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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室 

構思本期《明志》主題的時候，我們考慮哪些升學途徑是同學最常接觸、最關心而又常產生誤

解的。結果大家一致贊同是「副學位」。事實上，公眾對「副學位」的意見也是好壞參半。有同學

成功由「副學位」畢業，晉升「八大」，也有同學擔心修讀副學位後難以升學，最終只換來一身學

債。 

對我來說，「副學位」是獨立而有價值的資歷，它為學生提供升學或就業的進階途徑。升學方

面，學生可以通過在「副學位」課程裡考取好成績及爭取面試表現，以升讀不同類型的學士學位

(詳見頁 3)；就業方面，「副學位」的畢業生在市場上亦頗受僱主歡迎，一般的入職待遇比中學畢

業生高。 

惟同學就讀「副學位」後的命運最終是好是壞，往往取決於兩點：一，就讀時的心態；二，同

學是否選對了課程。「心態」就是指同學就讀副學位時是否有決心，是否願意付出時間精神，為爭

取好成績而努力。至於如何選擇合適的課程，秘訣在同學能夠知己知彼，即對課程內容要有認知，

了解所選課程的學習內容及考核方法，亦要認識自己的興趣、能力、性格與將來就業方向，繼而找

出一個兩者互相配合之選。 

最後，希望大家可以細心欣賞本期內容。當中記錄了多位校友修讀「副學位」時的點滴，亦有

本屆「生涯規劃大使」及老師的分享。希望通過閱讀他們的故事，同學和讀者可以以更開闊的角度

去看待副學位，更立體地認識本港多元升學途徑，藉此擴闊自己的選擇。 

生涯規劃組 

吳寶城老師 

生涯規劃組組員:    

吳寶城老師 Mr. Clement Ng  林堅恆老師 Mr. Mervyn Lam 

陳文彬老師 Mr. Ben Chan 梁躍龍老師 Mr. Jerome Leung 

李逸朗老師 Mr. Lee Yat Long 周國銓老師 Mr. Chau Kwok Chuen 

吳梓軒老師 Mr. Alex Ng 湯智文老師 Mr. John T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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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攻略: 副學士與高級文憑  

副學士和高級文憑同屬「副學位」，兩者的異同可參考下表: 

 

公眾可能覺得通過副學位升學的機會不高，因為大眾普遍將升學的方式限制在升讀本地的

資助學位(例如中文、城大、浸大等課程)身上。事實上副學位畢業生的升學途徑尚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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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由於本地的學生總數連年下降，加上高年級學額不斷上升，所以副學位升大學三年級

的百分比不斷增加，只要同學選對適合自己的課程、有興趣、有能力又願意努力的話，通

過副學位的升學途徑升讀單位，也是一條可行的出路。 

高年級學額(資助學士學位三年級學位)數目: 

2012 2 487 

2013 2 987 

2014 4 000 

2015 4 225 

 

各院校核准取錄高年級學生人數分佈表 (2015 年) 

香港城市大學 1 395 

香港浸會大學 448 

嶺南大學 130 

香港中文大學 404 

香港教育學院 84 

香港理工大學 1 345 

香港科技大學 120 

香港大學 299 

 

自資全日制經評審副學位畢業生人數  (不包括政府資助課程, 例如職訓局) 

2014 副學士 13 035 

高級文憑 13 620 

2013 副學士 10 541 

高級文憑 9271 

2012 副學士 9 468 

高級文憑 7 669 

 

副學位資料可參閱: 

「iPASS」─經評審專上課程資料網 http://ipass.gov.hk/ 

自資專上教育資訊平台(簡稱 Concourse) http://www.cspe.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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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彥霖先生 

- 德信中學首屆文憑試畢業生 

- now 新聞台兼職記者 

本人畢業於 2012 年，是首屆文

憑試考生。放榜前我已先後報讀樹仁

大學、恒生管理學院的新聞與傳播學

學士課程及浸會大學的新聞學副學位。

收到文重憑試成績單時心知不妙，幾

經思考，衡量不同院校的校譽、認受

性及前途問題後，我決定選讀副學士，

爭取兩年後升讀大學三年級。 

在修讀副學位時，我並無參與任何與

學術、學科無關的活動，以免因分心

而拖垮成績。最終在副學士的四個學

期中，我的成績平均績點（GPA）也

超於 3.5 分，合乎各院校的收生要求

（GPA 以 4 分為滿分）。在分數以外，

我也積極留意各大院校非聯招收生資

料，包括心儀院校的課程內容、過去

收生情況，又向其他成功升讀大學的

學長互相交流，務求了解整個升學過

程。 

然而，在專上教育與中學的學習

模式有所不同，以較多小組報告作評

核 ， 但 其 他 同

學 往 往 求 其 了

事 。 要 取 得 理

想 成 績 ， 亦 難

免 要 主 動 帶 領

身 邊 同 學 完 成

報 告 ， 甚 至 要

替他們完成整份作業，以免

在講師評核時，被組員表現

拖垮，可見修讀副學士並非

如想像中般容易。因此，我

在在讀書時，時常提醒自己

必須「帶眼識人交朋友」選

擇有上進心的同學互相扶持，

才能順利渡這兩年。每所大

學均有一定數目的高年級學

額，但平均每八名學生，只有一人獲

取錄，競爭甚為激烈。各學府在高年

級學額收生時，會考慮一籃子因素，

例如學生成績、批判思考能力、對課

程認知程度、社會服務經驗等，但主

要仍然取決於學生成績，故此不乏自

稱校隊、港隊的副學位畢業生，因為

「胸無墨水」而落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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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我的副學士生涯，沒有浪費任何

時間參與無謂的活動，與各科老師也

一直保持良好關係，依靠他們為我撰

寫推薦信才能順利升讀大學本科生課

程。更重要的是時常留意不同社會大

事、新聞，建立良好的批判思考能力，

面試時才能在眾多競爭對手中脫穎而

出。 

 

 

 

 

 

 

 

  

<<雷彥霖小檔案>> 

雷彥霖，德信中學首屆文憑試畢業生。其後

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文學副學士課

程，主修新聞學，畢業時先後獲：香港浸會

大學傳理學院、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

香港城市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及創意媒體學

院以高年級學額取錄。現為香港浸會大學傳

理學院新聞系本科生、now 新聞台兼職記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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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校友專訪 

 前言 

 

本期《明志》邀請了升學及生涯規劃

組五位學生大使向本校校友進行訪問。期

望他們通過訪問，能盡早了解中學畢業後

的升學途徑，並為將來作準備。是次主題

是「副學位」，指副學士課程(associate 

degree) 及 高 級 文 憑 課 程 (higher-

diploma)，屬資歷架構中第四級。本校

許多畢業生都以此作為升學階梯。期望五

位學生大使及各讀者能通過是次訪問加深

對「副學位」的了解。 

以下是五位學生大使訪問之前對「副

學位」的認識和感覺。 

左曉龍：到目前為止，我仍未太了解甚麼

是「副學位」。從字面解釋，副學位該比

學士學位低一級，與「高級文憑課程」同

級吧。 

陳嘉暐：許多人對「副學位」的評價較差，

我卻不太認同。對學生而言，修讀副學士

課程是升讀學位課程前的一次考驗。只要

在修讀副學士課程時加把勁，仍可直接升

讀學位課程較高年級的。那麼也算不上浪

費時間呢。 

 

黃卓軒：我的目標是升讀大學。若失敗了，

不會選擇讀副學士，因為銜接大學的機會

不高，倒不如到外地升學見識一下。 

黎沅駿：香港學位不足，許多學生都以修

讀副學位作為升大學途徑，所以我認為這

是讓學生在文憑試以外爭取大學學位的一

次機會。當然，能通過文憑試直接升讀學

士學位是最好不過。 

沈宗樺：副學位的「副」字盡顯其地位。

我認為升讀大學才是我們的目標。可是我

們卻不可忽視它，因為我校許多畢業生都

升讀了「副學位」。究竟副學士課程是否

如職業培訓一樣實用呢？副學士是升大學

的預備班嗎？ 

五位本屆生涯規劃組學生大使 

左起: 

沈宗樺, 黃卓軒,黎沅駿, 陳嘉暐, 左曉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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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錫焜老師  

躊躇滿志創前路  

 

撰文：左曉龍 陳嘉暐 

 

副學位一向是中學生升學的主要途

徑。曾於德信中學渡過中學生涯的中文科

李錫焜老師，便是通過修讀副學位升學的

例子。 

 

李老師曾於中大持續進修學院修

讀兩年制應用中文高級文憑，後升讀

嶺南大學中文文學士課程二年級，至

今 重 返 母 校 任 教 中 文 科 。

 

 

訪問當天，李老師正襟坐在我們身

旁，細細憶述當年應考高級程度會考的血

淚史——當年高考英文科失手，導致升

讀大學學位無門，唯有選擇報讀副學位。

他坦言當年收到成績單後感到十分失望，

惟父母支持給他帶來動力，因此在兩年副

學位生涯中，李老師表現得十分積極。李

老師除了努力應付學業外，亦活躍於參加

校內活動。他參加了學長計劃，幫助師弟

妹適應學習環境，亦擔當學生大使，進行

交流活動。與此同時，李老師亦決心重考

高級程度會考英文科。希望多給予自己一

次機會，通過聯招考進大學。 

 

問及修讀副學位時的生活及心路歷

程，李老師顯得有點腼腆：「由於升讀大

學的門檻甚高，學生平均考獲「平均積點」

(GPA )3.4 分才可升讀學士學位，因此同

學之間競爭頗激烈。一心想繼續升學的同

學固然會為成績明爭暗鬥，亦有一批同學

只會以修讀副學位來逃避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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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老師又指出，修讀副學位亦講求

學生的人際關係，學生往往要與老師建立

良好關係，從而揣摩對方在學術上的要求，

以考取佳績。 

最終，李老師重考高考英文雖未能

合格，卻憑考獲 GPA 3.6 分，並在國際英

語水平測試(IELTS)中考得合格成績，成

功升讀嶺南大學中文系。他勸勉德信同學

要把握機會，更要替自己創造機會。李老

師說話起來滿有熱誠，對於德信同學的忠

告懇切中見痛心：「德信學生的通病是平

日愛信口開河，不願意面對現實。長久在

安逸之中，遲遲未開始考慮將來。」 

李錫焜老師在訪問結束前寄語同學

珍惜光陰：「人可以面對失敗，卻要為自

己的失敗負責，並痛定思痛，邁步向前。」 

李老師認為在求學階段最失敗是高

考成績未如理想，如今卻以老師身份告戒

我們要摒除德信仔的陋習，實在為我們帶

來深刻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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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梓軒老師  

熱誠懇切回歸母校  

 

撰文：黃卓軒 黎沅駿 

 

是次訪問對象是我校生活與社會科

老師兼校友，吳梓軒老師(Mr. Alex Ng)。

訪問之初，我們都因陌生而感到緊張。吳

老師卻表現得十分平易近人。他坦言當年

會考只考獲六分，其中中文會話及英語會

話分卷卻分別考獲 5*及 5 的佳績。此成

績讓促使他後來選擇了升讀文憑課程。及

後，他升讀高級文憑課程及「銜接學士學

位」 (Top-up degree)。吳老師完成學位

課程的時間比他直接升讀大學學位課程的

同齡學生還要早呢！ 

吳老師表示，會考放榜前已預測到

會有多科不合格，所以早已報讀香港中文

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的文憑課程。因此放榜

後毋須四處找尋學位。吳老師著此機會，

提醒中六同學，要預先報讀聯招以外的課

程，以免放榜後臨渴掘井，狼狽不堪。 

 

我們問到吳老師有否對此決定感到

後悔。他從容答道：「這是很寶貴的經歷。

我在修讀文憑及高級文憑的三年間，需要

更認真面對各大小考試。因為每重考一科

需要付費五百元，而重讀一科需要五千元。

父母已明言，若有不合格情況，需要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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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負擔重考或重讀費用，所以我下定決

心努力讀書。」 

吳老師完成高級文憑課程後，便修

讀「銜接學士學位」。這是一年制的課程，

與其他學士學位課程一樣，同屬資歷架構

第五級。開辦該課程的院校來自澳洲，該

校委派教授來港授課。由於每位教授每年

只來港一次，所以若有學生考試不合格者，

需要多等一年才能重修。故此，吳老師並

無半點鬆懈，終成功畢業。 

大家或會好奇，吳老師為何最終會

重返母校擔任老師。原來，大專生活裡有

許多課餘時間，吳老師在課餘會把握機會

替中學生補習，亦經常回來德信中學替我

校同學進行個人導修和課後補習。可見吳

老師對母校的熱誠最終促使他成為我們的

老師。 

訪問將近尾聲，吳老師為自己的求

學生涯作總結：「我的升學道路並不平坦。

當然我要為中學時期的輕狂負責，但同時

獲得許多寶貴經驗。人生就是在失敗和經

驗之中成長。」他亦勸勉同學不用因未能

升讀學士學位而氣餒，因為人生永遠有出

路，只要願意嘗試，保持對生命的熱誠。 

 

 

徐浩勤校友 深思熟慮籌劃將來  

撰文：沈宗樺 

徐浩勤先生是我校畢業生，也是我

們的舊生導師。他常常回來與同學進行個

人導修，怪不得訪問之初，已對他感到十

分面善。徐校友曾應考香港中學會考，也

是末代高級程度會考生，現於嶺南大學持

續進修學院修讀「銜接學士學位」 (Top-

up degree)。 

     問及徐先生的大專生涯，得知他先於

嶺南大學社區學院修畢副學士後再升讀學

士。他直言當年讀中學的時候自己表現懶

懶散散，沒有用功，但又不想中學畢業後

立即進入社會工作，才報讀副學士。 

     這位彬彬有禮的師兄接著說：「副學

士課程為一些想繼續升學並希望最終想能

夠升讀學位課程的學生提供升學機會。修

讀副學士的學生一般在文憑試中考獲二等

至三等合格分數。這也是報讀的基本要求。

我相信對於在文憑考試中名落孫山的同學

而言，修讀副學士是必須的，因為現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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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裏，沒有學士學位的話會寸步難行，就

算努力找到工作，晉升的機會也微乎其

微。」 

徐師兄認為大部分副學士課程的上課

方式像補習社，上課地點各式各樣，有的

甚至在商場裏設課室讓學生上課。課室裡

只有桌椅等一些基本設施。相反，部分優

秀的副學士課程資源比較豐富齊全。而比

較具規模的院校，亦會讓副學士學生使用

圖書館等設施，學習支援上與一般學位課

程無異。故揀選副學位課程時，需要考慮

到學習配套的因素。 

     最後我們邀請徐師兄勉勵一下師弟，

他便語重心長的告訴我們：中三選科是升

學過程的重要一環，能否選到適合自己的

科目，會對將來做成深遠影響。同學要及

早瞭解自己，還要有「方向感」，對自己

的未來有所計劃。他還提到，將來應考文

憑試後，必須為自己的畢業出路深思熟慮。

身邊許多同學曾經對前途掉以輕心，或太

有信心，以致公布成績後大失預算。若一

時疏忽，錯失了升學機會，實在耽擱青春。 

 
 

本校校友專訪 –後記 
 

左曉龍：本學年加入生涯規劃組前，我對

中六畢業後可能接觸到的課程一無所知。

經過是次訪問，聽到老師的親身經歷，因

而對副學位的認識加深了，亦明白努力讀

書的重要性。 

陳嘉暐：經過本次訪問，我對副學位的認

識加深了。讓我對升學選擇上多加了一項

選擇。我會向身邊同學推薦報讀副學位課

程。 

黃卓軒：本次訪問讓我明白，即使文憑試

失敗，仍有許多升學機會。只要願意努力

付出，都會有成果。若果過早透支將來的

不愉快，會顯得很愚蠢呢！ 

黎沅駿：升讀大學並非唯一出路。考試成

績欠佳亦不是失敗。老師的經歷使我明白，

我們不用為將來過份擔心，只要努力做好

現在每件事。 

沈宗樺：我發現副學位對於未能升讀學位

的學生而言是一條必經之路。當然我認為

我們不能單以副學位作為升學目標，應該

加倍努力。正如徐師兄所言，我們必須全

面了解自己，才能知道自己的強弱，從而

選擇合適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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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五位學生大使對三位校友的訪

問後，發現德信畢業生都有一項共同特點，

就是富有屢敗屢戰的精神。誠然，「德信

仔」在學業成績上相對本港部分學生猶有

不及，但他們都願意在人生經歷之中學習

和成長。期望學生能從校友的經驗和體會

中得到啟發，為自己的前途努力。無論日

後考試成績如何，都要保持樂觀的心境面

對，在逆境中發揮堅毅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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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長經驗分享 

城市大學專上學院 

機場營運及航空物流 

何志健先生 

經歷過兩次公開試的煎熬後，我終於

踏上修讀副學士課程之路。雖然我一向對

航空有興趣，但直到我考第二次公開試前，

才發現自己將來真的希望從事航空業相關

的工作。所以，我認為在中三選科及中六

選大學前真的要細心思考自己的興趣是甚

麼，將來想從事甚麼行業。 

現時，我在城市大學專上學院修讀

「機場營運及航空物流」副學士課程。修

讀此課程的學生將來都會在航空或物流方

面升學或就業。教職員均很專業，都來自

業界。 

而副學士與中學的生活有很大的分別。

在大專學習，自由度及彈性比中學大。每

天上課時間不一樣。以本學期為例，有些

日子到晚上六時才上課，有些日子只上一

小時的堂。另外，每一個學期都會有一至

兩份分組功課。而這些功課不能夠從網上

直接複製，因為老師都會檢查。複製內容

過多的話，老師可能會把功課評為「零

分」。 

 

我在這大半年的校園生活裡上過高山，

下過低谷。

最開心的是

在這一年接

觸到更多關

於 航 空 業 的

知識，特別下學期的其中一科 (Aircraft 

Operation)教授學生駕駛飛機。對於渴

望學習飛行的我來說，真是十分興奮。而

比較令我惆悵的是，我不時會不明白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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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講授的內容，使我感到吃力，特別是物

流及電腦程式等科目。然而，我相信只要

堅持及盡力，問題總會解決。此外，到了

現在我在人際關係上仍感到有點不適應，

常會「思鄉病」發作，想起德信呢。 

城市大學專上學院的學生，每個學期

都要在主科以外修讀一科通識科(General 

Education)。有別於高中的通識科，此

科目包括不同學習領域，例如科學、藝術、

歷史等等。除了航空外，我對氣象也有一

點興趣，所以我在這個學期選擇修讀「氣

候變化」。任教的老師竟是前天文台助理

台長！每次在他的課堂都獲益良多，也深

深體會了氣候變化所帶來的惡果。 

希望各位同學讀過我的分享後，能盡

早了解自己的興趣，選擇自己喜歡的科目。

同時，未能入讀大專也不用氣餒。所謂

「條條大路通羅馬」，只要你肯盡力，總

有一條路可以通往你們心中理想目的地。 

 

 

 

 

 

 

 

 

理工大學 

土地測量及地理資訊學系 

林浩銘先生 

本人是二零一二至一三年度畢業生。

當年文憑試成續未如理想，升讀了副學士

課程。如今就讀理

工大學土地測量及

地理資訊學系。 

 修讀副學士時

的上學地點是理工

大學的紅磡校舍。

上課環境甚佳，設施十分齊全。副學士學

生能夠使用校園內大部分設施，有助學生

學習。 

 

 坊間有言：「通過副學士成績升讀

學士學位，比以文憑試成績升讀學士學位

難。」我並不認同此觀點。以我曾修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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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學士課程為例，課程為期兩年，學生只

要 GPA 平均達到 3.3 分或以上，便很大

機會獲得大學取錄，升讀學士。我認為在

文憑試考獲五科第四等更具難度。何況校

方亦樂意取錄成績不俗的副學士學生。而

且，升讀學士後，我們有機會直接升讀學

士課程的二年級或三年級。故此，修讀副

學士並沒有浪費時間。 

 學士課程與副學士課程雖同屬大專

程度，但以我觀察，學生的學習態度截然

不同。前者會認為自己「上了岸」，會相

對懶散。副學士學生則不同。他們只有兩

年時間去把握升學機會，所以大家都全力

以赴，務求「過三爆四」。 

 

我認為在副學士兩年裡所學習的知識，

比中學時難得多；學習進度也較

快。幸而上課時間較短，學生可以

善用課餘時間溫習。當我們習慣了

這種自律的學習態度，便能得到好

成果。勤，是放諸四海皆準的力

量。 

最後，我建議一眾師弟：若最

終你在文憑試考獲 15-20 分，應選

擇修讀副學士課程，確保自己「有

書讀」，然後在副學士課程裡繼續

努力，銜接學士學位課程。 

Studying in Community 

College 

Ryan Cheung 

This is a story about how a       

Tak Sun boy, who had merely met the 

minimum 

university 

enrollment 

requirement in the 

HKDSE for two 

times, got on the Dean’s List in a 

Community College and finally got 

into a university.  

Ryan Cheung, the 5th one 

from the le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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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m Ryan Cheung, currently 

studying i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ajoring in Asia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minoring in 

Psychology (Year 3). Besides, I was 

elected as the President of Executive 

Committee of Student Residence. 

However, no sacrifice, no victory. 

Before I enjoy this ideal and fantastic 

U-life today, I re-took the HKDSE in 

2013 and then I finished my 2-year 

associate degree programme in 

psychology in HKU Space Community 

College (HPSHCC). 

Honestly, it is too 

challenging for me to study new 

subjects in a tertiary institution,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studying 

without any class tutors’ supervision. 

After the first few months in college, I 

finally figured out the critical skills for 

Ryan Cheung, the 2nd one from the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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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to get into university: perseverance 

and time management.  

I was also determined to get 

into university. The reason is that I had 

already spent one more year to retake 

the HKDSE and lots of money on the 

tuition fees for my associate degree. 

The precious time and expenditure not 

only became my driving force, but also 

the reason for me to be more self-

disciplined. On the other hand, when it 

came to real study life there, it is 

another story. Fortunately, I came to 

realize my own studying style and, 

most importantly, I grouped up with 

schoolmates with similar style, 

procrastination.  

We started to divide our goals 

into smaller baby steps, size the 

smaller baby steps within 15-minute 

and 30-minute sessions, prioritize 

them on a to-do-list, and finally, to 

celebrate with play and rest after 

accomplishing the planned number of 

tasks each day. 

There is never a wrong method 

to study, but only the most suitable 

method. Find out the most efficient 

way on your own, group up with study 

partners with similar interests and aims, 

and make good use of your 

stress to push your way 

through, your efforts will 

pay off. 

Ryan Cheung  

 

  

Ryan Cheung, the one in the mid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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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ing in Poly U 

Chan Chi-lam 

I graduated in 2012 from Tak 

Sun Secondary School. Now, I am 

studying in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majoring in Science of 

Geomatics (BSc).  

I have already finished an 

associate degree programme in 

Engineering, PolyU Hong Kong 

Community College (HKCC) in the past 

two years. The college is located 

beside the Hall of Residents of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In my associate degree 

programme, I studied Mathematics, 

Physics as well as some basic general 

studies and, of course, some major 

studies on Engineering, such as 

Industrial Engineering, Mechanical 

Engineering, etc.  

Besides, I made some new 

friends. Interestingly, I found that there 

Chan Chi-lam, the 3rd one from the left, front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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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two kinds of people in the college, 

only two types, study-fellows and play-

fellows. For the play-fellows, obviously, 

they are hanging around and even 

messing around. They just come to 

college to play. For the study-fellows, 

they not only study, but also play with 

you. What I mean is they will do the 

right things in the right time.  

 

Apparently, there are some ups 

and down in those two years of 

campus life.  First of all, I have acquired 

a lot of knowledge.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meeting new faces and 

making some new good friends are 

joyful.  However, I found it stressful 

studying there. I exerted pressure on 

myself and I really wanted to get a high 

score (GPA) in order to get into the 

University.  

 

Fortunately, I met some new 

“ALLIES”. We played together, and 

we hit the books together.    We found 

out that the key to success is time 

management. In tertiary education, 

class timetables are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secondary schools.  We 

customized our own timetables 

according to our targets.  We stood 

shoulder to 

shoulder to achieve our goals. 

 

Lastly, to all Tak Sun Boys, wish 

you all every success in the HKD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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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etter from Philip Cheung, 

Tung Wah College 

 

29th March 2016 

Dear Tak Sun brothers,  

 I graduated from Tak Sun in 

2015. Currently, I am studying in Year I 

in Tung Wah College, majoring in 

health science in an associate degree 

programme.  

 

It is almost back-to-back life 

sentences now. The method of 

learning in tertiary education i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secondary 

schools. Do not think that I can wake 

up late or even can skip classes! 

Assignments, mid-term exams and 

projects are all coming up one after 

another. It is like never-ending. The 

situation now is horrible and it lasts for 

Philip Cheung, the boy in the mid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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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years! Fortunately, there is a 3-

month long summer holiday. 

To let you know more about my 

campus life, I would like to talk about 

group work. It is the way to survive and 

succeed here. I have to cooperate with 

different people all the time. This is 

entirely different from my learning 

experience in secondary school 

projects. Group members in senior 

secondary school are always from the 

same class. Yet, in tertiary education, 

there are always new faces in different 

courses such as nursing care, anatomy 

and physiology.  

I have found it necessary to know 

where my strength is. For me, I am 

always a group leader as I am good at 

checking and integrating different 

parts that my fellow groupmates have 

contributed. 

What I want to say is, Tak Sun boys 

are unbeatable. We have developed a 

Philip Cheung, the 1st one from the 

right, front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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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g foundation in Tak Sun. 

You guys can do well in 

different aspects once you 

work on it and take one step 

further. We have got the 

potentials to do everything 

well. 

Furthermore, think 

about a question: Spending 

two extra years or making full 

use of your senior secondary 

school life to get into a 

bachelor degree, which is a better 

option? Think about it wisely. 
 

 

Best Regards,  

Philip Cheung 

 

  

Philip Cheung, the 2nd boy from the left 

Philip Cheung, the 1st one on the left 


