業成績方面，他們沒有逼迫我，沒有要求我要拿滿分

或是全班最高分，只會鼓勵我繼續努力。小學至初中，學業中感受到

的壓力並不是特別多，成績也挺不錯的。及至高中，感受的壓力漸漸

變得越來越多。中四開始已經聽老師們說DSE有多重要，考進大學有

多重要。我不得不同意，亦可能是香港社會制度驅使大家有這個觀念

吧……沒辦法，我告訴自己要好好努力度過高中三年和DSE。

我選擇了化學、生物、經濟為選修科。理科對我來說很吸引，

雖然覺得自己沒有理科應有的頭腦，但是為了興趣，沒有考慮其他

科便選了。最初也勉強能應付，考試也不過不失。可是，後來逐漸開

始發現自己弄不清那些化學的知識，上課更聽不明白，成績也每況愈

下。另一邊廂，經濟科的概念我也不是掌握的很好，成績也不穩定。

每個學期的排名也被選修科拖累。中五學期初，我開始考慮少讀一個

選修科，希望讓自己有更多時間溫習其餘兩科和加強必修科。那時的

我正在矛盾究竟要放棄化學還是經濟科，但畢竟我對理科的興趣較

大，而且一起修讀兩個理科好像對將來大學選科比較有用，所以最後

還是選擇繼續讀化學，而捨棄了經濟。

中五到中六，課程的難度比以前更高，而我的成績卻沒怎麼進

步。每次考試自己放了不少心思在選修科，尤其在化學科。但是，結

果也會令我感到很挫敗、沮喪。那時我常常想，究竟自己是不是選錯

了科？選擇退修科時是否做錯了決定？質疑自己究竟能否在餘下的時

間追上別人的進度。後來又想，與其花時間質疑自己，不如更努力去

硬著頭皮走下去
譚以靜

 旅遊業管理(榮譽)理學士學位三年級 (20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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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故事

找方法去進步。所以我覺得DSE其中讓我成長得最多的地方是

讓我學懂堅毅，有時候儘管不相信自己能做得到，也要硬著頭

皮走下去。

想起接近DSE的那段時間，實在百感交集，有失望、沮

喪，又有些日子充滿動力和希望。校內模擬試的成績強差人

意，令我的自信大受打擊。幸好有朋友的鼓勵，還有自己剩下

的一點點信念和意志，不知怎麼樣又捱過來了。正看著這篇文

章的你，我想藉著自己的小小心得告訴你：DSE只是你人生其

中一個階段。現在對你來說，是一個很辛苦很難過經歷。最後

結果可能會未如理想，但努力過才是最重要。我不會說努力必

定會令你獲得期望中的成績，但只要付出過，以後回望走過的

路，你也會慶幸自己曾努力過。支持你們。

＃努力去找方法去進步 ＃學懂堅毅 ＃硬著頭皮走下去 

＃努力過才最重要

想一想，齊分享

1. 你是如何努力的？

2. 你對於學業的態度堅毅嗎？

3. 你有一個明確努力的目標嗎？

只要付出過，以

後回望走過的路，你

也會慶幸自己曾努力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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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要分享DSE的過程和經歷，我也不知道要說些甚麼。因閲

我今年已經大二了，暑假以後就大三，所以DSE對我來說，

是一件很遙遠的事。我相信對中三，中四，還沒選科或剛剛選好科的

你們來說，DSE也是一件很遙遠的事。

我記得在我中三時，我也正煩惱著我應該選哪一科。我有想過

選經濟，因為好像對我升大學有幫助，未來可以試試走商科的路線；

我有想過選化學，因為我最要好的朋友好像會選，而且就讀獸醫或是

職業治療的話，化學就變得比較重要；我有想過選歷史，因為其實我

對數字不太敏感，文科會比較適合我……但最後，我選了生物、中國

文學和地理，三個我最感興趣的科目。現在回頭看，我沒有後悔當初

的選擇，因為面對著喜歡的科目，我的高中讀得很開心。中三的同學

們，如果你已經有了一個明確的目標，那恭喜你，我很替你高興，也

鼓勵你繼續努力向你的目標前進，選你有興趣和能為你未來鋪路的科

目。但如果你現在對大學沒有任何的目標，那也不要緊，只要選你感

興趣的就可以了。

不知道你最要好的朋友是誰，是你從小認識的？是隔壁班的校

花，校草？是同班久不久就跟你打打鬧鬧的？還是現在就在你旁邊跟

你一起閱讀這篇文章的同學？至於我，我這輩子最要好的朋友，就是

在中學認識的。我們都是在中一認識大家的，數一數現在已經認識了

八年，有人到外國升學，有人留在香港的，也有進了不同的學科或是

大學。相比起中學的時侯，我們見面的時間少很多，讓我不禁懷念以

前在中學每天黏在一起的日子。DSE是一段不容易的路：來自社會的

壓力、來自家人的壓力、來自自己的壓力、來自不同人對自己的期望

的壓力……有時候會讓自己彷彿喘不過氣來，好想就在此時停下，在

此刻放棄。

朋友的力量
嚴羡礽

酒店業管理(榮譽)理學士學位三年級 (20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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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故事

不過每次走累了，我的好朋友們都會拍拍我，跟我說一

聲 「加油！」。走過DSE，自己的耐力固然重要，但身邊的好

朋友卻是你最好的動力和戰友。Study leave時，我每天就是會

約她們一起外出溫習；遇到難解的題目，便一起討論；找到合

適的練習或past paper，一起分享；累了，一起吃個午餐，休息

一下。準備DSE的每一天時間都過得特別快。還記得應考的第

一天是中文，我因為太緊張而打給我其中一個朋友。我說：「

我很害怕」，她說：「不用怕，我會在你身邊支持你，一起加

油！」爾後，每次我緊張，我都會想起她這句話，就這樣完成

了我的DSE。人們常說在中學會遇到你一輩子最好的朋友，這

是真的，因為他們會是陪你走過一切難關的人。

中文口試快要完結，意味著今年的DSE很快就正式開始。

我有一個很要好的朋友也是2017 DSE 的考生。他曾經是一個

很愛打電動的男生，但我知道他因為準備這次的考試，放棄了

他最愛的電動。曾經只要放假都起很晚的他，study leave他都

盡量9點前起床，12點前睡。為DSE他放棄了很多，我不知道

可以怎樣幫他，只是每天都跟他說一次 「 加油」，就好像我

那時候的好朋友一樣。

在看這篇文章的你，不知道你甚麼時候應考DSE，一年

後？兩年後？還是三年後？如果你日後累了，不妨再看看我的

故事，想起我的這句加油！

「加油！ 」

＃興趣 ＃朋友 ＃加油

想一想，齊分享

1. 你對哪一方面比較有興趣？ 文科？商科？ 理科？

2. 平常最能為你舒壓的是甚麼？

3. 你現在如何準備自己成為一個高中生或是DSE考生？

走過DSE，自己的

耐力固然重要，但身

邊的好朋友卻是你最

好的動力和戰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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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如果沒有夢想，跟鹹魚有甚麼分別？」或許，你會認

為夢想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詞語，與你有何關係？或許，

你會認為自己處處不及別人，怎能談及夢想呢？如果你有這些疑問，

不妨花幾分鐘看看我的故事。

我的故事由中三說起……

我的中學時期，是個普通學生，初中的成績還算不錯，因此讓

我能在選科時自由選擇高中的科目。那時候的我，眼中只有讀書，每

天上學放學，為的是取得好成績，沒有甚麼特別的興趣，更談不上有

着遠大的夢想。那時，我聽取很多身邊人的意見，又聽說讀理科的將

來出路較好，最後糊裡糊塗地選擇修讀生物、化學、物理及數學延伸

部份單元二。

結果，我的高中生涯便面對着全理的科目，不消半個學期，我

發覺自己不喜歡理科，開始厭倦自己所讀的科目（選錯科）。我亦因

此變得沒有學習動力，成績倒退了不少，整天重複地對着一些不喜歡

的數字算式。

惡夢一直持續著，直到中四的下學期。我在學校的服務學習科

目的一次機會中，到了老人院探訪。因那次機會， 我開始建立了做

義工的習慣，變成一間社區中心的義工領袖。從中，我認識了很多社

會上不同階層的人士， 從與他們的相處中了解其需要並舉辦不同活

動幫助他們。漸漸地，我發現自己很愛與別人溝通，亦希望將來能盡

自己的能力去幫助別人。後來，我立志成為一位護士，除了希望減輕

病人的患病帶來的痛苦，更重要的是將愛與關心帶進醫院。

儘管你只剩最後一口氣， 
仍會不顧一切努力達成的事情

陳泳懿

 護理學(榮譽) 理學士學士學位三年級 (20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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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故事

我懷著這夢想，努力地完成了高中的學習生涯，最後踏

進了理工大學護理系。雖然，現在的我距離當一位護士的夢尚

餘數步，仍在路途的中段。事實上，走向夢想的路從不平坦，

也許別人會取笑你的夢想微不足道，也許你會在夢想路途上跌

倒，但當你每一次想放棄的時候，請你毋忘初衷，被人嘲笑時

而持守本心，跌倒的話要站起來堅持向前，你會發現你的夢想

其實近在咫尺。夢想，並不是你看見它實現了才相信；夢想，

有時候是你相信了、堅持了才看見。

你們有想過，夢想是甚麼嗎？對我而言，夢想是儘管我只

剩最後一口氣， 仍會努力達成的事情。

同學們，一起加油吧！

＃夢想 ＃努力 ＃選錯科 ＃義工領袖 ＃初衷 ＃堅持

想一想，齊分享

1. 你的夢想是什麼？

2. 你試過為夢想而努力嗎？

3. 你覺得遇到困難時，應該堅持夢想嗎？

夢 想 ， 並 不 是

你看見它實現了才相

信；夢想，有時候是

你相信了、堅持了才

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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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得中三那年，從班主任手上接過選修科目的表格，代表我

將要踏上中四級的道路。這條路並不簡單，前方似乎漆黑一

片，後方卻無退路，該如何前進呢？我當時仍難以抉擇，需從十多個

截然不同的科目裏選讀三科，確實叫人難以取捨。

生物？化學？經濟？一選錯便留下千古恨。現在我選取的科

目，與我將來的職業前途必然有千絲萬縷，甚至是不可分割的關係。

這一張看似平凡的選科表格，這一個看似輕而易舉的抉擇，足以影響

我一生，左右我未來的路向。這個抉擇表面簡單，實質卻是極為沉

重，看似細小卻牽連甚大，於我而言，是個重大的抉擇。

期望將來能高薪厚職，果然還是得選擇理科吧？鑽研物理，說

不定我能成為一名出色的建築師，可在羅浮宮前興建一座木製金字

塔。化學也不錯，或許我會在無意間研製出比核彈更強的武器。生物

學也不能放棄，誰可保證我不是華陀再世？我該如何是好？若我選讀

這三學科，不就是放棄了文科嗎？文科也有其可取之處吧！若選讀中

國文學，不就可以跟孔子、李白結拜為兄弟嗎？學習中史也可有一番

作為，我或能像孫中山先生般推翻專政以拯救中國。選修一些文理夾

雜的科目不就解決了問題嗎？資訊科技科的前途一片光明、充滿商

機，試問誰人的生活能缺少電子產品？各科都有各自的特色，令人花

多眼亂，不知如何是好。

相信同學們也有和我相似的想法及心情吧？到底該怎樣選擇？

其實每一科也有其特色、有其吸引之處。然而，我認為要清楚了解自

己興趣、能力、理想。首先，性格與興趣方面。每個人都有其個性偏

好，有些人擅於文，有些人精於數，有偏好則有其興趣，有興趣自然

重大的抉擇
朱珮晴

 護理學(榮譽) 理學士學士學位三年級 (20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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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花時間、努力讀書，有強烈自主的學習動機，有助提升學習

效能，有利考取好成績。如何可以了解自己的性格、興趣呢？

不妨留意平日自己的生活，最喜歡上什麼科目的課呢？最討厭

做哪科的功課呢？其次，能力方面，有能力讀起來自然事半功

倍。同學們可參考自己過往的成績而決定選修哪些科目。因

此，現在應盡全力認真學習，以清楚考核自己的真正實力。最

後，理想與志願方面，有明確目標而選讀相關科目，自然就更

有奮鬥的動力，提升興趣。

以我為例，我當時則選擇了生物、化學、經濟，原因是自

己對科學充滿好奇及興趣，而對數理方面能力及興趣也不大，

因而放棄了物理。我選擇經濟的原因是中三的成績比較好，讀

起來亦是得心應手，若公開試不幸在生物、化學科中失手也有

經濟科作為保險科目，以考取足夠的分數入大學。最後，我成

功考入理工大學的護理系，學習過程也很愉快。當時中三的我

還未有明確理想職業，但不要緊，因只要清楚自己的興趣，自

然會慢慢找到所屬的方向。加油！

＃抉擇 ＃取捨 ＃各科特色 ＃性格與興趣 ＃能力 

想一想，齊分享

1. 你現在最喜歡上什麼科目的課？

2. 你為什麼喜歡上此科目的課？

3. 能力與興趣，你認為哪個對選科更重要？

理 想 與 志 願 方

面，有明確目標而選

讀相關科目，自然就

更有奮鬥的動力，提

升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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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
梁諾詩

 護理學(榮譽) 理學士學士學位三年級 (20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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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小時候在電視裏看到紀錄片，畫面裏上映著非洲貧困兒

童的生活情況。他們三餐不得溫飽，骨瘦如柴，又沒有上學

的機會，每天都漫無目的地生活著。那時的我看到這可憐的場面，腦

裏浮出一個很想當護士的念頭，好讓我將來能到那些地方幫助他們。

雖然這事到現在都牢牢地記在我心裏，但始終感覺終點還是很遙遠。

生長於小康之家的我，從小就被父母安排好一切。幼稚園、小

學、中學都均被編到不錯的學校裏成長，成績不過不失，同時亦參加

過不同的課外活動好讓我能往不同方面發展。

可是，由小學有父母幫忙溫習到中學要自主學習；由小學的精

英班到中學漸漸走下坡的經歷，都令我曾經有沮喪的時侯。雖然不

是說很差勁，但令我最深感受的是中三選科的時候。由於自己沒有什

麼嗜好，又不是美術人才，又不愛歷史科，又沒有金融的眼光，剩下

可以選擇的就只有科學的科目。坦白的說，那時的我除了看科目以

外，亦傻傻的考慮了朋友選的那一班，同時亦選了有數學延伸部分的

那一班，因為感覺會自己比別人較擅長數學。可惜，當時自恃模擬選

科能夠入到第一志願而表現得散漫。最後，因著各種的原因而進不了

第一志願（全理科＋M2），而進了第二志願（物理、組合科學、經

濟、M1），心裡總有點難受但漸漸的又接受了。但更難受的是，當

學期開始時，我發現物理和經濟科原來都不是我擅長和喜歡的科目，

於是讀得有點吃力，中五時更把物理科退修了，又硬著頭皮的找補習

去惡補經濟科，以挽救選錯科的影響。

渾渾噩噩的便過了大半個高中生涯，開始要為大學選科。初時

的我很渴望能夠入讀中文大學，因為十分喜愛那兒的人、事、物，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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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學校分析的公開試預測分數，以及自己中文科向來的差，

而中大一向重視學生的中文水平和大學入學的門檻等等，我很

快便打消了入中大的念頭。

另一邊，當自己看著大學聯招的選擇時，發現除了護理

學系外，其他都無從入手，好不容易才排了數個學系。由於自

己並不是十全十把握會入到理大護理系，經其他老師建議亦報

了醫管局轄下的護士學校作保護網，那時才沒有一開始那麼徬

徨。

感恩的是，考公開試的整個過程裏並不是想像中緊張，而

且是出乎意料的平安，出來的成績亦意料之外的好。

整個中學生涯中的確走得平平穩穩、順順利利，相比之下

沒有什麼太大的障礙，但個人總覺得公開試其實只是人生中一

個途經站，有些人或許很輕易快捷的便到達終點，有些人卻繞

了一大圈才到達終點，可是大前題是要有一個夢想，要敢於發

夢，才能夠有機會實踐。盼望大家都能夠找到自己的夢想，無

論經過多少個高山低谷都能學會堅持，學會踏出限制自己的框

框。

＃父母鋪路 ＃選科迷茫 ＃選錯科的補救 ＃敢於發夢

＃文憑試只是途徑站 

想一想，齊分享

1. 你的選科標準是什麼？

2.  如果選擇的科目不是自己真正喜歡的科目，有沒有硬著

頭皮學下去的決心？

3. 對你而言，夢想意味著什麼？

要有一個夢想，

要敢於發夢，才能夠

有機會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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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記得中三那年，為了挑選自己喜愛的選修科，大家都開始發

奮。對成績一向不太緊張的我，在如此氛圍之下，也開始害

怕選不到自己喜愛的選修科，故亦開始努力。學校提供的選擇很多，

一如普通學校一般中三能試讀大部分科目。由於我完全不擅長理科，

並對經濟、會計有興趣，最後便選擇了此兩科再加上世界歷史，總共

三科選修科。雖說中三時世界歷史成績不算特別好，但自己自小便對

歷史有興趣。總括而言，中三選科時只是根據自己的興趣及能力，並

沒有對將來有任何想法。

DSE選科時，我特意諮詢了不少師姐意見，並上網找了很多資

料。例如，某學科的收生標準、面試與成績的比重、面試的試題、有

沒有說需特定選修某科、又或會否看重某些主科或選修科。那時候，

由於自己就讀商科，因此希望入讀科大的工商管理學系，當知道科大

會把英文和數學這兩科主科的分數乘大雙倍，所以便勤加操練試題，

希望考好這兩科，那麼考進的機會就能大很多。不過，最後還是因為

分數上有落差而考不上。豈料在放榜時，DSE前所搜集的資料卻起了

很大的作用，因為有助自己再次選擇適合自己分數就讀的科目，最後

便進了理工大學。不過，最為關鍵的是尋覓適合自己的讀書方法。

在文憑試前，我早早已約好朋友組成溫習小隊。文憑試期間，

大家亦履行承諾，一起溫習。文憑試過程雖不長，但也不是一段能輕

鬆渡過的時光。那段時間，的確會有疲倦、失意之時，但每天陪伴著

自己的那些朋友，不用做什麼特別的事，亦會感到他們在默默地支持

自己。有時候，一個眼神、一個微笑已足矣。每天八點起床，溫到下

午六點左右回家吃飯。日復日地持續了一個多月。最後，放榜時，有

尋覓適合自己的 
讀書方法 梁樂怡

 酒店業管理(榮譽)理學士學位三年級 (20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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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得意有人失意。可是，那段溫書的時光，卻是無可替代的回

憶，我亦慶幸文憑試讓我得到了一班好朋友。

溫習方面，我是個喜歡把課本上的句子讀出來的人。由

於就讀英文中學，因此教材都是英文。有一次在家溫習時，照

樣把句字朗讀出來，卻被家人聽到並評論我的口音很難聽。我

家人英文程度不佳，也許連a-z也背不出來。因此收到如此評

價的時候，我想他們是真的覺得我的英文很難聽吧。這打擊到

我的自信心，亦因羨慕同學說得一口流利英文，開始努力學習

英文。我上網找到不少英語使用者的短片，努力一字一句地仿

效。 因為我尤其喜愛英國口音，因此我都專注找英國人的短

片，希望用耳濡目染的方法來學習他們說話的口音、語速及方

式，與此同時，也是個學習新英文單詞的好機會。慢慢地，儘

管沒有說進步了許多，但家人都說順耳得多了，這是個很大的

鼓舞驅使我更努力學習。

＃ 仿效 ＃選修科 ＃學習新英文單詞 ＃DSE選科

＃溫習小隊  ＃英國口音 

想一想，齊分享

1. 有沒有嘗試過不同方式去找出最適合自己的溫習方法？

2. 學習應著重知識本身還是成績？

3. 在安排時間時，該以課外活動為先還是學習為先？

DSE前所搜集的資

料起了很大的作用，

因為有助自己再次選

擇適合自己分數就讀

的科目，不過，最為

關鍵的是尋覓適合自

己的讀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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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像其他大學生直接通過DSE升上大學，我是透過高級

文憑（HD）升入大學。其實我在DSE時是一個很勤奮的學

生，study leave每天都在溫習，就連假日也是躲在圖書館。放榜的時

候我還好開心，因為我拿到21分，那時以為能以21分進入心儀的大

學學科──酒店管理系。但是，事情卻不如預料，當時酒店系的入

學要求為25分以上，而我只有21分，自然是無法被心儀大學科目錄

取。當時我十分沮喪，我以為自己再沒有機會讀大學。雖然後來我收

到嶺南大學職員的電話，他說提供工商管理系的學位，但我一口拒絕

了，因為我心儀的是酒店系，我並不希望只是為了進大學而進大學。

我希望的是可以在大學學到我想學的東西，讀到我有興趣的科目，最

重要的是，我不希望以後我會後悔曾經選擇了工商管理系。

最後，我選擇了用兩年時間修讀HD的酒店管理系。可能是因為

讀到自己有興趣的科目，我十分喜歡上課，每次上課我都覺得好新

鮮。我也十分享受做功課的過程，因為我可以發揮自己的創意，也可

以了解更多酒店業的發展。同時，我也很清楚自己的目標，我希望兩

年後我可以入讀理工大學讀酒店管理系，所以讀HD的時候我更加用

條條大路
通大學

張倩敏

 酒店業管理(榮譽)理學士學位二年級 (20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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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讀書。其實HD也是一個很好的學習途徑，不但有很多科目

可以選擇，更有實踐的機會。

最後，我透過non-jupas，進了我心心念念的科目──理工

大學酒店管理系。即便我花了兩年時間讀HD，因而少了兩年

的大學生涯，我也很感激。因為我現在也真真確確的成為一名

大學生！希望作為考生的你，不要因為一次的失敗而從此倒

下，更不要因為想入大學而入大學，修讀有興趣的科目才是最

重要。

＃興趣 ＃選擇 ＃實踐 ＃HD

想一想，齊分享

1. 你喜歡的科目是什麼？

2. 你曾為將來進入大學讀喜歡的科目而努力嗎？

3. 你此時選科最迷茫的是什麼？

希望作為考生的

你，不要因為一次的

失敗而從此倒下，更

不要因為想入大學而

入大學，修讀有興趣

的科目才是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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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自小就很喜歡電腦遊戲。比起考試拿到高分，電腦遊戲通

關為她帶來更多的成就感。中二之前，一心尚有母親監督她

溫習功課，父親亦會不時鼓勵她，因此一心當時的學業成績尚可。

只是，中二那年開始，一心成績下滑了不少，這都是因為家庭狀況

有變。當時母親認為一心已經足夠成熟可以照顧自己，她開始出外工

作，父親亦長年留在內地工作，數個月才會回港一次。自此，只有年

長兩年的姐姐可以監督一心溫習。然而，姐姐是第一屆的中學文憑試

考生，尚未習慣新制度的她已自顧不暇，又何來時間監督妹妹溫習？

一心自此開始沉迷電腦遊戲，成績一落千丈，由班上的中游偏上位置

跌至下游。

一心當時的班主任是她的電腦科老師。他觀察到一心成績的倒

退，就問她原因。一心如實告知。班主任並沒有責怪一心，只是鼓

勵她從基本開始了解遊戲，加上電腦科的學習氣氛十分輕鬆，一心漸

漸對多媒體及資訊科技產生興趣，而興趣亦成為她後來選科的條件。

到了中三，一心的學校為了讓學生方便選擇選修科，要求學生

學習各式各樣的選修科，包括一心十分不擅長的商科科目。然而，

一心有興趣的電腦科並不是主科，無助拉高成績。選修科的選擇是根

據成績排序的，若是成績不夠好，一心有就有可能不能就讀有興趣的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因此，一心開始發奮努力，勤勉地溫習本來擅長

的中文及英文科，並努力背誦歷史類科目，只求拉回成績。這段時間

中，一心並沒有放棄電腦遊戲，而是將遊戲時間當作獎勵，溫習夠一

定時數就能玩一小時遊戲放鬆身心，務求做到遊戲與學習的平衡。

興趣與學習
曾婉琪

 互聯網及多媒體科技（榮譽）理學士學位三年級 (20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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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皇天不負有心人，一心將成績拉回中游位置，成

功修讀物理科、資訊及通訊科技科及化學科。一心以為自己能

處理好三科選修科，卻在一年之後，即中四學期末時發現追不

上，需要勤奮操練題目的物理科。一心並沒有猶豫，當機立斷

地放棄選讀物理科。學校安排了放棄選讀選修科的學生在該科

上課時間到圖書館自修。一心將自修時間用來操練不擅長的數

學科，因為數學科在她心儀的大學科目中佔了相當大的比重。

到了DSE前幾個月，放學習假的時候，一心約同兩位擅長數學

及化學的好朋友一起溫習，每天由早上9時溫習至下午5時。

最後，一心在DSE中獲得最佳5科21分，剛好足夠就讀心

儀科目。

＃電腦遊戲 ＃遊戲是獎勵 ＃遊戲與學習的平衡 

＃興趣成選科條件

想一想，齊分享

1 你能否平衡學習與興趣？

2 你的學習與興趣是什麼？

3 你是如何安排娛樂與學習時間？

遊戲時間當作獎

勵，溫習夠一定時數

就能玩一小時遊戲放

鬆身心，務求做到遊

戲與學習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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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晴小時侯雖然愛看故事書，但並不喜歡讀書，相信這

是很多學生的寫照。然而晴晴長大後，竟成為了一個

愛學習的人，這可能跟她小學至中學的學習經歷有關。

晴晴小學時愛看電視，只要在家都會一直黏在沙發上，從

早到晚佔著電視不放，成績當然不理想。後來媽媽放棄工作成

為家庭主婦，發現晴晴這壞習慣後，決定要限制她每天看電視

的時間。媽媽也會因應測驗和默書的成績來給予獎勵，例如玩

電腦的時間。此外，加上媽媽在家督促，晴晴的成績因而有了

改善。可見晴晴小時候還需要父母的督促，以懲罰和獎勵的形

式來推動她學習。

晴晴靠著小學時中等的成績，加上就讀的小學與心儀的

中學有聯繫關系，於是獲派第一志願的中學。上中學後，由於

晴晴到了新環境後感到陌生和恐懼，對中學的課程不太了解，

反而促使她發奮努力，變得非常重視自己的成績。由於在中一

上學期十分勤奮，最後晴晴拿到不錯的成績。然而她在下學期

時，因為上學期的成績而自滿，在學習上稍有疏忽，再加上其

他同學已經開始找到適合的讀書方法，相較之下，晴晴的成績

不進反退了。中二時晴晴進入了學校精英班，但卻因為和一群

成績優秀的同學上課而感到吃力，最後晴晴的成績跟不上而在

中三退出了精英班。晴晴傷心之餘也開始檢討自己的讀書方

法，並決心變得更加勤奮。

尋找有用的
讀書方法

李雪婷

 護理學(榮譽) 理學士學士學位三年級 (20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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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幸晴晴在中三時認識了一班好朋友，她們會一起互相學

習，並幫助朋友解決學習問題。她們以對方為目標，從而在比

較當中不斷進步。她們也會一起玩耍，晴晴也不再覺得學習辛

苦了，成績也進步了不少。同學間的互相學習，提高了晴晴的

學習效率。

除了學習外，晴晴也十分活躍於參加課外活動，她亦因而

找到了放鬆的方法。她參加了學校為中一舉辦的「一人一樂器計

劃」和「一人一制服團體計劃」，選擇了琵琶和女童軍，且在往

後幾年都一直參加，為晴晴帶來很多美好的回憶。

晴晴參加了學校的中樂團，每年都會參加不少表演和比賽，因

而認識了其他學校的朋友，擴闊眼界，而且刻苦的練習也提高了晴

晴的專注力。此外，晴晴在參加一次又一次的獨奏比賽的當中，增

加了她面對群眾的自信心，使她不再害怕站在台上。

女童軍方面，晴晴在一位學姐的影響下，決心考取各種興

趣章。她為此主動學習，自行找領袖進行考核，並參加總會的

興趣班。晴晴透過女童軍變得較為主動，也從中得到不少知識

和技能。

在中三選擇選修科時晴晴並沒有太大的困惑，因為她的長短處

十分明顯。晴晴非常擅長理科，而在語文科目的成績稍弱，而她對

於商科也沒太大興趣。於是晴晴決定選擇理科。雖然她曾苦惱要不

要選擇一科自己有興趣的非理科科目，如電腦和地理，但慎重的再

三考慮，晴晴決定堅持一開始的想法，選擇了物理，化學和生物為

選修科。因為晴晴希望能夠對科學有更深入和全面的理解，而這三

科在學習時都會互相聯繫，有重疊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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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的路十分漫

長，但相信大家可以

慢慢在人生中找到合

適，對自己有用的讀

書方法。

高中的學習與初中的學習十分不同。高中比較專注在選修科

上，學習時數及內容難度都增加了不少。雖然功課比以往少，但

相反要把更多時間放在溫習上。晴晴花了不少時間去適應這個轉

變。中五的時候，晴晴開始考慮升學的問題。她希望能夠修讀護

理系，因為她的家人經常生病，因此她希望能夠成為護士，學習

護理技能後幫助患病的人。為更了解不同大學的課程，晴晴和朋

友一起參加了秋季時各大專院校的資訊日，獲得了不少資訊。參

觀後晴晴也對大學更為嚮往，更有動力去學習。

放榜後，晴晴的成績和預想的差不多，但以此成績進入護理

系只是剛剛好。因此，在聯招排位時決定只把兩所大學的護理系

放在頭兩個志願，並把收生分數較低的工程系放在第三，但求穩

入大學。對於晴晴來說，護理系雖然是她的第一志願，但並不是

唯一的選擇。她並不討厭工程，而且認為「行行出狀元」，只要

努力的話依然能夠獲得成功。

幸而，晴晴最後成功修讀心儀的護理系。課程雖然緊密及

辛苦，但並無減弱她的熱情。晴晴認為她還有很多東西不懂，

需要繼續努力學習。讀書的路十分漫長，但相信大家可以慢慢

在人生中找到合適，對自己有用的讀書方法。

＃獎勵 ＃好朋友 ＃自信心 ＃互相聯繫 

＃嚮往 ＃行行出狀元

想一想，齊分享

1. 你找到屬於自己的讀書方法嗎？

2. 你覺得怎樣的讀書方法適合自己嗎？

3. 溫習的過程或許枯燥無味，你是如何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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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是前路
的指南針

方煦蕙

 護理學(榮譽) 理學士學士學位三年級  (2015-16)

小時候，我和一般小孩子無異，都曾憧憬如電視劇中的主角，成

為一名警察、一名老師，或者是一名律師，而隨着電視的熱

播，「我的志願」中的職業也會因此改變。那時的我，對於未來還沒有

一個明確的目標。若問我會想修讀甚麼科目，我的答案是「不知道」。

身於小康之家的我，小學時期的課後並沒有逼切的活動安排。

除了卡通片外，我最愛看的就是常識科教育電視。另外，我自小在父

親的耳濡目染下，尤其喜歡和動物相關的電視節目，我猜就是這時奠

定了我對生物科的興趣。

初中可說是中學生活中最輕鬆寫意的一段時光。直至升上了中

三，學校為了讓我們有效地選科，分拆出很多學科，一共有十科之

多。單單要面對突然增加而且毫無認識的科目，本就已經手足無措，

再加上中三的成績會影響選科的優先次序，所以那年的壓力很大。當

時，我的數學成績突然變差，一些不熟悉的科目表現也不佳，使我信

心盡失。幸好得老師鼓勵和悉心教導後，再經不斷練習才有所進步。

這年的經歷雖然辛苦，卻也讓我深切體會到不同的科目，使我更清楚

自己的興趣和目標。由於我一直都喜歡生物，所以在高中選科時唯一

沒有猶疑的科目就是生物科。另外的一個選修科，我聽取學兄學姊的

意見，選了化學科，原因是兩科息息相關，讀起來會相對容易理解。

相較於初中，中四、中五的校園生活則是最豐富、多姿多彩。

作為學校裏的大哥哥大姊姊，可以擔任的角色增加。除了參加不同的

課外活動或服務，更可以成為幹事策劃活動，累積各種難忘的經驗。

雖然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情，既要兼顧學業，又要參與課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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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也同時讓我明白時間分配的重要性，特別是為公開考試作準

備。

中學生涯的最後一年，需要積極備戰文憑試，除了補習

外，我每天下課後都會待在自修室直至關門。我不斷抄寫筆

記以加強記憶，亦會反覆操練舊試題，如此生活真的很枯燥

乏味，我也曾因此感到迷惘沮喪、想放棄，但每當想到只有升

讀大學，才能學習更深奧的生物知識，就不自覺充滿幹勁和動

力，即使通宵達旦也不會感到疲倦。如今回想，那段日子最幸

運的是有着一群戰友，同學們相約練習口語溝通，互相請教、

提點，還有入試場前的一個個窩心信息都為我增添了很大信

心。

了解人體的結構和護理是在我高中時最喜歡的課題，所以

在報聯招時我也本着對生物科的喜愛，選了相關課程。現在的

我正在理工大學修讀護理學系。相比他人，我的升學路算得上

平坦，但我相信如果我未有發現對生物的興趣和熱情，我也不

會有明確的目標和動力。興趣是追夢途上的指南針，即使偶爾

迷失，依舊會為我們指出「夢想」的位置，引領方向。希望大

家也能找到屬於自己的指南針，然後勇往直前。期待有天與你

在校園相遇！

＃興趣是指南針 ＃戰友 ＃多彩校園生活 ＃備戰文憑試 

＃時間分配 ＃兩科息息相關

想一想，齊分享

1.  你有沒有什麼興趣是與科目相關？（例如故事中「我」

喜歡看動物相關的電視節目）

2.   如果以十分為滿分，各科不同範疇的科目在你心中的分

數如何？

3. 戰友對你而言重要嗎？為什麼？  

興 趣 是 追 夢 途

上的指南針，即使偶

爾迷失，依舊會為我

們指出「夢想」的位

置，引領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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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我是袁佩琪，現正修讀香港理工大學酒店及旅遊業管理一年

級。我就讀的中學只是一間位於天水圍裏不太差亦不算好

的中學。進入大學對那時的我而言實在是遙不可及的夢。直至中四為

止，現實的我從來都沒有想過要努力讀書進大學。

中四那年的家長日，我的班主任對我媽媽說：「她這次考試的

成績不錯，要是再努力點，保持水準，應該能夠進入大學的。」這是

我第一次知道原來自己是有機會考入大學。我媽媽笑著的回應：「她

是頗勤力的，但要考入大學是十分困難，她考不到的。」媽媽口裏雖

說我不能夠考入大學，但我看得出她對我仍是有期望的。我是家中最

大的女兒，下面還有一個弟弟和一個妹妹。我的成績雖然不是很好，

但比我的弟弟和妹妹好。爸爸媽媽一直以來都沒有強逼我要每天溫習

要去補習，而且亦不會因為我的成績和分數差而責罵我，但我心知爸

爸媽媽對我是有一定的期望，希望我能夠進入大學。我十分希望爸爸

媽媽能夠為我感到自豪和驕傲。而且，家中的收入全靠爸爸的一份微

薄的薪水。他每天努力艱辛工作，有時還會看到他的手被灼傷。每次

我都會感到很心痛。因此，我決定要努力讀書，考入大學，將來找一

份好工作，讓爸爸媽媽能夠過好的生活，不用再這麼辛苦。這成為了

我讀書的主要動力，而每次當我溫書溫得很累很想放棄的時候，只要

想起這個原因，我都會咬緊牙關，堅持下去。

有付出就會有回報
袁佩琪

 酒店及旅遊業管理廣泛學科二年級 (20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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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那年的家長日，我的班主任對我說：「你不是一個聰明的

人，所以你要比人花更多的時間和心思去學習。」對，我知道我並

不是一個聰明的人，很多時我都會不明白老師上課時教的內容，尤

其是數學科。我經常在想，為甚麼我們要學一些在日常生活中用不

到的數學呢。但作為一個學生，我並沒有選擇權，我要做的就只有

盡我最大的努力，好好讀好數學及其他科目。另外，我的英文也是

很差，因為我是讀中文班，平常都是用中文上課，學到的詞語固然

少，而用英語與人溝通的機會更是少之又少。因此，我不但到外面

的補習社惡補英文，更會自己背誦詞彙和閱讀課外書籍。

中五的時候，我的班主任說公開試是十分殘忍的，考得好的

人就能入大學，要考好公開試就要作出一些放棄。中一至中四的時

候，我是學校的欖球隊成員，我很喜愛這項運動，每個星期都會花

兩天去練習。雖然練習欖球的時間不是佔很多，但我的班主任說這

不是時間而是心態的問題。所以我在中五的時候毅然決定退出欖球

隊，放棄自己的興趣，努力準備公開試。

高中時我依據個性選科，修讀了旅遊與款待和企業、會計與

財務概論這兩個選修科。我喜愛與人溝通交流，討厭一些重複性的

文書工作，因此我希望將來可以從事旅遊業的工作。中五的時候，

我參加了學校的一個參觀香港理工大學教學酒店的活動。參觀完畢

後，令我更確定自己的目標是考入香港理工大學的酒店及旅遊業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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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系，有了清晰的目標令我更有動力去追求自己的夢想。

經過高中幾年的努力，每天起床就開始溫書，我最後在公開

試得到了一個滿意的分數，考入了香港理工大學的酒店及旅遊業

管理學系。我的爸爸媽媽亦感到十分開心。

每個人都應該有自己的目標。我深信只要有付出就一定會有

回報！

＃大學曾是遙不可及的夢 ＃家人的期望 

＃放棄興趣 ＃根據個性選科 

＃清晰的目標

想一想，齊分享

1. 你喜歡做的事情與你的學習有衝突嗎？

2. 你是如何抉擇喜歡做的事情和學習？

3. 你如何處理來自家人或者朋友對你學習方面的質疑？

  

每個人都應該有

自己的目標。我深信

只要有付出就一定會

有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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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packed everything in my bags in my sophomore year and got on 

the plane from South Korea by myself to go to America. I made 

this decision dreaming of a better future and right now I have no 

regrets for doing so because I am where I want to be. My struggles 

and hardships may be ver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students 

in Caritas. However, one thing for sure is that the future was 

undecided for me and I was also afraid of facing the reality after 

graduating from high school.

I am aware that many people’s dreams and hopes are to go 

study abroad and I was one of the very luck people to experience 

the diversity that the world had to offer. However, I had my hard 

time as well. Some people might think I am bragging when I say 

it was tough for me as well. From Korea to India, back to Korea 

from India and to America from Korea, within just 6 years I had to 

attend 4 different school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It was not just the 

cultural difference I had to experience, but the educational system 

difference as well since I was just another student. However, I 

want to say that I had tried my best in those situations to keep a 

positive attitude. I often found myself comparing to other students 

and feeling down about the unsatisfying results. I realized that 

worrying and stressing out about it doesn’t make the situation any 

better. I am sure many students feel hopeless sometimes and 

feel frustrated. I did so too and I usually overcame that sadness 

One Life, One Story
LEE Monica

 Broad Discipline of Hotel & Tourism Management, Year 2 (20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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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hinking that I’m not the only one and as long as I try my best, 

good results will follow. Loneliness was another factor that struck 

me hard while studying because I was away from my family. I 

questioned myself a lot if I have made the right decision to go 

to America away from my parents. However, I straightened my 

thoughts on the reason why I was there and the goal that I was 

reaching for. I wanted to come to Hong Kong where my sister lived 

near my parents and where I could major in hotel management. 

The goal in mind had kept me motivated through my studies and 

staying in America. I had to force myself to get out and do things 

and along the way I developed some of my hobbies. I now know 

for sure about how to get out of the comfort zone and solve my own 

problems. 

With the hardships that I had gone through, I believe that they 

all helped me in terms of growing as a person. A goal in mind led 

me to where I am now and I am sure it will lead the way for other 

Hong Kong students as well. Do not give up and keep on trying.

# positive attitude # try your best # grow from hardships

Questions

1. Is stress necessarily a bad thing?

2.  Reflection on a recent hardship you have been through? 

What have you learnt from it?

3.  Lee’s motto is “Do not give up and keep on trying.” Can you 

think of one for yourself?

 

A goal in mind led 

me to where I am now 

and I am sure it will lead 

the way for other Hong 

Kong students as well. 

Do not give up and 

keep on tr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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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Life, One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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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m Eun is a Korean girl who left her motherland when she 

was 9 years old. She moved to Malaysia to learn English. At 

first, she was very dissatisfied with her parents’ decision because 

she was afraid to live in a new place and she had to leave her 

friends. She had language barriers every day as she did not know 

how to communicate with foreigners. She struggled to adapt to 

the different environments such as the foods and the cultures. 

She lost her confidence as she thought she was unable to achieve 

anything. Fortunately, there were some Koreans in school who 

helped her a lot until she could manage the problems by herself. 

They helped her to make friends, to speak more and played with 

her. After few months, she could slowly express her opinion and 

follow the lesson.

However when she has overcome the language barrier, she 

became relaxed and was more satisfied with her lifestyle instead 

of working harder to improve. She liked to watch movies and go 

shopping with her friends. She thought studing before the exam 

is enough and her responsibility is to pass the test and complete 

homework. Then she realised the serious problem that she has 

to take mock GCSE exams the next month. She studied but she 

could not pass English and Biology. She felt very ashamed and 

sorry for her parents who worked hard to support her, so she 

decided to study day and night for the real exam. She started to not 

watch television and stayed up late until 3 am in her study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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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the final exam week, her pet hedgehog died. It was her 

first pet but it died when she came back from the exam. She slept 

for the whole day to overcome with grief but she could not. She had 

exams to finish, so she had to stay stronger.

After the exam, her father sent her to her aunt in America for 

three months to relax and forget about her hedgehog. She spent 

her days in beach, mountains, went to watch baseball games and 

got rid of stress at an amusement park. She ate all the delicious 

food she liked and gained 5kg in weight. When she came back from 

marvellous holiday, she received her results. It was unbelievable. 

She got all as in her five subjects but the bad thing was she missed 

the college application deadline. She had to wait for next intake 

and she decided to earn money. 

First time working as a tutor was not easy. She had experience 

of helping her friend and younger brother to study mathematics but 

teaching somebody was difficult. She practiced to explain better 

and she put in effort to become intimate with the students. She 

was low paid but she was proud that she could buy her family gifts. 

Moreover, she learnt many things such as how to communicate 

with strangers, earning money is not easy and she realised that 

she wanted to be a teacher.

As she always missed Korea so much, she planned to go to 

Korean universities after graduating from college. She applied to 

the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but she was rejected 

from three universities. She was very disappointed and depressed 

as she thought she has lost her dream. She came back to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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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choose another major in universities in Malaysia. It was difficult to 

decide as she had some selection criteria like involving mathematics 

and avoiding blood and mouse. While she was searching for the major 

which will suit her, she found civil engineering. She found to be exposed 

to different areas gives her a variety of opportunities, for instance, 

design,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buildings, transports, dams 

and many more. They contribute to humans’ everyday needs and as 

she likes to help people and often dose volunteer work, she thought 

that if she could not be a teacher, she would rather get a job which 

contributes to society. 

 

During her gap year to relax and think about her future, her 

friend who was planning to study in Hong Kong suggested her 

apply to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It was almost the 

end of the deadline so she had to rush and call several times to 

seek help. She managed to get an offer letter. It happened all in a 

sudden. Her future four years were decided within a month.

Therefore, she would like to encourage students not to give 

up as things happen all of a sudden and there is always a better 

way to overcome the problems. Everyone has opportunities to 

improve and have a dream.

# life has its ups and downs # gap year # never give up

Questions

1. If you had a year of free time, how would you spend it?

2. Do you have any aspiration of uni life, like Shim did?

3.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following quote : “What life gives 

you lemons, make lemonade.”?

Do not give up 

as things happen all 

of sudden and there 

is  a lways a  bet ter 

way to overcome the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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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m an 18 years old girl who is sensitive and shy. The flying 

time has traveled back in time - there are happiness, sadness, 

grievances, and setbacks, there are naive fantasy, lofty ambitions, 

and aspirations, there are choices, desires and goals.

Entering high school, I gradually realized that the previous 

way of learning is not feasible, and it has resulted in me falling 

behind in academic performance. Parents and friends thought 

that I was no longer a great student, and it broke my heart. Even 

though I wanted to catch up with others, I could not find the 

motivation. I was very frustrated and felt useless. At this moment, 

my teacher approached me with a helping hand which gave me 

courage and strength gradually. She encouraged me to start from 

the basic elements – my intelligence and perseverance, in the 

end, I was able to go to PolyU. I am very grateful to my teacher who 

changed the direction of my life and taught me how to overcome 

the difficulties, out of the woods. As far as I believe, since ancient 

time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has been to try different methods.

If this method fails a hundred times, then try another method, that 

is how we explore the uncharted land. One should understand that 

only reading the text of the understanding does not work, bu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find the method that suits you the most.

# keep trying # intelligence and perseverance

# explore until it works

Questions

1. Are you a curious person?

2.  What motivates you to persist amid difficulties and 

setbacks?

3. How do you learn best?

 

One Life, One Story
SHEN Jiayang

 BEng (HONS) Civil Engineering, Year 2 (20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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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try different 

methods, if this method 

fails a hundred times, 

then try another method, 

that is how to explore our 

own set of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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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ng an ethnic minority in Hong Kong, has been a tough life 

for me. I was not able to speak Chinese, because my mother 

tongue is English and that was how we communicated in the family, 

until I got into a local Chinese Primary School and was forced to 

adapt to the Chinese culture. Adapting to an environment which 

completely differs from your cultural background can definitely be 

difficult, because it is like living in two worlds at once. I did not have 

friends, and I had terrible grades in all subjects because of the 

language barrier. In addition to that, my parents divorced when i 

was in Primary 4. This affected me completely because then I felt 

like I had lost the support of my father since he left us. But I have 

been through all of that, and I am sure you guys can over come the 

dificulties in school life too. 

Secondary school was the changing point of my life. I applied 

to get into an English-medium school, where they use English to 

teach. It took a while for me to adapt to being surrounded by fellow 

ethnic minorities because being surrounded by local Chinese 

friends, I felt like I was a part of the Chinese people. However 

as time passed, I realized that I was back to my cultural habitat, 

where I understood every word they said, and spoke English 

most of the time. I felt comfortable and belonged because I was 

able to make good friends without the language barrier coming 

in between. Not only that, I was able to improve my academic 

grades. My grades went from barely pass to 63 marks average in 

my first 2 years of secondary school. Although my teachers were 

One Life, One Story
KUMAR Kevin Labaro

 Broad Discipline of Hotel & Tourism Management, Year 2 (2015-16)

66



6767

all Chinese, I was still able to establish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them because I spoke Chinese. The school became a part of me, 

I enjoyed going to school. I joined the committee team of our red 

house, and learned to lead people and motivate them.

Although life seemed like such a fun ride, my goal  to get into 

university never slipped my mind,I wanted to make my parents 

proud and be the first child in the family to get into university (we 

have 3 siblings all together). As time passed in Secondary school, 

there was more and more pressure. I felt more stressed and sad. 

In form 5, my grades went down the drain.The results of Chinese, 

Mathematics, Liberal Studies, were below my usual average 65 

marks. The only thing that I felt I could rely on was English because 

it was my best subject. As for the electives, I took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Studies (THS) and Business, Accounting Financial 

Studies (BAFS). They were just average. As I saw my grades, I 

felt like I lost hope because the Hong Kong Diploma of Secondary 

Examination (HKDSE) was only 10 months away. I stopped paying 

attention in class; I thought maybe I would just go straight to work 

life after graduating from secondary school, because I felt like if I 

could not  prusue bachelor degree right after graduation, it would 

be a waste of two years studing for the associate degree before 

that. But then during a talk organized by the school, I learned that 

was not the case at all. In fact, if I were to get into associate degree 

and work hard, I could continue to pursue bachelor’s degree in 

Year 3. So I used that as my motivation to start working hard again. 

I learned a lot during my study period. I made a schedule of what 

subject to study on which day of the week. I even focused more 

on my core subjects because if I could not afford to fail any.  We 

were not only preparing for the HKDSE, we also had to write 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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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al statements, our student-learning profile (SLP) for the 

JUPAS system and we even had to rank our priority of university 

we want to get in. It was indeed a tough time in my life, many of my 

friends broke down and cried about how stressful they felt because 

they wanted to get into university. I felt stressed too, however I did 

not cry. I had my own time management; I did not study all day 

and all night. I felt like it was ineffective to just put everything into 

my head. Instead during the studied break away from school, I 

studied in the morning, then rested for 2-3 hours and study again 

after lunch. It was a good routine for me because I felt like I was 

not trying to force myself to memorize everything; I was instead 

trying to understand the textbook. I felt more interested in my 

subjects that way. I not only read the textbooks, I also searched 

for past-papers for me to practice because it is much easier 

to learn when doing, rather than just reading. I did many past-

papers, especially mathematics because it was a difficult subject 

for me. I would always go back to my secondary school to study 

and do past papers, so if ever there was anything I had a problem 

with, I could easily get help from my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school is much more pleasant than at 

home, because I get easily distracted home. Before going home 

everyday from studying, I did some exercises to understand the 

questions carefully and how to answer them effectively.

Then it was the end of March 2015. It was my first HKDSE 

Chinese exam. I definitely had hard time because I was not able 

to practice my Chinese skills as much as when I was in primary 

school. However, it was not bad, because I was able to ans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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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te a few questions. Then it was my HKDSE English exam. I 

had high hopes on English because it was my best subject. I was 

confident about my grades, but i still did past papers of HKDSE to 

help me get used to the questions. For the rest of the subjects, I 

focused on past papers as well as my answer format. 

After the HKDSE, I felt much more relaxed. I did not feel bad 

at all because I know I did try my best. So all I could do was wait 

for the results and hope I get an offer from university. When our 

HKDSE results were published, we were given the chance to 

switch the priorities of our university rankings. With all the efforts 

of studying and sacrifices, I was able to attain a grade of 25 marks 

in the HKDSE. I was filled with joy, so was my family. It was not 

guaranteed that I could get into university, however it was not a 

bad score at all. I felt hopeful, So I put my bachelor degree, Broad 

Discipline of Tourism and Hotel Management, in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as my top priority. I was invited to attend 

an interview.

 

Then during the first round of the Universities’ offers, I got an 

offer from my top priority university!

When I was in the interview, I dressed smartly with a white 

shirt and black trousers with a belt and I even fixed my hair to 

look more presentable. The interview did not take long, about 10 

minutes and all they asked me to do was to give an introduction 

of myself. I smiled throughout the interview and the interviewers 

smiled too, then it was done. 



70

一人一故事

Now, here I am in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studying my top priority bachelor degree. I am now living the 

dream I thought I would not achieve. All I did was believe in 

myself and try my hardest. If I can do it, why can’t you? Study 

your best and get into university like we did! Always chase after 

your dream, no matter what way you have to take. Nothing in 

life comes easy!

# perseverance # cultural difference # ethnic minority

# always be prepared

Questions

1. Do you have good time management skills?

2.  To what extent do you agree that preparation is the key 

to success?

3.  If you have a minute to show the best of you, what will 

you do?

A l w a y s  c h a s e 

after your dream, no 

matter what way you 

have to take. Nothing 

in life comes ea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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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 child, I had experienced many things in life because I had to move 

often. Both working in hotel, my parents had many job opportunities 

to go overseas. This meant I moved schools quite often, had to try to adapt 

to new environments and make new friends. Going to new schools, I 

was always alone because I didn’t know anyone and all my classmates 

came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and cultures. We don’t speak the same 

languages and we were all raised from different environments. What 

scared me the most was communication and being alone. 

I moved to mainland China in 2008 during the Olympics. It was 

not the first time I moved but moving to China was the first time I 

felt completely out of place in. Moving to America, everyone spoke 

English, a language I could understand at least, but everyone speaks 

Putonghua here and I could not guess what people were saying at 

all. The culture was also quite different and I had to get used to some 

behavior that is very different from my own. The food was great, 

though. I had a few months to settle into my new house, visit many 

tourist spots and get used to this city that I would call home for the next 

few years.

On my first day at my high school, I was surrounded by people 

speaking in Korean and Chinese and I felt very panicked because I 

didn’t have anyone to speak to. There were very few Westerners and 

I could barely hear people speaking English aside from the teachers 

but I was too shy to talk to the adults. Saying goodbye to my parents as 

the bell rang, I tried to find my classroom, really scared that I would be 

late. I finally found my class and went inside. It was a small classroom 

filled with so many students are there was barely any more room. I sat 

on a chair and looked down at my bag. Soon a girl came to sit next to 

me and class started. After the introductions, our teacher started to 

One Life, One Story
KONGKWANYUEN Panyatree

 Broad Discipline of Hotel & Tourism Management, Year 2 (20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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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open-minded. 

Bring a friend and try 

new things together.

make jokes to get us comfortable. I also started to joke and laugh 

with the girl next to me. We found out that we had the next class 

together and decided to talk as we walked down the halls. After 

that we had lunch together where we introduced all the friends we 

made in each class. 

Eventually, after 7 years I have been close with these people 

I met on my first day of school, the girl I met has becomes my best 

friend. Now we would spend our weekends exploring the city and 

trying new things together. I got to experience many things in my 

high school like the student council, flying kites, digging holes.

The whole point of this little story is that there will be a time 

when you will be by yourself, when you feel lonely and scared like 

when you are going to school for the first time. But if you try to open 

up, make a friend, joke around and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there 

will always be someone who will have felt like you and wants to 

make friends with you too! Open yourself to new things and when 

you finally have that one great friend, facing new things together 

will be much easier and less scary because you have the  support.

Be open-minded. Bring a friend and try new things together.

Good Luck!

# friendship never fails you # homesick 

# embrace new adventures

Questions

1. How does it feel to step out of your comfort zone?

2. Could you imagine a life without great friends? Why?

3.  If you were to try out something new this year, what would 

it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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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applying for secondary schools 7 years ago, St. Paul's 

Convent School (SPCS) was a no-brainer. It was a school that 

I was without a doubt destined to go into, owing to my elder sister, who 

was also a Paulinian. Not only was I extremely dubious about going 

there, but I longed for the chance to choose my own destiny, and I 

always felt like I would be compared to my sister, who had made quite 

a name for herself in the school. Though, soon enough, I recognized 

that some good did come out of me paying heed to my parents. When 

thinking of my life at SPCS, the only description that comes to mind 

is 'pleasantly surprising'. Contrary to the usual belief of students, 

I know that the phrase I used is definitely not on top of their list of 

adjectives associated with school. Words like 'fun purely because of 

friends', 'draining', or even 'hectic' are most likely to be brought up. 

Nevertheless, my journey from Form 1 to 6 has been that and more. 

As SPCS is a school that provides an education of world-class 

standards, I was not expecting much from the extra-curricular division 

of St. Paul's when I first came in. Like any other misguided Paulinian, 

I used to think that to maintain the educational excellence of students, 

the school would forego other interests of students. However, I 

soon realized that I was terribly mistaken.  The institute offered us, 

students,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enroll and de-stress in more than 

50 clubs that were related to different areas ranging from arts and 

service to academic and sports. Moreover, interest programs were 

held every Wednesday afternoon to polish and provide much-needed 

One Life, One Story
GAMBHIR Tanika Rai

 Broad Discipline of Hotel & Tourism Management, Year 2 (20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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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al and other life-essential skills to students. What I 

used to consider cheesy activities and lessons turned out to be the 

best part of my week. I often found myself waiting in anticipation 

for Wednesdays so that I could play the games organized, those 

that once made me cringe. Now that I think about it, I realize that 

there was nothing that I needed more than a perspective change. 

Instead of looking at the life lessons as generic and redundant, 

I should've just lived in the moment and followed the teaching, 

"carpe diem". Needless to say, I was never happier to be wrong.

After a few years of joining the numerous clubs and societies 

that the school had to offer and enjoying the activities provided by 

them, I felt the need to help out and be a part of the backstage crew 

that put together such elaborate departments to give back to the 

school. Not one to disappoint, I asked around, and even though I 

was a year younger than the prevailing committee members, the 

teachers comprehended my hunger to serve the students like I 

had formerly been and was allowed to be a part of the running and 

the back-of-the-house of a few clubs. This incident enabled me 

to grasp the epiphany that every student needs to have: anyone 

can be successful, even without being exceptional at something, 

so long as there is passion. For instance, I certainly didn't have 

any of the expertise that is normally required for such prestigious 

positions, nor was I any sort of protégée in-the making. Yet, all 

that was required of me was to show my enthusiasm. It didn't take 

long for me to catch on, and soon, it was painfully obvious how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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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ll yet powerful value was immensely underestimated by me, 

and others for that matter, on a daily basis. Upon further reflection, I 

discerned that it truly all came down to solely my mindset. If I hadn't 

trusted my teachers with my ardor to provide service, I never would 

have achieved the positions I did in the school clubs and societies. 

Changing my point of view genuinely changed things for the better 

for me, and all I needed to do was to take the first step.

When speaking of changing viewpoints, I come to the obvious 

and commonly misunderstood topic - "Teachers". When we hear 

of the word, we typically come up with images of witches sitting in 

their lair, and cooking various concoctions of disparate grim colors 

to torture us with while they are, in reality, only working hard in the 

staff room, creating lesson plans and homework ideas. What we 

always fail to think of is how beneficial a pint of that potion is to us. 

"Every child should have a caring adult in their lives. And that's not 

always a biological parent or family member. It may be a friend or 

neighbor. Often times it is a teacher." Very well put and said by 

Joe Manchin, this line is not a mere saying, but it portrays the one 

virtue I had the chance to face first-handedly; the same value that 

students should always take away from secondary school life. If 

I had not apprehended to let my instructors be the pillar that got 

me through sticky situations, I would never have been able to be 

guided towards the right path. I just rightly needed to appreciate the 

indispensible act of enabling our teachers to be our compasses if 

wanting to accomplish anything in life. I simply had to unders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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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there was no problem in accepting that I needed help, and once 

I conceived that, life in secondary school was that much easier.

Following up on the topic of teachers, if I hadn't softened up to 

them, I wouldn't have been proven wrong on areas that I used to be 

skeptical about. For example, my school required me to complete 

the IGCSEs and International A-Levels in Form 3 and 4, and Form 

5 and 6 respectively. With merely 2 years to complete a course 

that usually requires 3 years, I had quite a few woes regarding my 

academic life as there never seemed to be enough time to finish 

the syllabus, even after the schedule for the year was packed and 

cramped with studies and revisions. Worrying that teachers would 

not have time to cover each part of the course and would aim at 

roughly going through the topic alone, I was left with the impression 

that I would have to self-study, on my own, all topics in depth. 

Although it soon came to light that what actually would happen is 

exactly the opposite. My teachers did not only unexpectedly take 

out their personal time in holidays to conduct extra lessons, but 

also paid attention to any questions or needs and were ever-willing 

to answer any queries I had at any reasonable time or place. In 

fact, some teachers even trusted us, students, with their personal 

contact information for efficient communication to take place, 

especially when an immediate response is needed. All of their 

efforts and the trust they put in other students and me convinced 

me and demonstrated to me that I had nothing to worry abou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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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my education, career, and I was in safe hands. I just had to put 

a little bit of faith in them in return. 

On the whole, my school never ceased to amaze me and 

continued dumbfounding me in ways I'd never even imagined. 

Only by changing my perspective was my life at this school made 

irrefutably productive and inspiring. Having been an Indian local 

for almost my whole life, once I had conquered all my inner doubts, 

the outlier I considered myself to be was destroyed. I finally found 

a place where I finally felt like I belonged.

# carpediem # change the perspective 

# teacher is our compass

Questions

1.  Have you ever met a great teacher who moves and 

changes you?

2. What do you treasure most in your school life?

3.  Do you agree that enthusiasm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alent 

in order to succeed?

Every child should 

have a caring adult in 

their lives. Often times 

it is a t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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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Since 2014, Caritas Fanling Chan Chun Ha 

Secondary School (CFS) and The Polytechnic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olyU) have worked 
coordinately to motivate more than 100 CFS 
students to further their studies in university, 
and have a glance at the colourful university 
life through PolyU students recruited from a 
service-learning course. Equipped with service 
learning skills sets, they designed and delivered 
Chun-Ha-an X PolyU Training Programme for 
three consecutive years.

It was the very first time for most of our 
students to get acquainted with any university 
student, especially in a small group setting. In 
particular, it drew students’ attention closely 
to the faculties and degree programmes which 
interested them and were related to their 
DSE electives. The highlights of the training 
programme are as follows:

Campus Tour @ PolyU
Unlike large-scale information days, 

this training programme provides an informal 
platform for CFS students to catch a glimpse of 
the university life. Not only did they visit public 
areas like library, lecture theatres and campus 
facilities, our students also toured around 
mentors’ hostels, and had a rare chance to get 
a mouthful of U-life experience by dining at the 
PolyU canteen, as well as grabbing a sandwich 
along with a cup of coffee in the library cafe. 

Get Set, Go! HKDSE 2018 
 (Two-day, One-night Camp)

Mentors from PolyU took initiative to device 
interactive group games, career talks, and 
sharing sessions peculiar to their mentees. The 
first-hand experiences from mentors studying 
a wide range of degree programmes certainly 

Chun-Ha-an X Poly U Training Programme
（震夏人理大修練計劃）

broadened students’ horizons and unravelled 
the mystery of university life. 

Closing Ceremony
Every year, the closing ceremony of the 

programme is held in a lecture hall at PolyU. After 
a series of stimulating activities, CFS students 
gradually learnt more about themselves and 
their goals. Hence, with the help from PolyU 
mentors, CFS students wrote a speech and 
endeavoured to give a 90-second speech in 
the presence of PolyU lecturers, our principal, 
teachers and their parents. They successfully 
overcame their fear of speaking in English 
in front of a crowd, thanks to their enhanced 
English speaking skills and the patience and 
endless encouragement devotedly given by 
mentors and teachers.

One-Man-One-Story Booklet
Every person has a story to tell. This 

booklet utilizes personal stories from PolyU 
undergraduates to better navigate our 
students with regard to life planning and career 
counselling. CFS students took pride in joining 
this exclusive programme but we believe other 
students can also benefit a great deal from 
these well-trained mentors with their ups and 
downs in lives. With the aid of hashtags and 
reflective questions, teachers are able to select 
relevant stories for specific groups of students. 

We would like to thank every PolyU 
student who has made tremendous effort on 
this programme. Your stories and personal 
experience will surely bring enrichment and 
lasting motivation to youngsters. 

Mak Hoi Yee, 

Programme Coordinator, 

Caritas Fanling Chan Chun Ha Second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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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故事

每一年透過「服務學習」這個科目，最令我感到欣慰的

是：不單只看到中學生的改變，還有理大學生從兩個學

期中的成長。

雖然大家的背景不同，但透過分享自己的經歷、夢想、心

願，令雙方距離拉近了。

因為一個關心，一個微笑，令彼此的隔膜融掉。

這是其中一個我喜歡「服務學習」的原因。

每次完成活動後，縱使看到理大學生有點累，但他們也掛

著微笑！因為透過活動，從對方的身上，他們感受到自己的影

響力！

 因為這份使命感，他們知道要做好一點！

暑假將至， 希望不論是陳震霞的學生， 還是理大的學生，

也能夠把這幾個月在彼此身上學到的一切，從日常生活中實踐

下去。

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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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榮幸這兩年與粉嶺陳震夏中學的師生們一起舉辦有關

「服務學習」的活動。在服務過程中我看到了理大學

生及陳震夏學生在個人層面及學習上均有顯著的進步, 彼此建

立了深厚的友誼。其中最令我感到鼓舞的是在最後一次的服務

中，陳震夏中學的中學生們能勇敢自信地站在台上作九十秒的

英語演講! 十分很欣賞你們充滿自信的演繹。在此，我也想鼓

勵各位中學生們, 不論在甚麼時候你們也需要踏出第一步, 勇於

嘗試, 努力不懈地去追尋你們想做的事及你們的夢想！

理工大學校園有很多茂盛的榕樹，透過「服務學習」，我

看到理工大學及陳震夏學生有深入的交流、彼此學習、互相成

長，就如老榕樹的枝節一樣互相結連，開出茂盛的果實！共勉

之。

最後，我也想感謝粉嶺陳震夏中學的何應翰校長、陳立禮

老師及麥凱宜老師對這個項目的領導、準備和支持，令這個項

目得以順利完成，雙方學校的學生均有所得著、成長。

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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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故事

102 103

2 0 1 5 - 1 6 配對名單

理大學生 陳震夏學生

第一組

丘子晴 4A 梁家俊 4B 梁建雲

朱珮晴 3A 廖思穎 3A 林寶怡

方煦蕙 3A 廖樂然 4A 顏海洋 4B 林穎欣

陳泳懿 3B 雷俊杰 3B 湯銘稻 3E 何富坤

第二組

KUMAR Kevin Labaro 3C 林兆瑩 3C 黃慧賢 4B 韓曉明

LEE Monica 3B 陳鵬峰 4A 湯啓謙

KONGKWANYUEN Panyatree 3A 劉海鑌 3A 黃柏衡 3B 林竟成

GAMBHIR Tanika Rai 3A 蔡嘉宝 3A 范曉嵐 3A 冼咏珊

第三組

張倩敏 3A 馮嘉琦 3A 洪近玉 3A 胡小恒

梁諾詩 4A 陳家淇 4A 吳詩詩

李雪婷 3B 陳敏芝 3B 林沚洄 4B 甄偉國

第四組

沈嘉揚 3A 陳芯瑜 3A 王彥蘋 3B 陳鵬清

SHIM Eun 3A 任嘉怡 4A 朱祐良 4B 譚翠兒

袁佩琪 3A 鄭雅思 3A 蔡迪龍

羅嘉瑤 4A 周嘉禧 4A 林銳軒 4A 温嘉豪

曾婉琪 3B 陳鵬浩 4B 李廣



102 103

2 0 1 6 - 1 7 配對名單

理大學生 陳震夏學生

第一組

葉文欣 3A 陳韻如

施佳俊 3A 彭家俊 4B 鄒志聰

黃穎瑤 3B 朱妙丹 3A 林家良

陸玥含 3B 何麗盈 3B 張可盈

第二組

徐麗虹 3A 田寅樂 3A 溫琦隆

陳穎琳 3A 陳穎欣 3A 霍喜龍

黃子樂 3A 李銘禧 3A 周子由

第三組

陳可欣 3A 吳僖汶 4A 陳芯瑜

陳嘉琪 4A 鄭雅思 4A 盧敏儀 4A 任嘉怡

曾杰南 3A 梁樂緣 3B 林乙慧

劉婉婷 3B 邱詠茵 3B 賴雅芳

第四組

梁樂怡 3A 王卓妍 4B 陳鵬清

譚以靜 3A 江元峰 3A 黃苑珊

嚴羡礽 3A 羅智輝 3C 陳政欣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地址：新界粉嶺新運路 28 號

電話：2669 9966

傳真：2677 6213

電郵：cfs@cfs.edu.hk

網站：www.cfs.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